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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國80年 成立 (原名生物學系) 
•民國92年 更名 
•民國94年 碩士班 
•民國98年 五年學碩士 

生物醫學暨環境生物學系   

報告者: 張學偉 教授兼系主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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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報大綱 
學系簡介與課程設計 

學生學習與學生事務 

研究與專業表現 

畢業生表現/未來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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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系簡介與 
課程設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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師資與學生數 

職稱 學制 

教授 3 博士斑 0 

副教授 7* 碩士班 12 

助理教授 4 大學部 207 

客座教授 1 合計 219 

合計 15 

* 程建中老師今年退休(不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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專任教師學歷及專長 
生物醫學領域 9位              2 助教 1 技術員 1 秘書 

職 稱 姓 名 學 歷 專 長 
教授 

(系主任) 
張學偉 清華大學博士 

抗癌/抗氧化藥物篩選,生物資
訊,基因體學,癌症標誌 

教授  
(醫學院副院長) 

鄭添祿 國防醫學院中研院博士 
免疫學、分子生物學、基因
治療學 

副教授  譚棉心 高雄醫學大學博士 
遺傳學、分子生物學、細胞
學 

副教授 游仲逸 美國耶魯大學博士 
分子生物學、細胞生物學、
生物化學 

副教授 鄭智美 高雄醫學大學博士 分子生物學、細胞生物學 

副教授 張永福 高雄醫學大學博士 
子細胞生物學、生物化學、
生物學 

助理教授 李瑞年 陽明大學博士 
微生物學、分子病毒學、免
疫學分 

客座教授 賴辰雄 
美國賓州大學牙醫博士  

日本大阪齒科大學博士 
口腔微生物免疫學、厭氧微
生物學、抗菌光動力醫學 

曾任系主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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環境生物領域 8位 
職 稱 姓 名 學 歷 專 長 

教授 譚漢詩 德國博士 (外籍) 海洋毒物生態、浮游生物 

副教授  謝寶森 美國愛荷華州立大學博士 動物行為學、脊椎動物學、演化學 

副教授 陳炤杰 
美國路易斯安那州立大學
博士 

鳥類學、生物多樣性、行為生態學、
生物統計 

副教授 黃 斌 台灣大學博士 
植物基因改造,蛋白質體學, 心血管
疾病 

副教授 陳韋妤 台灣大學博士 
水域生態毒理,生態風險評估,生態系
統模擬,淡水生態監測 

助理教授 傅耀賢 中山大學博士 比較解剖學、顯微技術、組織學 

助理教授 趙怡珊 中山大學博士 
植物分類,植物系統演化,植物生物地
理,水生植物,蕨類植物,食蟲植物 

助理教授 蘇詠超 美國堪薩斯大學 
演化基因體學、基因體生態學、社
會行為學、 生物地理學、昆蟲及蛛
形綱生物學 

曾任系主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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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外合聘教授 5 位 

職 稱 姓 名 學 歷 專 長 

清華大學 
合聘教授 

江安世 
清華大學講座教授 
中央研究院院士 

科學、分子影像、行為遺傳學 

交通大學 
合聘教授  

王雲銘 清華大學化學博士 
生物無機研究, 磁振造影對比劑開發與
研究, 光學影像開發, 分子影像研究 

交通大學 
合聘教授 

黃憲達 中央大學資訊工程博士 
生物資訊,系統生物學,比較基因體學, 
Regulatory RNA 

兼任 
客座教授 

趙  明 北京首都醫科大學教授 雜環藥物 

兼任 
客座教授 

唐力平 
University of Texas at 
Arlington 

stem cell tissue engineering, 
nanoparticle drug delivery, cancer 
therapy and in vivo imag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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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生物醫學-促進人類健康 
 

人類疾病相關分子生物、遺傳、藥物、造影
及生物資訊與基因體研究 
 

2.環境生物-促進環境健康 
 

生物多樣性、分子鑑定、生態環境與監測等
交互作用研究 

學系特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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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學宗旨 

