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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摘要 
 

中國醫藥大學暨附設醫院近年來的大幅進步，是國內教育與醫學界有目共睹的，目前

已是中部地區最好的醫學大學與醫學中心。本校附設醫院放射線部、核子醫學科及放射

腫瘤科擁有許多精密的儀器設備，可進行各種精密的檢查。更重要的是具備一批高水準

而熱誠的放射科醫師及技術師，與本系基礎教師提供全方位互補的配合，共同給予本系

學生最佳的教學品質及學習資源。 

本系將陸續聘請更多優秀的師資，持續改善教學品質，並利用附設醫院雄厚的硬體設

備資源，進行各種相關的醫學研究，以期學校及醫院相輔相成，共同卓越成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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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導論 

一、 放射技術學系之歷史沿革 
民國四十七年，由一群熱愛傳統中國醫學的人士發起，於台中市成立中國醫藥學院，

創校理念是「致力醫學教育的改革、提昇教學品質、創造好的學習環境、培養傑出醫學

人才、提高整體學術形象及地位，建立一個中西整合、優異而有績效的中國醫療體系」。

民國九十二年八月本校已由「中國醫藥學院」改名為「中國醫藥大學」。 

本校是以醫學教學為主題，早年為中國醫藥學院，以中醫及西醫教學為雙主軸，輔以

藥學為佐。本校目前有六學院，分別為醫學院，中醫學院，藥學院，公共衛生學院，健

康照護學院，生命科學院等。本系現屬於健康照護學院。 

本系的設立宗旨在培養放射技術人才，完善本校教學體系，為醫療系統提供放射科學

的人才來源。但放射學科乃跨領域之學門，又本校並無理工學院，因此本系召募之師資

中有數位具有工程背景，對於本系的發展有相輔相成的加成作用，符合本校的創校理念

及校務發展目標。 

本系初成立於民國九十二年八月，目前僅有大學部設立，以「因應醫療產業之發展趨

勢，培養放射技術人才」為教育宗旨。本系在教學方面已訂定八大教育目標：「基礎醫

學」、「醫學物理學與輻射安全」、「放射線器材學」、「放射線診斷原理與技術學」、

「放射線治療原理與技術學」、「核子醫學診療原理與技術學」、「醫學工程」及「人

文素養，團隊合作，終身學習」，讓基礎理論有縱向銜接。 

 

二、現況概述 
2-1 本系之組織及系務運作 
本系之組成係依據系組織章程，設有系主任一人，總管系務行政之運作。為使整體系

務能夠正常且有效運作，乃依據本系組織章程，分別設立了「系務委員會」、「系教師

評審委員會」、「系課程委員會」及其他多項委員會。 

 

2-2 發展方向 
放射技術學系 97 學年度教師現有專任 16 人，兼任 16 人：專任教師包括教授 2 人、副

教授 2 人、助理教授 5 人，講師 7 人，兼任教授 1 人，兼任副教授 4 人，兼任講師 11 人。

本系專兼任教師，均畢業於國內外知名大學，擁有豐富的專業素養及實務經驗，可發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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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師教學、研究與輔導之作用。本系每年招收 50 名新生，新生報到率由 95 學年度(註冊

數 44 人/分發數 50 人)的 88%，大幅提升至 96 學年度(註冊數 49 人/分發數 51 人)的 96.1%

及 97 學年度(註冊數 49 人/分發數 51 人)的 96.1%。學生總人數於 95 學年度、96 學年度、

97（上）學年度分別為 171、184 及 204 人。生師比於 95、96、97 學年度則分別為 22.8、

20.4 及 12.55。 

放射技術學系能自行支配之空間約有752.8平方公尺，主要有三部份，一辦公室位於安

康大樓三樓，有7間基礎教師研究室(約103.45平方公尺)，二是位於柳川教學大樓二樓的

醫學影像實驗室(含X光室、CR系統及其操作室，共計約29.15平方公尺)與電子學實驗室

(約70.2平方公尺)，三是第二醫療大樓地下二樓的系辦公室、放射化學實驗室、輻射度量

實驗室、分子醫學影像實驗室 (約550平方公尺)。 

綜合校內外之現況及未來趨勢，本系未來重點發展方向，包括： 

1. 續聘專業專任師資。 

2. 充實本系可使用空間。 

3. 完成教育部評鑑相關作業。 

4. 成立放射相關研究所。 

5. 持續提升畢業生就業及升學競爭力。  

2-3 系學會及系友會組織 
   學生活動是系上凝聚同學向心力的重要工作之一，目前學生活動由系學會負責統籌

舉辦，由系上系主任擔任指導老師，主要輔導學生課外活動、社團及校內學術交流活動。

系學會設會長一名，系會長與副會長於每學年由全系學生經由公平的投票制度（系員大

會）選出，任期一年，系學會幹部由會長尋求適合人選，協助系學會各項工作及活動的

推行。 

  本系於 95 學年度已有第一屆畢業生，為加強放射系歷屆畢業生與系上學生互動，並使

系上學生能瞭解未來工作出路及發展方向，第一屆畢業生已成立放射系系友會，目前系

友會正處於發展初期，陸續將展開聯絡系友回娘家等活動以健全校友會組織。 

2-4 聯絡資訊 
放射技術學系聯絡人：王毓萍小姐，aca26@mail.cmu.edu.tw 

    聯絡電話：(04)2205-2121 分機 2491、2490 

    傳真電話：(04)2207-5580 

    聯絡地址：40412 台中市北區學士路 91 號 中國醫藥大學 放射技術學系 

 

mailto:aca26@mail.cmu.edu.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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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準備自我評鑑過程(表 0-1) 

  

表 0-1 中國醫藥大學系所評鑑流程表 

 
 秘書室召開          成立評鑑           系務會議通過自         評鑑相關 

   評鑑說明會          工作小組           我評鑑實施要點         作業準備 

 
               高教評鑑            自評缺失修正         自我評鑑 

                      中心評鑑 

˙評鑑--歷程大事記˙ 

日期 參與人員 活動及進度 

第一次系所模擬自我評鑑：96 年 6 月 25 日 

96 年 3 月 
系所各主管 

(陳悅生 主任) 

活動：第一次系所評鑑實施說明會 

進度：獲知評鑑時段及評鑑作業內容 

96 年 4 月 
系所各行政人員 

(施瑞美 小姐) 

活動：第二次實施計畫討論會議 

進度：討論評鑑相關作業內容 

活動：成立自我評鑑工作小組 

進度：確立評鑑工作小組各項目負責人及成

員 

活動：第一次系所自我評鑑工作小組會議 

進度：討論系所評鑑報告撰寫內文 

96 年 5 月 

主席：陳悅生 主任 

成員：施子卿、何永仁、 

程大川、孫盛生、蔡伯邦 

楊世能、施瑞美 
活動：第二次系所自我評鑑工作小組會議 

進度：討論系所評鑑報告撰寫內文 

活動：第三次系所自我評鑑 

工作小組會議 

進度：討論系所評鑑報告撰寫內文 
96 年 6 月 

主席：陳悅生 主任 

成員：何永仁、施子卿、 

程大川、孫盛生、楊世能、 

蔡伯邦、施瑞美 

活動：第四次系所自我評鑑 

工作小組會議 

進度：討論系所評鑑校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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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次模擬系所自我評鑑：97 年 6 月 19 日 

97 年 3 月 
系所各主管 

(陳悅生 主任) 

活動：第一次系所評鑑實施說明會 

進度：獲知評鑑時段及評鑑作業內容 

97 年 4 月 
系所各行政人員 

（王毓萍 小姐） 

活動：第二次實施計畫討論會議 

進度：討論評鑑相關作業內容 

活動：成立自我評鑑工作小組 

進度：確定評鑑工作小組各項目負責人及成

員 

活動：第一次系所自我評鑑工作小組會議 

進度：討論系所評鑑報告撰寫內文 

97 年 5 月 

主席：陳悅生 主任 

成員：施子卿、劉靖、程大川、

黃宗祺、許世明、王毓萍

活動：第二次系所自我評鑑工作小組會議 

進度：討論系所評鑑報告撰寫內文 

97 年 6 月 

主席：陳悅生 主任 

成員：施子卿、劉靖、程大川、

黃宗祺、許世明、王毓萍

活動：第三次系所自我評鑑工作小組會議 

進度：檢討系所評鑑報告撰寫內文 

正式系所自我評鑑：97 年 10 月 16 日 

97.08.06 全校系所評鑑相關人員 

活動：系所評鑑研討會  

內容：亞大經驗分享、評鑑流程與專員之職

責  

97.08.07 

主席：陳悅生 主任 

成員：本系專任教師、 

(學生、校友、業界)代表 

活動：系務暨評鑑會議 

內容：系務暨評鑑前需配合之事項 

       討論評鑑項目一 

學生及校友代表： 

黃乙哲（MRT-01，本校臨醫所研二學生）、

陳怡珊及郭韋廷（MRT-02，本校臨醫所之

研一學生） 

業界代表-梁基安（中國附醫腫瘤治療科主

任） 

97.08.12~15 
全校系所評鑑相關人員暨 

評鑑項目撰寫負責人 

活動： 評鑑項目撰寫檢討會 

內容： 討論評鑑相關作業內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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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7.08.14 