1.兼具生物醫學與環境生物的教學與研究 

2.培育生物醫學及環境生物的專業人才 

3.選擇能適合學生自己的專業發展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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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系辦學特色 

附設醫院: 豐富醫學資源 

南部地區: 環境生物多樣性 

結合學術與產業: 產學合作 

跨領域合作: 未來趨勢 

課程整合規劃:   (1) 基礎專業涵蓋面廣 

 (2) 學生選課彈性化 

 (3) 適性培養第二專長 

 (4) 國際化教學環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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課程規劃  

• 畢業學分128（通識16、 必修58 、選修54學分） 

學分 

• 創新醫藥科技與管理、高齡與社會照顧 、行銷管理、藝術與生活

美學、音樂治療、兒童發展與早期療癒、 社區照護、創業學程 

跨領域學程 

• 英檢中級初試 

英文畢業門檻 

• 表達能力 (8學分) 

• 研究能力 (9學分) 

能力訓練 

• 科學英文表達與呈現 (外籍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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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系徽 
  

1.細胞分子生物學 
領域 

2.生物醫學領域  3.生物多樣性 
及保育領域 

4.生態及演化領域 

生物醫學 環境生物 

跨領域 

涵蓋研究所考試科目&高考考試科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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核心課程（系必修） 

生態學 

（二上 3學分） 

生態學實習 

（二上 1學分） 

生物統計學 

（二上 2學分） 

生物統計學實習 

（二上 1學分） 

分子生物學 

（二上 3學分） 

文獻利用 

（二上 2學分） 

專題研究 

（二上 1學分） 

有機化學實驗 

（二下 1學分） 

生物化學 

（二上下 4學分） 

生物化學實驗 

（二上 1學分） 

遺傳學 

（三上 3學分） 

遺傳學實驗 

（三上 1學分） 

生理學 

（三上 3學分） 

生理學實驗 

（三上 1學分） 

論文選讀 

（三上下 2學分） 

專題討論 

（四上下 2學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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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物醫學主要專業課程 

生物實驗技術（二上 2學分） 

英文期刊導讀（二下 2學分） 

微生物學（三上 3學分）  

微生物學實驗（三上 1學分）  

細胞與免疫實驗技術（三上2學分） 

細胞生物學（三下 3學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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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物醫學次領域進階課程 
細胞分子生物學領域（1） 

• 腫瘤生物學（四上 2學分） 

• 微生物遺傳學（四下 2學分） 

• 病毒學（四上 3學分） 

• 基因體學（四上 2學分） 

• 神經生物學（三下 3學分） 

• 細胞及分子神經生物學（四上 3學

分） 

• 突觸生物學（四下 3學分） 

• 分子免疫學（二下 3學分） 

• 生物物理化學 

• 專題研究（二、三、四上下 10學分） 

生物醫學領域（2） 

• 現代生物技術   

• 組織學（二上 2+2學分） 

• 比較解剖學（二上 2+1學分） 

• 分子生物學技術（三上 2學分）   

• 細胞培養－原理與應用（二下 2學分）   

• 生物資訊概論（四上 2+1學分）   

• 生物科技之智慧財產權保護              

（四上 2學分）  

• 顯微技術（三上 2+1學分） 

• 基因多樣性（三上 2+1學分） 

• 發生生物學（四上 3學分） 

• 生物醫學研究法（四下 2學分） 

• 內分泌學（四下 2學分） 

• 專題研究（二、三、四上下 10學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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環境生物主要專業課程 

生物多樣性導論（一下 2學分）  

生態學原理（二上 2學分） 

英文期刊導讀（二下 2學分） 

試驗設計（三下 2學分）  

試驗設計實習（三下 1學分） 

田野生態技術（三上 3學分）  

演化生物學（四下 3學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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環境生物次領域進階課程 

生物多樣性及保育領域（1） 

• 昆蟲學（一下 2+1學分） 

• 鳥類學（二上 2+1學分） 

• 無脊椎動物學（二上 2+1學分） 

• 脊椎動物學（二下 2+1學分） 

• 植物分類及形態學（二下 3學分） 

• 生物多樣性產業研究（二下 2學分） 

• 微生物學（三下3+1學分） 

• 基因多樣性（三上 2+1學分） 

• 生物多樣性產業實務（三上 2學分） 

• 生態解說（三上 2學分） 

• 分類學原理（三下 2學分） 

• 生物資訊概論（四上 2+1學分） 

• 保育生物學（四上 2學分） 

• 專題研究（二、三、四上下 10學分） 

生態及演化領域（2） 

• 昆蟲學（一下 2+1學分） 

• 鳥類學（二上 2+1學分） 

• 動物行為學（二上 2+1學分） 

• 比較解剖學（二上 2+1學分） 

• 無脊椎動物學（二上 2+1學分） 

• 脊椎動物學（二下 2+1學分） 

• 植物分類及形態學（二下 3學分） 

• 基因多樣性（三上 2+1學分） 

• 植物激素（三上 2學分） 

• 植物生長與發育（三下 3學分） 

• 植物生態學（三下 2學分） 

• 行為生態學（四上 2學分） 

• 生物資訊概論（四上 2+1學分） 

• 發生生物學（四上 3學分） 

• 專題研究（二、三、四上下 10學分） 



http://doctor.get.com.tw/biotech/ 生物醫學方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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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doctor.get.com.tw/biotec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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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wwwc.moex.gov.tw/main/content/wHandMenuFile.ashx?menu_id=590&blnMulFiles=False 

環境生物方面 

http://wwwc.moex.gov.tw/main/content/wHandMenuFile.ashx?menu_id=590&blnMulFiles=Fals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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專業搜尋與演講能力訓練系列 

四年級 

專題討論 英文專題討論 

三年級  

論文選讀(上) 論文選讀(下) 

二年級 

文獻利用（搜尋） 生醫環境論文導讀 

分組報告 

上台報告 

上台報告 

資訊能力 

初階演講能力 

進階演講能力 

(研究員、教師、生技人員…)/各行各業 

錄影 

錄影 

http://www.google.com.tw/imgres?imgurl=http://ui.okbase.net/ui/life/2009/04/700.png&imgrefurl=http://ui.okbase.net/item/700&usg=__o-rN6HtRYRjZsnXszomUAWq7ue8=&h=128&w=128&sz=7&hl=zh-TW&start=61&zoom=1&tbnid=BbKva59a4VPV0M:&tbnh=91&tbnw=91&ei=0cZhTsX6CrChmQX9_9SvCg&prev=/search?q=%E7%85%A7%E7%9B%B8%E6%A9%9F&start=42&um=1&hl=zh-TW&sa=N&rls=com.microsoft:en-US&rlz=1I7GGLL_zh-TW&tbm=isch&um=1&itbs=1
http://www.google.com.tw/imgres?imgurl=http://ui.okbase.net/ui/life/2009/04/700.png&imgrefurl=http://ui.okbase.net/item/700&usg=__o-rN6HtRYRjZsnXszomUAWq7ue8=&h=128&w=128&sz=7&hl=zh-TW&start=61&zoom=1&tbnid=BbKva59a4VPV0M:&tbnh=91&tbnw=91&ei=0cZhTsX6CrChmQX9_9SvCg&prev=/search?q=%E7%85%A7%E7%9B%B8%E6%A9%9F&start=42&um=1&hl=zh-TW&sa=N&rls=com.microsoft:en-US&rlz=1I7GGLL_zh-TW&tbm=isch&um=1&itbs=1


21 21 

研究技能訓練課程 

大一下職涯規劃(選) 
大二上專題研究(必) 

( 任選三實驗室共三個月) 

大二下.大三上 

專題研究(選) 

大三下專題研究(選) 

(1)甄選五年學碩士  

(2)申請國科會大專計畫 

大四上專題研究(選) 

(1)各研究所甄試  

(2)專題研究口頭競賽 

大四下專題研究(選) 