主席：陳悅生 主任 

成員：姚俊旭、劉靖、程大川、

黃宗祺、許世明 

(系學會、學生、校友)代表

活動：本系定期評鑑會議 

內容：討論評鑑項目二 

97.08.20 全校系所評鑑相關人員 
活動：中興大學系所評鑑分享 

內容：分享討論評鑑相關作業內容 

97.08.21 

主席：陳悅生 主任 

成員：姚俊旭、劉靖、程大川、

黃宗祺、許世明 

(系學會、學生、校友)代表

活動：本系定期評鑑會議 

內容：討論評鑑相關作業內容 

      討論評鑑項目三 

97.08.16~22 全校系所評鑑相關人員 
活動：系所評鑑項目撰寫觀摩會 

內容：檢討系所評鑑相關之佐證資料 

97.08.25 全校系所評鑑之行政秘書 
活動：系所評鑑行政秘書會議 

內容：討論系所評鑑行政秘書之職責 

97.08.28 

主席：陳悅生 主任 

成員：本系專任教師、(系學

會、學生、校友、業界)代表 

活動：系務暨評鑑會議 

內容：討論評鑑相關作業內容 

       討論評鑑項目四 

97.09.04 

活動：本系定期評鑑會議 

內容：討論評鑑相關作業內容 

       討論評鑑項目五 

97.09.11 
活動：本系定期評鑑會議 

內容：討論評鑑準備作業內容 

97.09.18 

主席：陳悅生 主任 

成員：姚俊旭、劉靖、程大川、

黃宗祺、許世明 

(系學會、學生、校友)代表
活動：本系定期評鑑會議 

內容：討論評鑑準備作業內容 

97.10.6 
全系專任教師 

及(系學會、學生、校友)代表

活動：自評最後之評鑑會議 

內容：討論評鑑作業流程及注意事項 

評鑑中心正式評鑑：98 年 5 月 11~12 日 

97.10.29 

主席：陳悅生 主任 

成員：姚俊旭、劉靖、程大川、

黃宗祺、許世明 

活動：自我評鑑結果檢討會議  

內容：針對評鑑委員提出之評鑑缺失提出反

省及確實改進之辦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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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生、校友)代表  

97.12.09 

主席：陳悅生 主任 

成員：姚俊旭、劉靖、程大川、

黃宗祺、許世明 

活動：自我評鑑結果檢討會議  

內容：針對評鑑委員提出之評鑑缺失檢討改

進之進度報告 Ι； 

開始補充 971 之資料 

97.12.09 

主席：陳悅生 主任 

成員：姚俊旭、劉靖、程大川、

黃宗祺、許世明 

活動：自我評鑑結果檢討會議  

內容：針對評鑑委員提出之評鑑缺失檢討改

進之進度報告Ⅱ； 

繼續補充 971 之資料 

97.12.31 

主席：陳悅生 主任 

成員：姚俊旭、劉靖、程大川、

黃宗祺、許世明 

(學生、校友)代表 

活動：自我評鑑結果檢討會議  

內容：針對評鑑委員提出之評鑑缺失檢討改

進之進度報告Ⅲ； 

繼續補充 971 之資料 

97.12.25 全校系所評鑑相關人員 

活動：教學基本資料填報說明會  

內容：評鑑中心說明教學基本資料填報的原

則 

98.02.09 

主席：陳悅生 主任 

成員：姚俊旭、劉靖、程大川、

黃宗祺、許世明 

活動：評鑑報告書進度會議  

內容：共同檢視更新整合過之評鑑報告書，

務求正確及一致性 

繼續補充 971 之資料 

98.02.11 
主席：陳悅生 主任 

成員：本系所有專任教師  

活動：系務暨評鑑會議 

內容：本系專任教師配合"評鑑計畫書"及"

自我評鑑結果檢討報告"之重要注意

事項!! 

98.02.23 全校系所評鑑相關人員 
活動：系所評鑑量化資料說明會 

內容：各系所評鑑量化資料全數處理完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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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準備階段】 

 

時間 工作項目 執行內容 執行人/單位 

<  95 學年度 > 

整理各系所以及各 

處事應行準備資料項目

依據三年期系所評鑑項目及內

容辦理 
教務處 

系所應設置要點 

1.召開系所內部評鑑會議 

2.協調各處室於 95 學年度盡早 

召開相關會議，已完成各系所 

相關要點之法律程序 

96 年 4 月 

各處協助提供系所必要

資料 

1.依據各處事應協助提供資料項 

目一覽表辦理 

2.系所檢視相關資料是否完備 

1.各系所 

2.教務處 

96 年 5 月 成立系所自評委員會 

1.各系所提報校內外委員 3-5 人 

組成 

2.由院長呈請校長發送聘書 

3.編列自評委員相關酬勞、車馬 

費、接送、出席費等事項 

1.各系所 

2.院長 

<  96 學年度 > 

整理各系所以及各 

處事應行準備資料 

項目 

依據 95、96 學年系所評鑑項目

及內容辦理 
教務處 

系所應設置要點 

1.召開系所內部評鑑會議 

2.協調各處室於 96 學年度盡早 

召開相關會議，已完成各系所 

相關要點之法律程序 

97 年 4 月 

各處協助提供系所必要

資料 

1.依據各處事應協助提供資料項 

目一覽表辦理 

2.系所檢視相關資料是否完備 

1.各系所 

2.教務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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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7 年 5 月 成立系所自評委員會 

1.各系所自學院提供之校內委員

名單中圈選 2 位後提報給學院 

2.編列自評過程相關費用 

1.各系所 

2.院長 

97 年 6 月 
評鑑報告書及完成相關

附件 

由系所主管發出邀請函邀請評鑑

委員 
各系所 

<  97 學年度 > 

97 年 8 月 

整理各系所以及各 

處室應行準備資料 

項目 

依據 95、96、97 學年系所評鑑

項目及內容辦理 
教學卓越計

畫辦公室 

97 年 8 月 

1.召開系所內部評鑑會議 

2.協調各處室於 96 學年度盡早 

召開相關會議，提供及觀摩各

校之評鑑經驗  

1.各系所 

2.教學卓越計

畫辦公室 

97 年 8 月 1.依據各處事應協助提供資料項 

目檢視調整各項目撰寫內容 

2.系所檢視佐證資料是否完備 

1.各系所 

2.院長 

3.教學卓越計

畫辦公室 

97 年 9 月 

各單位協助提供系所必

要資料 

1.舉辦及檢討院及校的佐證資料

觀摩會 

2.準備院摩擬自評 

1.各系所 

2.院長 

97 年 10 月 
評鑑報告書及佐證資料

之完成 

由系所主管發出邀請函邀請校內

及校外的評鑑委員 

各系所 

校外評鑑委

員名單： 

趙垂勲委員 

丁慧枝委員 

李俊信委員 

97 年 10 月

至 12 月 

自我評鑑結果檢討及缺

失之修正 

1.經由系、院、校，提出不同層

級需改進之缺失。務求確實改

進。 

2 教學基本資料填報說明會：評

鑑中心說明教學基本資料填報

全校系所評

鑑相關人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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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原則 

1~2 月 

1. 各單位協助提供系所

必要資料 

2.評鑑報告書定稿 

3.全校評鑑量化資料更

新完畢 

1.校的評鑑委員協助交叉檢視各

系所報告書的進度及修訂的正

確性 

2.準備上傳及繳交書面計畫書 

 

全校系所評

鑑相關人員 

 



 
參、自我評鑑之結果 

 
零、 放射技術學系正式自我評鑑檢討報告 

 

壹、目標、特色與自我改善 系所檢討與改進之現況 

一、本系為新成立六年之新系， 

課程規劃為基礎科學與專業臨 

床課程並重，應以教師專業背景 

規劃本系特色教學之方案與目 

標。本系已強化師資陣容（目前 

專任基礎師資只有 7 名，含出國 

進修 1 名，請逐年改善以提升教 

學品質。） 
 

本系課程依教師之專長領域規劃有「放射科學」和「醫學工程」重點發展方向(請參見下表)，並配合
學校之發展政策，增設跨領域專業學程，例如生物醫學工程學程，鼓勵學生多元化專長學習。本系教
師除秉持教學認真負責之優良傳統之外，更積極發展研究學群整合團隊，提昇學術研發能力，以積極
邁向學術國際化之目標前進。 
 