(1)生科院壁報論文競賽 

(研究員、碩博士研究、生技研發與推廣人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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課程設計、評量與輔導 

課程教材上網 

e-learning學習平台
http://wm.kmu.edu.tw/ 

教學評量  

期中考及期末考

前後一週(1)教師

評量;(2)課程評量 

期中預警  

考後兩週由主負

責教師輸入預警

狀態(紅黃綠燈) 

(1)榮譽課輔 
     每班領取績優獎學金 

(2)一般課輔 
     通過課輔助理培訓 

教學助理 
通過培訓課程，協助
課程教材整理。 

課程地圖 

導師 
由資訊系統可以知
道導生預警狀態。 

任課老師 
每週均提供辦公室時間。 

http://wm.kmu.edu.tw/


iKMU AP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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預研生制度招生 

1. 大三下申請 (通過) 

2. 大四可以選修研究所課程 

3. 大四(12月)甄試通過 

4. 研究所錄取資格 

5. 大學畢業 

6. 研二(因為追認大四修研究所研一課程) 

   5年可取得學/碩士學位 (免學雜費) 



校內轉系/輔系/雙主修/中山高醫聯盟 
如有考試科目多含普通生物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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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物系學生成為第一位成功轉系 
到醫學系的學生 



學士後醫學系 (只有高醫有) 

考試科目 
1.普通生物學／生化概論(150 分)  

2.物理及化學(150 分) 

3.英文 (100 分) 

考試科目 
1. 普通生物學  
2. 化學 
3. 英文 
4. 國文 

大學畢業  即可報考 後醫/後中醫 

(生物系上51章節； 
其他系上39章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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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物系上3h/堂; 
其他系2h/堂) 

學士後中醫學系 (中國醫、慈濟、義守) 



職涯規劃課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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模擬面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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產業與研究機構實習 

加樂生技公司 
肽湛生物科技公司 
加特福生物科技公司 
宜蘭勝洋休閒農場 
幸福醫療器材 

工業研究院 
食品工業研究所 
清華大學 
中央研究院植微所 
農業會種苗改良繁殖場 
特有生物中心 

墾丁國家公園 
高雄壽山動物園 
台北木柵動物園 
海洋生物博物館 
科學工藝展覽館 

基律科技智財有限公司 
屏東縣車城鄉後灣村人
文暨自然生態保育協會 

研究單位 

政府單位 

生技公司 

其他單位 

29 29 
學生也可以找，由系上去接洽 

自選單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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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學進行實習後報告 
休閒農場 農改場 

中研院植微所 清大生醫工程所 



學生海外實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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澳洲海外實習 (海外築夢計劃) (201508- 1個月) 

4位同學獲得補助 

http://biology.kmu.edu.tw/front/bin/cglist.phtml?Category=73


創業課程與軟硬體完備 

  1. 創業管理學程 

     上學期:「如何創業」課程著重創業基礎與 

            性格養成 (原下學期) 

     下學期:「創業實務」著重於創業實務探討及 

     實作 (Team +業師) (開成一門課 2學分) 

  2. 完善創業園地(65坪/85萬):創業團隊進行交流、  
研發 、實作。 

  3. 創投說明會 

  4. 優惠、輔導措施 

3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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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創業」課程-課程規劃 

 
 

 

 

  

                                     

 

讓「創業種子」深植於學生未來創業活動中 

通過 創業管理學程 
與中山大學共同整合， 
使兩校學生共同參與 

3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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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期 講題內容 主講人/職稱 

09月17日 創業準備概論 鄭添祿/產學營運處處長 

09月24日 創業性格與團隊建立 陳泰谷/Gumhoo創辦人 

10月01日 創意點子發想 蘇益良/點子科技有限公司董事長 

10月08日 創意行銷術暨創業成果分享 鄭光廷/昂圖股份有限公司執行長 

10月15日 年輕創業家實務經驗分享 楊東岳/大玩創意有限公司總監 

10月22日 台灣產業型態現況及未來全球創業趨勢分析 陳一民/高雄大學教授 

10月29日 創業初期競爭策略與經貿價值鏈之定位 陳一民/高雄大學教授 

11月05日 中央與地方政府、校園創業資源介紹 李瑞煌/百禾雅有限公司總經理 

11月19日 行銷通路策略 郭冠樟/屏東商業技術學院教授 

11月26日 物流管理 郭冠樟/屏東商業技術學院教授 

12月03日 專利分析與檢索 葛介正/基律科技智財有限公司總經理 

12月10日 產品企畫與開發 陳冠年/高雄醫學大學圖書館館長 

12月17日 創業財稅規劃與資金籌措 陳燕輝/盛聯管理顧問有限公司總經理 

12月24日 創業相關法規暨消保爭議案例探討 王志中/高雄市青創協會法律顧問 

12月31日 營運計畫書撰寫概要 蔡和其/旺承科技有限公司總經理 

01月07日 營運計畫書撰寫實務 蔡和其/旺承科技有限公司總經理 

 修課人數187人，涵蓋 
15 科系 (全校21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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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生學習 
與學生事務  



服務學習 (大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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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物繪畫成果展 (大一) 
謝寶森老師指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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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生參與全國性競賽/選拔 
1. 2008年第6屆國家新創獎學生組第一名(莊國祥、鄭達駿、章雅純、盧賜
蓉、陳挺宇 )  

2. 2009/12/07~2009/12/18獲高雄市政府甄選-丹麥哥本哈根全球氣候變
遷綱要公約會議(張恩典) 

3. 劉勃佑參加2009索羅門志願服務團獲頒青輔會團體獎  

4. 劉勃佑同學參加遴選通過2011年第十屆吳大猷科學營-生態與演化-當今
議題及對人類之重要性  

5. 國科會2011年度侯鳥計畫暑期國際學生之學生學習成果口頭報告，榮獲
國科會候鳥計畫生態組第2名。 

6. 鄭添祿教授指導碩士班研究生江怡宣參加2011年台俄有機、藥物與生物
化學交流暨藥物化學研討會壁報論文競賽傑出  

7. 鄭添祿教授指導之團隊-『開發自動呈色且分子量規則之重組蛋白質標記』
榮獲第7屆戰國策全國校園創意及創業競賽~~  創業組第一名~~創作人：
高千涵、林文瑋、胡翠文、蔡亞倫 
 

 
 

 



38 

老師參與同學活動與輔導 



戰國策全國創業競賽成績斐然! 

『戰國策全國校園創意及創業競賽』是由教育部及經濟部中小
企業處指導:  去年第七屆戰國策競賽(245隊)& 今年301組團隊參與競賽。 

102.05.29經濟日報報導 

高雄醫學大學  生物醫學暨環境生物學系  

連續兩年榮獲全國創業組冠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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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學生 

畢業生 

(系友會) 

(1~14屆) 

生物系 
導師 

 系會 
定期舉辦 
系友回娘家 
職涯心得 
與規劃…… 

E-mail 

E-mail 

迎新送舊 
生物週 
體育競賽 
各式餐會…… 

學系,系會及系友會之互動融洽 

Faceboo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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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與專業表現  



生物醫學 暨  環境生物
學系  

族群分子鑑定分類 
、生態、海洋毒物 

藥學系、醫化系、天然所 

奈米分子造影 
疾病動物模式 

水圈 
國科會海洋研究中心 
海洋生物博物館… 

演化生態 
海洋生態 

水生風險評估 

陸圈 
林試所扇平工作站 
林務局  特生中心 

生態監測 
植物分類, 生物多樣性 
無線遙控環境生物監測 

醫學中心 
(高醫大/奇美醫/長庚) 

Cancer, 脊髓萎縮症 
生物資訊, 基因體,  

蛋白質體 

台大、中山、清大、
交大、中研院 

生態指標及環境
衛生監測(八八水

災地區) 

研究合作簡表 

學術單位(校外) 

學術單位(校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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整合系上老師可合作技術平台 