姓名 職稱 最高學歷 研究領域及專長 授課課程 

陳悅生
專任 

教授 

美國愛荷華州立大

學醫學工程博士 
醫學工程 

臨床工程學、專題研究、專題報

告 

姚俊旭
專任 

教授 

中原大學 

化學系博士 
醫學工程 

放射診斷器材學、生物醫學工程

概論 

劉靖 
專任 

副教授 

國立中興大學 

物理研究所博士 

非線性物理、 統計

物理、原子物理 

普通物理學、電磁學、近代物理

學 



 - 16 - 

施子卿
專任 

副教授 

大同大學 

機械工程博士 

生醫熱傳、 

熱治療、超音波 

程式語言、臨床工程學概論、放

射治療儀器學、超音波學、高溫

腫瘤熱治療學、治療用超音波學

專論 

何永仁
專任 

助理教授

國防醫學院 

醫學系學士 
放射治療 

放射科學與技術概論、放射切面

解剖學、臨床醫學概論、特殊攝

影技術學、放射診斷學、電腦斷

層學、放射學專論 

程大川
專任 

助理教授

國立成功大學 

醫學工程博士 

醫學影像、 

模式識別 

醫學影像處理、醫學影像處理實

驗、醫用電子學、醫用電子學實

驗、模式識別、模式識別實驗 

黃宗祺
專任 

助理教授

美國德州西南醫學

中心博士 
放射治療 

放射物理學、放射物理學實驗、

輻射安全學 

許世明
專任 

助理教授

國立陽明大學 

生醫影像暨放射科

學系博士 

輻射度量、 

放射物理 

放射物理學、保健物理學  

 

謝佳宏

專任 

助理教授

(合聘) 

國立陽明大學/ 

生醫影像暨放射科

學系博士 

分子基因影像及治

療、放射化學 

分子影像、分子醫學、腫瘤生物

學、分子細胞生物學、放射生物

學、放射腫瘤學、核子醫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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孫盛生 專任講師
中國醫藥大學 

醫學系學士 

核子醫學、 

正子掃描 
臨床核醫技術學、書報討論 

蔡伯邦 專任講師
國立陽明大學 

醫學系學士 

特殊攝影技術學、

臨床醫學概論 
放射線學概論、 放射線學 

楊世能 專任講師
中山醫學大醫 

學系學士 
頭頸部放射線治療

臨床醫學概論、放射診斷學 

楊明祥 專任講師
中山醫學大學 

醫學碩士 

介入性神經放射線

學、 

神經放射線學 

臨床醫學概論、放射診斷學 

劉峻成 專任講師
中國醫藥學院 

中醫學士 
胸腔放射 

臨床醫學概論、放射診斷學 

林維卿 專任講師
中國醫藥學院 

醫學士 

腹部影像、特殊及

介入性放射 

臨床醫學概論、放射診斷學 

林昭君 專任講師
高雄醫學大學 

醫學士 
腦部功能磁振造影

臨床醫學概論、放射診斷學 

 
 

二、校方訂有鼓勵教師研究辦法應可

提升教師研究成果，基礎師資可再增

聘 1~2 名。 

除了維持目前 7 位基礎師資外，本系正對外徵求另一名基礎師資，專長為核醫藥物，希望在短期內能
完成聘任，以增強師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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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請加強各系有空間資源間之聯繫

及協調，務必使同學知道各空間之用

途。 

學生藉由參與不同專長領域教師進行專題研究及上課，因身在本系或他系不同性質實驗室進行實際的
操作及教學，故可協助同學們理解各系空間資源間之聯繫及協調。 
舉例說明如下： 

９６（２）放射技術學系專題研究（大學部） 

指導教授
學生學

號 學生姓名 系所年級 實驗室地點 使用之實驗室

江志明 9417041 江建儀 放射系三年級 台中榮總醫院 放射線部 
9517015 廖綺柔 放射系二年級

9517023 張雅涵 放射系二年級

9517039 莊佩娟 放射系二年級
何永仁

9517501 黃紉翠 放射系二年級

中國醫藥大學 
附設醫院 

立夫醫療大樓 3 樓

放射線部 

9517606 江汶馨 放射系二年級
許世明

9517605 曾伊君 放射系二年級

中國醫藥大學 
附設醫院 

第 2 醫療大樓 B2

放射系 
輻射度量 
實驗室 

陳東明 9417040 張瓏騰 放射系三年級

中國醫藥大學 
附設醫院 

立夫醫療大樓 3 樓

放射線部 

9417033 許詠傑 放射系三年級

9417037 林慧如 放射系三年級

9517003 張婉柔 放射系二年級

9517012 楊雅倫 放射系二年級

9517014 趙婕諭 放射系二年級

9517016 林惠婷 放射系二年級

9517017 施涵倪 放射系二年級

謝佳宏

9517024 蔡岡琁 放射系二年級

中國醫藥大學 
附設醫院 
癌症中心 
七樓 

基礎醫學研究

所之共同實驗

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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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517801 張慕白 放射系二年級

9417022 劉雅婷 放射系三年級
謝長奇

9417501 鄧穎 放射系三年級

醫學院大樓 
5 樓 

醫學系 
生化實驗室

洪明澤 9417405 鄒孟君 放射系三年級

中國醫藥大學 
附設醫院 

新急診大樓 B1 
放射線部 

９７（１）放射技術學系專題研究（大學部） 

指導教授
學生學

號 學生姓名 系所年級 實驗室地點 使用之實驗室 

9517015 廖綺柔 放射系三年級

9617021 陳泯妤 放射系二年級

9617403 鄭聿航 放射系二年級
姚俊旭

9617406 魯佩萱 放射系二年級

立夫教學大

樓 
十三樓 

中醫所 
智慧醫材與 

釋放控制研究室 

9517039 莊佩娟 放射系三年級

何永仁
9517501 黃紉翠 放射系三年級

中國醫藥大

學 
附設醫院

立夫醫療大

樓 3 樓 

放射線部 

9517606 江汶馨 放射系三年級

9517605 曾伊君 放射系三年級

9517602 吳沁璇 放射系三年級

9517604 柳宗輝 放射系三年級

9617003 林憶婷 放射系二年級

9617026 林依菱 放射系二年級

9617408 林純宜 放射系二年級

許世明

9617409 藍晧亭 放射系二年級

中國醫藥大

學 
附設醫院

第 2 醫療大

樓 B2 

放射系 
輻射度量實驗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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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617604 蘇彥嘉 放射系二年級

9617024 陳詩婷 放射系二年級

9617027 林育羚 放射系二年級

9617039 游雅翔 放射系二年級

9617401 楊雅婷 放射系二年級

9617402 趙怡萍 放射系二年級

陳悅生

9617025 詹子佳 放射系二年級

立夫教學大

樓 
十三樓 

 

中醫所 
生醫材料研究室 

9517013 劉曜端 放射系二年級
林雪淳

9517032 林仰賢 放射系二年級

立夫教學大

樓 
十三樓 

風管系 
林雪純研究室 

林維卿 9517019 林政儒 放射系二年級

中國醫藥大

學 
附設醫院

立夫醫療大

樓 3 樓 

放射線部 

９７（１）放射技術學系（大學部） 

課程名稱
上課教

師 學生姓名 系所年級 實驗室地點 使用之教室及單位 

醫學影像

處理實驗

(一) 
程大川 全班同學 放射系二年甲班

立夫教學

大樓十三樓

醫管系 
電腦教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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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教育目標不需過於著重於「專業

教學」，可依照教師背景，系與臨

床資源特色，多建立跨領域學

程，提供學生多元選讀。 

已於 98 年 2 月 2 日召開生物醫學工程學程成立會議，會中決議將結合本校放射技術系、運動醫學系、
物理治療系、牙醫系、中醫系及生物科技系生物醫學工程相關師資教學與研究資源，於 98 學年度正式
成立生物醫學工程學程。希望藉由該學程的成立，提供本系學生除了學習放射科學專業知識外，同時
也能獲得生物醫學工程的課程訓練，期待本系學生在畢業的同時具備更多元及跨學門的專業能力。 

五、貴系訂有八大教育目標，容 
易渾淆，建議應改為「教學」八大目
標。教育宗旨略顯冗長，不易記憶，
建議再給予精簡。並且應不時加以檢
討，建立師生良好之溝通與互動。 
 