生物醫學領域--積極對外進行跨領域研究合作 

鄭添祿  

教授 

1.報告基因之分子造影平台 

2.可定量或定性任何聚乙二醇(polyethylene glycol,PEG)修飾分子之技術平台 

3.抗體基因選殖與人類化之技術平台: 

4.原核之重組蛋白質分泌表現與純化平台 

5.Cancer cell lines (100 cells) and Tumor Animal Model 

張學偉 

教授 

(系主任) 

1.生物資訊/基因體的軟體開發, 資料庫探勘與特徵選取分析 

2.建立天然或合成藥物的DNA修補或傷害分析平台(Comet assay) 

3.禽類(avian)快速分子性別鑑定。4.生物檢體RNA萃取。 

5.非侵入性生物檢體DNA萃取。6.物種全粒線體定序 。 7.物種分子鑑定 

譚棉心 

副教授 

1.基因表現的分析:a. RNA b. protein c. promoter  

2.細胞生理現象的分析:如脂質的堆積、葡萄糖的攝入、細胞的凋亡等 

游仲逸 

副教授 

1.脊髓肌肉萎縮症(spinal muscular atrophy)潛在藥物之篩選平台  

2.RNA干擾(RNA interference)技術平台 

李瑞年 

助理教授 

1.基因甲基化偵測技術   

2. Establish primary cell culture 

鄭智美 

副教授 

1.Anti inflammatory Drug Screening 

2.In vitro and in vivo model  

張永福 

助理教授 

1.Gene construction and overexpression  2.gene knockdown  

3.Transgenic and knockout mous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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環境生物領域--積極對外進行跨領域研究合作 

譚漢詩 
教授 

1.浮游生物 
2.海洋毒物生態 

謝寶森 
副教授 

1.動物聲音分析: 利用Avisoft-SAS Pro 聲音分析軟體進行動物聲音比較 

2.動物行為研究: 動物行為實驗設計與分析  

陳炤杰 
副教授 

1.鳥類研究（行為生態學、生態環境監測）  

2.自動錄音系統 ;  3.實驗設計與規劃 ; 4.統計分析與圖表製作  

傅耀賢 
助理教授 

1.帕金森動物模式建立與運動行為評估; 2.動物神經性發炎反應模式; 3.動物組織
暨染色切片; 4.動靜脈插管技術 ; 5.實驗鼠顱部定位手術 ; 6.大鼠半腦中風手術  

黄斌 
副教授 

1. 植物激素與光形態發生生理探討; 2. 作物抗蟲訊息傳遞蛋白之磷酸化作用分析; 3. 植物新藥之藥
理研究; 4. 血液流體力對心血管的保護機制; 5. 蛋白質體技術方法開發; 6. 重大疾病標誌分子之高流
量篩選與奈米感測器之開發 7. 蛋白質奈米螢光染劑研發; 8. 蛋白質及peptide純化濃縮管柱開發 

陳韋妤 
副教授 

1. 重金屬之淡水生物線上即時監測系統；2. 養殖藥物防治與魚類健康風險評估  

3. 環境污染物對水域生態系統與人類健康風險評估 

4. 登革熱傳輸與感染風險; 5. 養殖池生物入侵評估與控制 

趙怡珊 
助理教授 

1.植物分類; 2.植物系統演化; 3.植物生物地理;  

4.水生植物,蕨類植物; 5.食蟲植物 

蘇詠超 
助理教授 

1. 演化基因體學; 2.基因體生態學; 3.社會行為學; 4. 生物地理學;  

5.昆蟲及蛛形綱生物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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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國科會『八八水災後社區之整合性健康照護』的專題計畫之”八八水
患災害地區生態指標及環境衛生監測”(鄭添祿/程建中/謝寶森/陳炤杰/傅

耀賢) 

2. 高師大-外來入侵物種資料庫(謝寶森) 

3. 墾丁國家公園生態指標整合性監測(程建中/陳炤杰/傅耀賢/陳韋妤/譚漢詩) 

老師參與整合型計畫之現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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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中山-高醫計畫 (鄭添祿/張學偉) 