本系之設立宗旨、教育目標及核心能力已經由系務會議討論後修改如下： 
 

設立宗旨 教育目標 核心能力 核心課程 

1.基礎醫學 解剖學、生理學、病理學 

2.醫學物理學與輻射安全 

基礎放射物理學、放射診斷物理
學、放射治療物理學、超音波及
磁共振物理學、輻射劑量與度
量、輻射防護技術 

3.放射線器材學 
X 光及電腦斷層、超音波、磁振
學、放射線治療儀器、核子醫學
儀器 

4.放射線診斷原理與技術學 
一般攝影及特殊攝影、 
X 光電腦斷層掃描、磁振造影、
超音波掃描 

5.放射線治療原理與技術學 
放射生物學、遠隔治療技術、模
擬攝影及模具製作 

6.核子醫學診療原理與技術學 
核子醫學物理學、SPECT， 
PET、放射性免疫分析技術、核
醫治療技術 

7.醫學工程 
數位醫學影像處理、醫學影像分
析、模式識別、電子學、生醫訊
號處理 

培植放射線
診斷、放射線
治療、核子醫
學、放射線輻
射安全與醫
學影像的專
業人才。 

培養放射技
術，醫學工
程，人文素
養的專業人
才。 
 

8.人文素養，團隊合作，終身學習 人文素養，團隊合作，終身學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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六、系之資源空間散置，宜改善。 
本系已整合安康大樓與柳川大樓教學資源，將於 98 年 4 月遷移基礎教師研究室、醫影照射實驗室、醫
電實驗室及系辦公室至癌症大樓 6 樓，以符合正式自我評鑑建議「教室與研究室太過分散」及「實驗
室空間太小」之缺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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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課 程 設 計 與 教 師 教 學 系所檢討與改進之現況 

一、可增聘有輻射生物、放射藥物、
放射化學之專任師資。 

除了維持目前 7 位基礎師資外，本系正對外徵求另一名基礎師資，專長為核醫藥物，希望在短期內能
完成聘任，以增強師資。 

二、X 光實驗室空間太小，X 光機器
不能實際操作。 

本系已整合安康大樓與柳川大樓教學資源，將於 98 年 2 月遷移基礎教師研究室、醫影照射實驗室、醫
電實驗室及系辦公室至癌症大樓 6 樓，以符合正式自我評鑑建議「教室與研究室太過分散」及「實驗
室空間太小」之缺失。屆時將有足夠空間提供學生學習 X 光機的操作，並可藉由假體模擬照射並利用
CR 系統來擷取影像。 

三、解剖學可否獨立開班 
（醫放系之解剖專業與其他學系合
開）。 

已協調本校醫學系解剖小組，將於 98 學年度提供本系獨立開班之教學資源。 

四、可增加教師研究設備與空間。 本系將於 98 年 4 月遷移至癌症大樓 6 樓，屆時將有足夠空間提供教師研究及學生學習使用。 

五、請調整各師資授課時間，儘量均
質之。 

本系教師中僅有陳悅生教授因身兼行政職務而導致學分數過高的問題，其他教師的授課學分均符合教
育部相關規定。陳悅生教授已逐步委請其他教師分攤學分，期待達到師資授課時間均質化的建議。 

六、研究生專題生到老師研究室討論
研究進度，及實際檢視學習進度
時，缺專用教室，只能在教師自
己研究室內進行，並不方便，建
議 K322 教室改為放射技術學系 
專用研究生及專題生學習教室。

本系將於 98 年 4 月遷移至癌症大樓 6 樓，屆時將有足夠空間提供教師研究及學生學習使用。 

七、學生在外院實習之週數有 24 週、
26 週不等，與在本校附設醫院 31 週
要求有所差異，建議能與實習醫院溝
通，減少歧異。 

各醫院實習週數的規定由於實際需求的不同，決定權仍在各醫院。本系將盡力與各醫院協調溝通，以
期減少歧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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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專任教師專長分佈於各專業領 
域，仍不是非常理想，例如：磁振學、
放射診斷技術學，仍仰賴醫院非教職
放射師或兼任教師擔任。 

 
本系已於 97 年 11 月 4 日，97 學年度放射技術學系第 2 次系課程會議通過，自 98 學年度起變更為本
系專任教師授課名單如下。 
 

課程名稱 原開課
教師 

變更 
開課教師 

必選
修 

開課
學期 學分 備註 

陳東明 何永仁 必修 3 上 2 自 98 學年度入學生起
放射診斷技術學 

陳東明 何永仁 必修 3 下 2 自 98 學年度入學生起

磁振造影技術學 江志明 陳享民 必修 3 上 2 自 98 學年度入學生起
 

九、專任教師之教學參預度不均，少
數臨床專業教師之授課時數太低，是
否依系所需求略作調整。部分臨床教
師上課時數過少，應加以改善，以符
合專任教師之要求。 

由於本校附設醫院針對本系臨床專業教師之授課時數認定有稍許誤差，經查證後本系臨床教師的授課
學分數請見下表。 

姓名 
實際

授課

時數

指導研

究生時

數 

指導大

學生時

數 

臨床教

師時數 
授課時

數 

採計

行政

時數

採計

主管

時數

新進

教師

時數

研究

計畫

時數

學分數

加總 

何永仁 1.19 1.5 0.4 15.5 18.59         18.59
林昭君       2.78 2.78     2   4.78
林維卿 0.38   0.2 15.5 16.08     2   18.08
孫盛生       6.25 6.25         6.25
劉峻成       2.21 2.21         2.21
楊世能 0.2     13.5 13.7         13.7
楊明祥 0.38     2.94 3.32         3.32
蔡伯邦 0.84     11.38 12.22         12.22 

十、貴系與附屬醫院互動良好，臨床

教學與實習成效良好；應可在既有的

本系臨床與基礎研究合作在過去幾年中已逐步進步中，計畫主持人及研究題目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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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礎上力求進步，尤其多加強臨床與

基礎合作等研究，爭取更佳的成績。
基礎老師 合作研究題目 臨床醫師 

陳悅生 冷凍乾燥法製造綠梔子交聯明膠之多孔降
解性神經導管之適用性與應用評估 

沈戊忠 
(放射線部) 

陳悅生 不同交聯度之降解性神經管對再生神經功
能恢復影響之評估 

沈戊忠 
(放射線部) 

陳悅生 電針刺激之頻率與電流大小對週邊神經之
影響 

李漢忠 
(神經外科) 

陳悅生 內填白芨膠之矽膠管對大鼠坐骨神經再生
之影響 

呂明進 
(中醫部) 

姚俊旭 玻尿酸於退化性關節炎之治療應用與評估
黃鐙樂 

(骨科部) 

施子卿 耦合週期性脈動血流和組織熱鬆弛時間常
數對聚焦型超音波熱手術之影響 

何永仁 
(放射線部) 

施子卿 肝腫瘤射頻電燒手術時血流對熱燒灼區之
研究 

何永仁 
(放射線部) 

施子卿 熱治療時週期性脈動血流之影響 何永仁 
(放射線部) 

施子卿 高強度聚焦超音波加熱腫瘤周圍之可行性
研究 

何永仁 
(放射線部) 

施子卿 無線電頻電燒熱手術之生醫熱傳分析研究
何永仁 

(放射線部) 

施子卿 生醫熱傳方程式耦合邊界加熱之研究 何永仁 
(放射線部) 

施子卿 利用流體力學原理來比較氣管阻塞病患於
置放氣管支架前後之氣流之改變 

涂智彥 
(胸腔內科) 

施子卿 熱治療時，皮膚表面上週期性加熱之數值
模擬研究 

何永仁 
(放射線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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施子卿 熱治療時，邊界加熱對熱劑量分佈之影響
何永仁 

(放射線部) 

程大川 利用動態 B-MODE 超音波影像量測頸動脈

血管壁的彈性 
劉崇祥 

(神經內科) 

程大川 乳癌數位化 X 光攝影之電腦輔助診斷系統
沈戊忠 蔡伯邦

(放射線部) 

程大川 利用三維重組電腦 
斷層影像作為中耳及內耳術前評估 

羅于倩 
(放射線部) 

程大川 大腸鏡影像大腸息肉之自動偵測 丁文謙 
(大腸直腸外科)

許世明 放射治療使用正子斷層影像腫瘤位置標定

之研究 
梁基安 

(放射腫瘤科) 

許世明 近接放射治療輻射劑量分布 梁基安 游浚彥

(放射腫瘤科) 

許世明 位移與影像導引品質關係之研究 梁基安 游浚彥

(放射腫瘤科) 

黃宗祺 綜合式放射治療計畫之劑量分析 梁基安 游浚彥

(放射腫瘤科)  
十一、可在建立專題討論與研究等課

程，避免太職業導向，教學技職化。
本系已開設專題研究及專題討論等課程，提供學生學習放射科學與生物醫學工程相關研究設計。 

十二、系上師資以理工居多，多位具

有醫工背景，建議日後能增聘(分子)
生物，核醫藥物，影像等專長教師，

以符貴系改名「生物醫學影像」之未

來發展方向。 

已合聘基礎醫學研究所謝佳宏助理教授負責本系放射化學、輻射生物及分子醫學影像課程，而本系也
正對外徵求另一名基礎師資，專長為核醫藥物，希望在短期內能完成聘任，以增強師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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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一、 教師尚未建有獨立之研究空