2. 環境頂尖中心計畫(張學偉/游仲逸/李瑞年/鄭智美) 

3. 衛生署-附院癌症中心-卓越癌症中心計畫 (鄭添祿/張學偉/李瑞年) 

4. 國科會--抗肺癌奈米整合研究計畫 (生物系&藥學系) 

5. 中研院--主題研究跨領域整合計畫(鄭添祿) 

人體健康 

環境健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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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謝性疾病 

鄭添祿教授   
譚棉心副教授  

病毒感染性疾病 

李景欽副教授 

李瑞年助理教授 

癌症預防與治療相關 

張學偉教授 

神經性疾病 

張永福助理教授 

 可降低高血壓之中草藥
篩選 

 可誘發紅血球生成素
(EPO)之中草藥篩選 

 可降低脂肪肝之中草藥
篩選 

 可抑制EBV病毒複製之
中草藥篩選 

 可抑制HCV病毒複製之
中草藥篩選 

 可抑制登革熱DV病毒
複製之中草藥篩選 

 可抗氧化之中草藥篩
選 

 可保護DNA損傷之中草
藥篩選 

 可損DNA (Comet assay)
之中草藥篩選 

 能使神經纖維變
長之中草藥篩選
(SMN疾病治療) 
 

利用中草藥篩選平台進行新藥物開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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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體健康 



環境健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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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系專任教師-專題計畫 

學度 

生物醫學暨環境生物學系 
(專任14人+客座1人) 

題數 金額(NTD) 

98 17 19,896,528 

99 14 14,458,877 

100 20 19,226,473 

101 13 14,178,818 

102 22 19,972,000 

103 27 28,339,107 

104 33 36,323,8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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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系專任教師--期刊論文 

年 
生物醫學暨環境生物學系 

SCI 

2009 22 

2010 20 

2011 38 

2012 36 

2013 49 

2014 46 

2015 67 

2016 73 

2017-8月為止 40 



教師研究及技轉相關獎項 

1. 傑出論文獎 IF>5.0 :鄭添祿,張學偉, 游仲逸 

2. 傑出研究計畫經費獎 :鄭添祿 

3. 傑出研究貢獻獎:鄭添祿 

4. 教學優良教師:傅耀賢,李瑞年 

5. 技術移轉績優人員:鄭添祿,張學偉 

6. 產學合作績優人員:賴辰雄 ,鄭添祿,張學偉 

7. 專利獲證:鄭添祿,張學偉,程建中 

8. 校友會優良教師論文獎:鄭添祿,張學偉 

9. 研究論文獎勵: 鄭添祿,謝寶森,張學偉,陳炤杰,鄭智美,李瑞年,張永福,  黃斌,

傅耀賢 

 

10.指導生物高中奧林匹亞競賽得獎: 謝寶森 

11.指導科學展覽競賽: 李瑞年 

12.指導教育部高中生資優生務訓練培訓計畫: 傅耀賢 

13.中華民國野鳥學會理事長:程建中 

14.代表中華民國野鳥學會參加國際信天翁及水薙鳥保育協定諮詢會議:程建中 

15.應邀參加”日本東京明治學院大學產業經濟研究所台日關係座談會”:程建中 

16.執行行政院陸委會計畫赴大陸訪問:程建中 
 

校內 

校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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鄭添祿  教授 

http://www.appledaily.com.tw/realtimenews/article/life/20140106/321105/%E5%9F%BA%E5%9B%A0%E9%87%8D%E7%B5%84%E6%8A%80%E8%A1%93%E3%80%80%E9%AB%98%E9%86%AB%E5%A4%A7%E8%AE%93%E6%A8%99%E9%9D%B6%E8%97%A5%E6%9B%B4%E5%85%B7%E6%B2%BB%E7%99%82%E5%B0%88%E4%B8%80%E6%80%A7
http://www2.kmu.edu.tw/front/bin/ptdetail.phtml?Part=kmu140107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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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規劃 
1. 系上儀器更新與維護 (100萬) 
2. 其他部分(50萬) 
包括: (1) 學業進步獎 
          (2) 國內外國際研討會部分補助 
          (3) 預研生-加碼獎勵 
          (4) 其他 