間，可再加以規劃與改善。 本系將於 98 年 2 月遷移至癌症大樓 6 樓，屆時將有足夠空間提供教師研究及學生學習使用。 

十二、 現有教學空間分散於各區，

在管理與資源應用需多加注意(尤其

是對貴重設備，師生安全之管理應特

加注意。 

本校第二醫療大樓地下二樓為本系輻射度量實驗室、分子醫學影像實驗室及放射化學實驗室之所在

地。本系已在該處加裝 3 部監視器及更換多段式門鎖，亦已掌握升降梯之管控，並請環安室 

裝設安全器材櫃，附醫安檢室也會定時巡邏關切；實驗室門邊也有指示安全燈，並有消防栓 

等安全設施。也委請每間實驗室負責老師規定學生使用各儀器設備時，必須填報實驗室儀器使用狀況 

登記表。 

十三、 實驗設備應逐年擴充，實驗

教學應備有課程內容與手冊，也應注

意實驗與臨床之間的關連性。 

在本校大力支持下，本系已陸續設立五間實驗室，分別是輻射度量實驗室、分子醫學影像實驗室、放

射化學實驗室、電子學實驗室與醫學影像照射實驗室。這些教學實驗室，除了提供系內教學使用外，

也可供本系學生於課餘課業輔導使用。為了落實各專業課程教學內容，本系已陸續增購醫 

學影像、放射化學、放射物理及輻射度量實驗等相關教學設備，設備清冊請參見相關佐證資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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參、學 生 學 習 與 學 生 事 務 系所檢討與改進之現況 

一、同學對輔系／雙主修的制度不熟

悉；宜加強同學對輔系／雙主修等適

性學習及第二專長培養觀念。 

本校已於 97 年 12/25、12/26、12/29 分別舉辦學分學程、課程輔導說明會。本系亦於 98.02.19 舉辦學分
學程及課程輔導說明會來導引各位同學適性學習及第二專長培養觀念。 

二、已有同學出國研習，增加國際曝

露機會，但在校園內的國際事務未能

表現出。 

本系系學會已成立「小月亮」志工，協助系上國際學生之生活、學習、生涯的輔導。而本系同學也非常
積極及活躍參與國際學生相關活動，例如本系有多名學生擔任本校之國際親善大使，負責介紹本校環境
及招待國際學生的來訪。 

三、輔導大學部學生選修課程未見落

實。 
本系已發給每班課程指引，輔導學生選修課程。同學也可向系辦公室借出課程講義 CD，以了解課程內容。
98 年 1 月 6~8 日本校教務處亦已舉辦選課輔導說明會，本系亦於 98.02.19 舉辦選課輔導說明會。 

四、安康三樓走廊寬敞，建議設學生

置物櫃，讓學生放置私人物品。 
本系將於 98 年 4 月遷移至癌症大樓 6 樓，屆時將有足夠空間提供學生學習使用。 

五、學校週邊交通須加以管理以維護

學生交通安全。 
已於 97 年 11 月 19 日舉辦之校級檢討會議中提請學校提供協助。 

六、放射技術學系的大堂課分散於安 

康校區、立夫教學大樓及互助大樓， 

既然專任教師們的研究室已集中在 

安康三樓，則本系學生上課應集中在 

同樓層之 303~305 教室。 

本系已整合安康大樓與柳川大樓教學資源，將於 98 年 4 月遷移基礎教師研究室、醫影照射實驗室、醫電
實驗室及系辦公室至癌症大樓 6 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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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貴校因政策需要，大一同學均於

北港校區上課，建議每學期可安排一

至二次回系裡，與全系師生有共同相

處與活動時間，對推展系務與師生溝

通上，應有助益。 

本系系學會相當活躍，經常協助系辦公室辦理許多活動，例如主辦北中南各區新生之小迎新茶會、大迎
新、送舊晚會、系遊、大放盃、家族分配（並各置家爸家媽，也會定期家族聚餐）、系員大會暨師生盃、
校內外各項體育活動及競賽、班際競賽、耶誕交換禮物、冬至湯圓 KTV 大賽、系員大會之保齡球大賽、
北港台中球類友誼賽、各項藝文活動餐與校內外各種競賽等。並協助新生家長座談會、新生徵試入學、
系友回娘家、畢業典禮等活動。系學會運作宗旨除提供系上學生的歡樂外，各項活動的舉辦主要在凝聚
在系上學生對系的向心力，於北港校區的大一學生不會因為距離的影響而對系產生疏離感，同時也能讓
學長姊與學弟妹間有更多良好的互動關係，並可提供經驗的傳承，延續系上既有的優良傳統，也讓學生
與老師除了課堂上專業知識的傳授之外，有機會與老師能輕鬆的接觸，拉近老師與學生的距離。 

九、因校區擁擠，學生參與球類、社 
團或校際活動較少，可再加強鼓勵。 

已於 98 年 1 月 7 日院師生座談會中提請學校提供相關運動競賽，學院同意主導加強規劃相關活動。同時
本系也鼓勵多項運動的發展，例如籃球、排球、壘球等系隊的成立，每個系隊長設有隊長及經理，系學
會對各球隊亦有提供經費補助，以更新訓練的各種設備。系隊皆於課餘有固定時間進行練習，除此之外，
學生並對校內外各項競賽積極投入，因此比賽成績十分優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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肆、研 究 與 專 業 表 現 系所檢討與改進之現況 

一、本學系屬於新成立學系第六年，

專業教師均以教學為主，研究成果有

待提升。 

由於本系屬於新成立學系，將鼓勵教師持續發表研究成果，以提升研發能量。 

二、學校應提供學系專任教師研究空
間，專任教師可多參與專業學會研討
會相關活動。 

本系教師十分積極參與國內外研討會發表論文，除有相當質量的期刊論文發表，在研究成果
與論文發表之相輔相成之下，共同推動放射科學在台灣之蓬勃發展。 

三、無研究生。 
本校臨床醫學研究所放射組提供本系畢業生報考，目前已有本系畢業生黃乙哲、陳怡珊、黃

薄迎及郭韋廷就讀該研究所，論文指導教授均為本系專任教師。 

四、除了學校、醫院及國科會計劃，

應鼓勵教師們再聯合醫院醫師技術 

人員爭取國衛院、衛生署、國健局…

等研究計畫。 

將鼓勵本系教師提出整合性計畫，積極爭取校外研究計畫補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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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教師的研究儀器設備依校方規劃

逐年積極落實。 

 
本系於 97 年 10 月 16 日正式自我評鑑後，持續增加教師研究及教學設備，項目與金額 
請參考下表： 
 
 

項次 儀器設備 金額 

1 X 光讀片機 1,200,000 

2 輻射度量實驗設備 1,890,000 

3 放射化學實驗設備 2,000,000 
 

六、教師研究成果分部較為不均，只

見集中在少數教師上，應可再鼓勵與

改善。 

由於本系屬於新成立學系，將鼓勵新進教師持續發表研究成果，以提升研發能量。 

七、目前系上之儀器設備，仍以教學

需求為主要，可再適時提共經費，添

購教師個人研究設備，以利研究進

行。 

除校外計畫外，本校訂定「中國醫藥大學校內專題研究計畫申請辦法」，校內專題計畫的補

助對象為新進教師或符合行政院國家科學委員會研究計畫申請資格之教師，每一研究計畫最

高補助金額五十萬元。依此辦法，本系教師每學年均有近五十萬元的補助提供教師添購個人

研究設備。以 95~97 學年度為例，本系專任教師獲得校內研究計畫補助金額如下： 
 

95 年放射技術學系校內計畫 
教師姓

名 計畫編號 計畫名稱 計畫金額 

CMU95-060 
中草藥對坐股神經及 RSC96 許旺細胞再生之分子訊息

途徑探討  600,000 
陳悅生

CMU95-059 
生物評估生藥與生醫材料結合應用於神經再生可行性

及作用機制  70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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施子卿 CMU95-162 熱治療時皮膚表面上週期性加熱之數值模擬研究  400,000 
何永仁 CMU95-162 熱治療時皮膚表面上週期性加熱之數值模擬研究  400,000 
程大川 CMU95-280 大腸鏡影像大腸息肉之自動偵測  499,200 

孫盛生 DMR-95-078
分析在甲狀腺腫瘤組織中 NIS 基因的表現是否與吸收

131I 的能力有相關性 194,000 

何永仁 CMU95-162 熱治療時皮膚表面上週期性加熱之數值模擬研究  400,000 
    

96 年放射技術學系校內計畫 
教師姓

名 計畫編號 計畫名稱 計畫金額 

CMU96-062 
聚乳酸神經導管之研發並結合銀杏葉酯對神經再生影

響之評估  400,000 
陳悅生

CMU96-002 中藥地龍對於神經再生細胞與動物體內之評估 30,000 
CMU96-123 生醫熱傳方程式耦合邊界加熱之研究 500,000 

施子卿
DMR-97-031 

利用流體力學原理來比較氣管阻塞病患於置放氣管支

架前後之氣流之改變  300,000 

CMU96-123 生醫熱傳方程式耦合邊界加熱之研究  500,000 
何永仁

DMR-96-056 熱手術時血液熱凝固對熱劑量分佈之影響 276,000 
CMU96-140 乳癌數位化 X 光攝影之電腦輔助診斷系統  475,400 

程大川
DMR-97-088 利用三維重組電腦斷層影像作為中耳及內耳術前評估 150,000 

黃宗祺 CMU96-270 综合式放射治療計畫之劑量分析 300,000 
蔡伯邦 CMU96-140 乳癌數位化 X 光攝影之電腦輔助診斷系統 475,400 

謝佳宏 CMU 96-110
利用分子基因影像觀測缺氧誘導因子-1α及腫瘤細胞轉

移在乳癌癌化過程之研究 500,000 

孫盛生 DMR-96-066
探討 ATRA 刺激乳癌細胞株 MCF-7 表現鈉碘轉運分子

的機制 DMR-96-066 194,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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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永仁 CMU96-123 生醫熱傳方程式耦合邊界加熱之研究  500,000 
何永仁 DMR-96-056 熱手術時血液熱凝固對熱劑量分佈之影響 276,000 
    

97 年放射技術學系校內計畫 
教師姓

名 計畫編號 計畫名稱 計畫金額

陳悅生 CMU97-067
利用明膠包附阿魏酸製成生物可降解性神經導管之適

用性與應用評估 30,000 

程大川 CMU97-218 肝癌電腦斷層影像之電腦輔助偵測系統 500,000 
許世明 CMU97-187 攝護腺癌放射近接治療之計量分析  500,000 
施子卿 CMU97-161 無線電頻電燒熱手術之生醫熱傳分析研究 350,000 
姚俊旭 CMU97-230 生醫骨科複合材料結合中藥駐要成份之可行性評估 500,000 

林昭君 DMR-98-130
以一系列的核磁共振影像評估慢性中風的病人種完幹

細胞後的變化 150,000 

孫盛生 DMR-97-104
NF-kB 為基礎之分子影像分析運用於藥物誘發之肝毒

性篩檢之可行性評估 194,000 

孫盛生 DMR-98-050
合併鎵-67 與 NF-kB 為基礎之分子影像分析運用於臨床

篩檢中藥誘發之肝毒性之前瞻性研究 242,500 
 

八、在未成立研究所前，建議校方可
安排系上老師與其他研究系所合聘，
或有研究生人力，增加研究能力與成
果。 

自 97 學年度開始，本校臨床醫學研究所及中醫所提供本系老師指導研究生的權利，目前已
有本系畢業生黃乙哲、陳怡珊、黃薄迎及郭韋廷就讀臨床醫學研究所，論文指導教授均為本
系專任教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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伍、畢  業  生  表  現 系所檢討與改進之現況 

一、國內放射技術學系學生就業有愈

來愈困難的現象，建議再加強輔導學

生出國進修、就業及其他出路。 
 

本系將於 98 學年度正式成立生物醫學工程學程。希望藉由該學程的成立，提供本系
學生除了學習放射科學專業知識外，同時也能獲得生物醫學工程的課程訓練。除此
之外，本系也陸續邀請正在攻讀研究所的畢業校友回娘家分享心得，也邀請與放射
科學相關領域的產業界人士進行專題演講，期待本系學生在畢業的同時具備更多元
及跨學門的專業能力，增強就業的競爭力。 

二、雇主滿意度調查應可開始進行。
本系已透過系友會加強與畢業校友問券調查，採 e-mail 與電話線上問卷方式搭配進
行，結果請見佐證資料 5-4。 

三、積極鼓勵畢業報考國內相關研究

所或國外進修。 

自 95 學年度開始，本系畢業生均十分積極報考國內外與放射科學及生物醫學工程相
關的研究所(請見下表)。以此為基礎，本系將持續輔導畢業生報考研究所，藉以加強
專業知能。 
 

學年度 姓名 研究所 

黃乙哲 中國醫藥大學臨床醫學所放射組碩士班 

陳玉芬 陽明大學生物醫學影像暨放射科學系碩士班

廖文伶 陽明醫學工程研究所碩士班 

95 學年度 

第一屆 

黃竹健 中原大學醫學工程所碩士班 

陳怡珊 

黃薄迎 

郭韋廷 

中國醫藥大學臨床醫學所放射組碩士班 
96 學年度 

第二屆 
李浩緯 臺大醫學工程研究所碩士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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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思妤 陽明大學生物醫學影像暨放射科學系碩士班

周建男 中原大學醫學工程所碩士班 

林思妤 
清華大學核子工程與科學研究所碩士班 

成功大學衛星資訊暨地球環境研究所碩士班

 

 

97 學年度 

第三屆 

 

林慧如 

台灣大學醫學工程研究所碩士班 

清華大學生醫工程與環境科學系碩士班 

陽明大學生物醫學影像暨放射科學系碩士班 
四、系上可成立「畢業生就業」資訊
網，並鼓勵畢業生成立「校友會」，
不時提供、參與系務發展，建立良好
溝通與聯絡管道。 

本 系 已 完 成 系 友 會 組 織 章 程 ， 也 已 完 成 系 友 會 網 頁 設 置
(http://www.wretch.cc/blog/cmubirs)。而系網頁亦已新增聯結畢業生就業資料，如放
射師公會訊息、學務處就業網等。 

 
 

http://www.wretch.cc/blog/cmubirs


一、 項目一 目標、特色與自我改善 
(一)現況描述 
1-1 系設立宗旨及教育目標與學門專業發展、校務發展計劃之相符程度 
I. 校史簡介 

民國四十七年，由一群熱愛傳統中國醫學的人士發起，於台中市成立中國醫藥

學院，創校理念是「致力醫學教育的改革、提昇教學品質、創造好的學習環境、培

養傑出醫學人才、提高整體學術形象及地位，建立一個中西整合、優異而有績效的

中國醫療體系」。民國九十二年八月本校已由「中國醫藥學院」改名為「中國醫藥

大學」。 

本校是以醫學教學為主題，早年為中國醫藥學院，以中醫及西醫教學為雙主軸，

輔以藥學為佐。本校目前有六學院，分別為醫學院，中醫學院，藥學院，公共衛生

學院，健康照護學院，生命科學院等。本系現隸屬健康照護學院。 

     

II. 系設立宗旨 
本系的設立宗旨在「培植放射線診斷、放射線治療、核子醫學、放射線輻射安

全與醫學影像的專業人才」。完善本校教學體系，為醫療系統提供放射科學的人才

來源。但放射學科乃跨領域之學門，又本校並無理工學院，因此本系召募之師資中

有數位具有工程背景，對於本系的發展有相輔相成的加成作用，符合本校的創校理

念及校務發展目標。 

本系集結學校及附設醫院雙方面的專業師資，每位師資皆經過校方精心遴選出

最具豐富臨床經驗及專業知識的人才，可提供一流的教學品質。其目的在培養專業

而且敬業的放射科相關人才。能在醫院及診所中發揮專長，為病人做服務，為正確

診斷做出貢獻。本系所規劃之專長領域範圍很廣，除了重點在放射技術學外，另外

還輔以醫學工程之知識，以及一些基礎理論學科，其教學目的在培養學生繼續深造

的能力。 

III. 教育目標 
本系所透過系務會議討論，制定本系的教育目標與核心能力，擬定開設的課程

並報院務會議決定。本系將教育目標訂為「培養放射技術、醫學工程、人文素養的

專業人才」。對此三大方向，根據不同的重要程度訂定8項核心能力，詳細說明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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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項核心能力 
1. 基礎醫學﹕學生應學習解剖學，生理學與病理學等基礎醫學相關課程。此為

奠定學生醫學知識的基本課程，也是放射學門不可或缺的課程。 

2. 醫學物理學與輻射安全：因為放射科學牽涉到輻射學，因此醫學物理與輻射

安全實為奠定學生臨床操作的自我安全保護與及對病人保護不可或缺的知

識。 

3. 放射線器材學：讓學生具備儀器的基本知識，包括理論與操作的知識。 

4. 放射線診斷原理與技術學：教授學生診斷的基本原理與事務操作技術。 

5. 放射線治療原理與技術學：教授學生如何利用放射線治療的原理與事務操作

技術。 

6. 核子醫學診療原理與技術學：除了放射學外，核子醫學也是本系的重點之一。

7. 醫學工程：教授學生醫學影像處理及生物技術相關知識。 

8. 人文素養，團隊合作，終身學習：培養學生的獨立人格，完善其對問題自主

思考以及解決的能力。培養學生具有團隊溝通合作的觀念，並體認終身學習

的重要性。 
 

IV. 核心課程  
依據核心能力，制定學生的核心課程，詳見下表。 

 
1. 基礎醫學 
核心課程一、解剖學：學生應具備解剖學基本知識如： 細胞、基礎胚胎學 、組織

及外皮系統、骨頭及骨骼組織、肌肉組織、中樞神經系統、週邊神經

系統、自律神經系統、特殊感官、心臟、血管、淋巴及免疫系統、呼

吸系統、消化系統、泌尿系統、內分泌系統。 

核心課程二、生理學：學生應具備生理學基本知識如： 細胞生理、神經生理(包括

感覺及運動) 、肌肉生理、心血管生理(或稱循環生理) 、呼吸生理、

腎臟生理、胃腸生理、內分泌生理、生殖生理、免疫生理。 

核心課程三、病理學：學生應具備病理學基本知識如： 感染、感染後之修復及其

反應、遺傳疾病與小兒疾病、惡性腫瘤、心臟及血管疾病、呼吸系統

之疾病、口腔及腸胃道疾病、肝臟、膽道及胰臟疾病、造血及淋巴系

統疾病、生殖系統及乳房疾病、內分泌系統疾病、神經系統疾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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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醫學物理學與輻射安全 
核心課程一、基礎放射物理學：學生應具備放射物理學基本知識如：放射性蛻變、