鄭添祿教授技轉金額(學系7%)約150萬/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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畢業生表現 
/未來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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專業領域 優異畢業生代表名單 

教學及 

研究 

大專教師(含助教)：陳昶瀚(高長庚副教授)、鄭琮霖(高醫助理教授)、李怡琛
(高醫助理教授)、王志煜(高醫助理教授)、林鼎宴(成大助理教授)、林宜玫(中
興助理教授)、鄭秋敏(高雄海科大助理教授)、段文宏(東華大學助理教授)、楊
昆達(慈濟助理教授)、莊國祥(北醫助理教授) 、連文慧(比利時魯汶大學助理
教授) 、歐怜怜(陽明助教)、賴曉鈴(高醫助教) 

研究人員：王愈善(新光醫院副研究員); 温政浩(食品工業研究所副研究員) 

博士後研究員：周思穎、陳昶翰、鄭大山、劉軒、王俊欽、林桂安、江貞儀、
賴皆興、高巧蓉、林以千、陳怡靜、黃彥淞、劉忠榮、洪銘隆、黃建喬、蘇
昱誠 、鄭達 駿、莊智弘  

中小學教師：杜孝珍、呂建興、李金鞠、吳玉嵐、曾現鈁、陳俊呈、李珍燕、李雅筠、洪嬡婷、

楊燕萍、王麗珍、周思妏、陳桂芳、吳思毅、陳永志、陳梅珍、謝美惠、張凌倫、張瑜棻、王志修、
黃必綺、張鎮陽、黃翠瑩、林劭陽、劉佳茵、李育榕、何品蒨、許恬吟、吳筱萍、張育榕、劉純雅、
林佳弘、劉鴻毅、洪立群、林佳儀、簡伊利、馬巧容 

臨床 

(學士後) 

醫師：羅云婷、楊白駒 、鄭曉綺、3位(2012) 、2位(2013)    獸醫師：鄭馥璇 

中醫師：廖振賢、呂春美、林奇輝、劉其峰、吳恩澤、蘇三華(2013) 

生物/ 

醫藥產業 

生物產業：張佐嘉(生物產業負責人)、林政忠(生技公司)、李振睿(生物製藥)、
馮馨慧(生技)、王俊傑(生技)、黃美雯(生技)、陳玉姍(生技)、詹彩蓮(生技)、
王希文(生技) 

醫藥產業：林宜生(藥廠)、林建明(藥廠)、柯嘉華(藥廠)、王冠霖(藥廠)、曾美
瑜(藥廠)、江旆萱(藥廠)  研究助理: 很多 

公職 陳家宏（雪霸國家公園）、林儷曄(雲林縣衛生所)、潘炫璋(墾丁國家公園)、基隆海關 

其它 徐嘉源(補教界負責人)、謝卓群(金融資訊)、沈德政(金融資訊)、陳淑娟(金融) 

畢業生-職業概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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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畢業生在業界的卓越表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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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雄市綠色工坊負責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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畢業生可能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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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公私立大學研究所(就學) 
2. 警察大學鑑識科學所 
3. 教師(小學、中學、高中、  
              大學、補教業) 

4. 學士後醫 
5. 學士後中醫 

6. 高普考 (如生物技術、保育生態…)   
                  [公務員] 
7. 國家公園生態解說員[公務員] 
8. 國家證照 (如毒物、食品安全、農業等) 
9. 生物科技專利工程師&專利法律師 

10. 生物科技藥廠產業界(sales,  
              specialist, researcher) 
11. 研究助理 
12. 環境評估公司調查員 

13. 生態工作坊 

14. 法國藍帶廚師 

16. 其他 (金融,保 
                 險,企管…) 

15. 出國留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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謝謝聆聽 ! 聯絡我們 
 系主任 張學偉 教授 

 3121101-2691 

 行政人員 谷芸菲 

 3121101-2147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