光子、荷電粒子與物質作用。 

核心課程二、放射診斷物理學：學生應具備放射診斷物理學基本知識如： X 光之

產生、X 光之發射、X 光與物質作用、放射攝影軟片、洗片原理、增

感屏放射攝影、射束限制裝置、鉛柵、放射線曝光因子、放射攝影品

質、放射攝影技術、特殊放射攝影技術、乳房攝影技術、乳房攝影品

質管制、透視(Fluoroscopy)、電腦科學介紹、數位 X 光影像、螺旋式

電腦斷層掃描、影像品質管制、人為因素所造成之雜影。 

核心課程三、放射治療物理學：學生應具備放射治療物理學基本知識如：游離輻射

的測定、X 射性之品質、吸收劑量的測定、劑量的分布與散射的分析、

輻射劑量計算系統、等劑量分布、照野形狀、皮膚劑量、照野分割、

電子束射治療、近接治療、三度空間順形放射治療、強度調節的放射

治療、立體定位放射手術。 

核心課程四、超音波及磁共振物理學：學生應具備超音波及磁共振物理學基本知識

如：超音波在組織內之傳導、音束之形態、振幅型 A 掃描儀器、靜

態型 B 掃描、即時性掃描、振動型 M 掃描、杜卜勒超音波物理原理、

影像轉換及數據處理、影像之假影、生物效應、劑量計及安全、無線

電射頻波、T1， T2， and T2*、TR， TE 與組織對比、自旋回音、

影像組合、切面解碼、數據空間、撥序表、K 空間、掃描參數及影像

優化。 

核心課程五、輻射劑量與度量、輻射防護技術：學生應具備輻射基本知識如： 

量與單位、體外劑量、體內劑量、放射統計誤差、氣態偵檢器、固態

偵檢器、化學劑量計、生物劑量計、人員劑量計、輻射屏蔽、輻射生

物效應、輻防法規。 
 

3. 放射線器材學 
核心課程一、X 光及電腦斷層：學生應具備 X 光及電腦斷層基本知識如：診斷用

X 光機原理及裝置、電腦放射攝影與數位攝影裝置、血管攝影與乳

房攝影裝置、電腦斷層攝影裝置。 

核心課程二、超音波：學生應具備超音波器材基本知識如：診斷型超音波、都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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勒超音波。 

核心課程三、磁振學：學生應具備磁振器材基本知識如：磁鐵、梯度磁場、射頻

系統、射頻線圈、磁場屏蔽、射頻屏蔽、須譜掃描特殊需求、品質

管制用假體、磁場及電磁波之安全規範、電子元件及電安全。 

核心課程四、放射線治療儀器：學生應具備放射線治療器材基本知識如：遠隔治

療機、近接治療機、模擬攝影機、劑量測量設備、模具及鉛塊製作

設備、質子及中子治療機。 

核心課程五、核子醫學儀器：學生應具備核子醫療器材基本知識如：非閃爍偵測

器、非影像閃爍偵測器、影像儀器設備、單光子電腦斷層掃描

(SPECT)、正電子電腦斷層掃描(PET)。 

 

4. 放射線診斷原理與技術學 
核心課程一、一般攝影及特殊攝影：學生應具備放射線攝影基本知識如：放射攝

影原理、牙科及心導管攝影技術、特殊攝影技術、血管攝影及介入

性檢查技術 (含心導管)。 

核心課程二、X 光電腦斷層掃描：學生應具備電腦斷層掃描基本知識如：成像原

理。 

核心課程三、磁振造影：學生應具備磁振造影基本知識如：磁振造影原理、磁振

造影成像技術、磁振影像品質與參數、磁振造影系統與安全、磁振

造影診斷、磁振造影頻譜。 

核心課程四、超音波掃描：學生應具備超音波掃描基本知識如：何謂矢狀切面

(Sagittal view)、對身體各個器官的掃描如肝臟、膽囊及膽管、腎臟

與腎上腺、脾臟、腸胃道、膀胱、男性生殖器官、女性生殖器官、

心臟血管、神經血管、甲狀腺與其他小器官。 

 

5. 放射線治療原理與技術學 
核心課程一、放射生物學：學生應具備放射生物學基本知識如：DNA 的傷害與修

復、正常組織及腫瘤的輻射效應、輻射增敏劑與輻射保護劑、細胞

存活曲線與細胞週期、輻射致癌與遺傳效應、LET、RBE & OER 及

復氧效應，時間、劑量及分次(TDF)效應，細胞、組織及腫瘤動力學，

輻射生物學的分子生物技術，放射治療前後腫瘤反應之預測技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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核心課程二、遠隔治療技術：學生應具備遠隔治療技術基本知識如：劑量分布與

散射之分析、放射劑量計算系統、電子射束治療，三度空間順形放

射治療(3D-CRT， IMRT)，立體聚焦放射手術(TBI，SRS)。 

核心課程三、模擬攝影及模具製作：學生應學會模具製作：模擬攝影機設計與操

作、模具製作、模擬攝影技術與原理。 

 

6. 核子醫學診療原理與技術學 
核心課程一、核子醫學物理學：學生應具備核子醫學物理基本知識如：偵測器、

閃爍攝影機、單光子放射電腦斷層掃描、正電子放射電腦斷層掃描。

核心課程二、SPECT， PET：學生應具備 SPECT 及 PET 造影技術基本知識 SPECT

造影原理、SPECT影像重組、SPECT造影儀、SPECT造影品管、SPECT

定量及其他、PET 造影原理、PET 影像重組、PET 造影品管。 

核心課程三、放射性免疫分析技術：學生應具備放射性免疫分析基本知識：背景

與原理、抗體製備、標比技術、品質管制、臨床應用、臨床問題與

分析陷阱。 

核心課程四、核醫治療技術：學生應具備核醫治療基本知識：生物動力，放射生

物學，腫瘤治療，非腫瘤治療，輻射防護法規。 

 

7. 醫學工程 
核心課程一、數位醫學影像處理、醫學影像分析：學生應具備影像處理基本知識

如：影像強化，影像品質改善，邊緣線偵測，影像分割，影像對位，

影像原理，影像壓縮，影像傳輸，PACS 之品保及應用，數位醫學

影像及傳輸(DICOM)，影像觀察設備，遠距醫學與遠距放射線學。

核心課程二、模式識別：學生應具備通過電腦用數學技術方法來研究模式的自動

處理和判讀。此課程主要利用模式識別的技術在於作醫學影像分割。

核心課程三、電子學：學生應具備電子學的知識，學習設計電子電路。 

核心課程四、生醫訊號處理：學生應具備利用電腦技術及數學理論來分析一維訊

號，例如 EKG，EMG 等。 

 

8. 人文素養、團隊合作、終身學習 

核心課程一、培養學生的獨立人格，完善其對問題自主思考以及解決的能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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核心課程二、學生能與他人合作，共同創造工程技術成就或從事增進人類福祉的

工作。  

核心課程三、學生具有搜集資訊的技能，具有口頭及撰寫報告之能力，並能有效

使用圖、表來表達科學與技術方面之觀念與事實。 以備終身學習之

能力。  

 

V. 學門專業發展 

整體而論，經本系訓練後的學生，在畢業後能有至少兩方面的選擇： 

A 參加國家考試   
   獲得放射技術師的證書及資格，加入醫院放射部門工作。同時也可進一步報考

輻射防護執照，在未來進入職場前奠定更多專業認證。可從事的職場範圍包括放射

診斷技術、放射治療技術、核子醫學技術等領域從事相關工作，亦可從事醫學物理

師、劑量師、保健物理師、醫學工程師等職務。 

B 進入放射或醫學工程等相關國內外研究所繼續深造 
   本系對於提升學生國家考試通過率所做的努力已卓有成效，但在學生畢業後進

入研究單位繼續深造的比例，仍有努力的空間。為了提高學生的競爭力，本系正逐

步加強基礎學科的課程，以利學生在激烈的研究所入學考中能脫穎而出。為配合達

成以上各項教育目標，本系訂有畢業生應具備之各項核心課程。  

為了追求國際化，本系除了鼓勵學生繼續英文的自我訓練及參加各種英語檢定

外；每年派遣4位大二學生到美國及德國等與醫學影像相關的實驗室，利用暑假期

間，參與為期一至二個月的見習。一方面增廣見聞，一方面學習相關技術；借由實

際的接觸與參與，拓展本系與國外相關實驗室的合作，並且激化學生未來出國留學

的意願。 

 
VI. 校務發展計劃與本系發展之相關性 

本系之成立十分符合本校中長程計畫中所揭示的目標，包括「朝向教學暨研究

並重型大學發展」、「持續培養及遴聘優良師資」、「培養學生終身學習及解決問

題能力」、「培養學生具有人文素養及道德情操之專業人才」及「加強學生語文與

資訊能力」。並為完成上述目標的永續發展，本系遂訂定以下短期及中長期發展目

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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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系之發展計劃 
I. 短期發展計劃 (97 年) 
I-a 增聘專業專任師資，以提升師/生比 

現有專任師資16人(其中7位屬專任的醫院醫師)，16位兼任老師。在專任師資結

構上，助理教授級以上9位，講師7位。本系成立將屆六年，97學年度學生人數204

人(生師比12.55)。為達到更優質的教育環境，勢必要替學生爭取更多優秀的老師，

提供學生人生及學識上更豐富的層面。 

 
I-b 增加本系可用空間 

97年8月前，本系可用空間僅有系辦公室及2間實驗室，分別為電子學實驗室

(70.2平方公尺)與醫學影像照射實驗室(29.15平方公尺)。因此，爭取設立新實驗室成

為本系發展的重點之一。本校附設醫院已於97學年度釋放出空間，提供本系550平方

公尺樓板面積，作為本系行政辦公室、系學會辦公室、會議室、討論區、動物房、

滅菌室及實驗室之用。 

另外，本校亦於97學年度提供本系教師研究室7間於安康校區，計有103.45平方

公尺。然而，因應本系正式自我評鑑委員之建議如：(1)現有教學空間分散於各區，

在管理與資源應用需多加注意；(2)研究生專題生到老師研究室討論研究進度等問

題，本系與學校充分溝通與研議後，決定將本系主要教學、研究及行政之空間整體

規畫於癌症中心六樓，並於九十七學年度第二學期完成遷移。 

 

I-c 增設本系特色實驗室 
因應課程設計與系所特色發展方向，研擬增加新設實驗室，提供學生修習專題

製作時完整教學設備，並給予系上學生學習研究之正式場所。 

目前本系規劃的實驗室已於97學年度正式成立，分別為 

1. 輻射度量實驗室(約67.1平方公尺)，外加24.2平方公尺走道空間可規劃為研究

生辦公桌及書櫃空間。 

2. 分子醫學影像實驗室(約87平方公尺)，外加24.7平方公尺走道空間可規劃為

研究生辦公桌及書櫃空間。 

3. 放射化學實驗室(約79.2平方公尺)，外加23.7平方公尺走道空間可規劃為研究

生辦公桌及書櫃空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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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目前正進行採購之大型儀器如下： 

1.  IVIS 200 

2.  MicroPET 

3.  MicroSPECT 

4.  MicroCT 

5.  3T MRI + Small animal coil 

6.  Radio HPLC 

7.  Radio TLC 

8.  Gamma counter 

9. 多功能冷螢光盤分析儀 

10. 雷射奈米粒徑及 Zeta 電位量測儀 

11. 研究型倒立螢光顯微鏡(含照相系統) 

 
I-d 推動教育部評鑑相關作業 

認證與教育部評鑑作業一致之原則就是要系所自我檢視，實質上針對自我管理

與檢討之方法做體檢，是一個時時應具備的經營教學理念，配合時代潮流及社會趨

勢，給予學生更完善的學習內容。  

 
II. 中、長期發展計劃 (98~101年) 
II-a 增聘專業專任師資 
    本系學生人數若因碩士班獲准成立，為達到更優質的教育環境，勢必要替學生

爭取更多優秀的老師，提供學生人生及學識上更豐富的層面，將持續增聘專業師資，

以維持合理的師生比例。另外，本系為配合學校朝生物醫學影像發展的政策，將於

98 學年度更名為「生物醫學影像暨放射科學系」，依教育部來函建議內容，將增聘

具腫瘤生物學專長之師資。 

 
II-b 推動本系與臨床醫學研究所的合作 

目前本校在臨床醫學研究所中成立放射組，於 96 學年度提供 2 個名額給放射

組，於 97 學年度增加到 4 個名額供放射系學生繼續深造，由本系專任老師擔任主要

指導教授。此合作可提高本系教員及學生之研究能量，並提供放射系畢業學生一個

深造的機會。帶動大學生研究的風氣，擴大大學生參與研究計劃的機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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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I-c 推動本系生物醫學工程學程 
 本系正籌備成立生物醫學工程學程，該學程成立之後，本系將推動本校醫工相

關師資資源的整合與研究的合作，包括人員的交流、合聘、共同開設課程等。讓學

生上課的選擇多樣化，學生畢業時有更強的競爭力。 

 
II-d 修正教育目標及調整課程設計 
 考量放射領域多元造成特色專長不一，無法在適當領域一展長才，為因應產業

界需求的成長，以及配合學生繼續求學的需求，適當的調整課程與變更授課內容，

是未來符合時勢需求的一大要點，配合工程及科技教育認證與評鑑制度，本系已著

手規劃相關議題，並逐步實施中。 

 

1-2 系師生對教育目標的認同 
依照系成立的教育目標設立八大核心能力，分別為:「基礎醫學」、「醫學物理

學與輻射安全」、「放射線器材學」、「放射線診斷原理與技術學」、「放射線治

療原理與技術學」、「核子醫學診療原理與技術學」、「醫學工程」及「人文素養，

團隊合作，終身學習」。 

 

I. 系教職員對教育目標的認知與認同 
   系務發展委員會由系主任與本系老師共同組成，對於本系教育目標的認知程

度，可從以下兩點瞭解：(1)本系教育目標的制定，是綜合國家未來方針、校院目標、

業界的需求與本系教師的研發領域等四項共同討論制定，系上老師實際參與研議過

程，與會期間經歷多次的修改和討論，方確認本系目前的教育目標。因此，系上教

師對於系上教育目標已具備完整的認知與認同。另外在職員(系執行秘書)方面，由

於其主要角色為擔任記錄，因此對於與會的過程與討論內容也十分清楚。(2)本系教

育目標透過書面與網頁的製作與張貼，實際貫徹本系老師所定出的教育目標，以加

強系上老師對教育目標的認知與認同感。 

 
II. 系學生對教育目標的認知與認同 
   本系學生對於系上的教育目標認知度，透過以下兩大方向的推展： (1)經由教育

目標在本系網站上的張貼與公布，以文字的說明，明確並有條序的表達，讓學生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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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教育目標的要點與進程。(2)系上教師及主任利用課堂或集會中加強宣導，希望輔

以聽覺的灌輸，並與學生進行即時性的討論與對談，讓學生瞭解為什麼要設定這些

項目的教育目標，並適時給予觀念導正。因此學生對於系上教育目標都具備充分的

認知，相信學生可以漸進養成人才培育、文化提昇、服務社會與促進國家發展為主

要的趨勢。  

認知不代表認同，但認同前必須認知。學生對系上教學活動的認同，大部分體

現在學生修課時以及修課後，借由學生代表參與系課程會議，讓學生有機會表達自

己的意見，並反應給老師，讓本系老師知道學生的需求，進而依照需求及系上教學

目標，做合理的調整。 

另外，因學生代表也可以參加系務會議，因此，對於系教育目標，學生也可以

參與並反應意見。此機制可增加學生對系教育目標及所開設課程的認同。 

 
III. 新進教職員與新生對教育目標的認知 
    本系目前對於新進教職員，由系主任於新進人員報到後，對教育目標加以說

明，期間也透過相互間的討論與意見交流，以使之確切認知本系的教育目標。 

    至於新生方面，因本系大一新生集中在北港上課及生活，本系採取多項策略以

灌輸及強化學生對於本系教育目標的認知。其作法包括舉辦新生座談宣導、系主任

或班導師於課堂集會宣導與張貼教育目標文宣海報。上述的作法對於新進教職員與

新生而言，已初步瞭解本系的教育目標。為加深其認知，本系將針對教職員於系務

會議時再次強調，而學生方面也將利用相關集會不定時宣導及透過系網址公告欄文

宣，所以新進教職員生都已具備應有的認知。 

 
1-3 系所依據教育目標，訂定學生應具備之基本素養或核心能力 
I. 依據教育目標訂定核心能力 
     依據本系所訂定的教育目標，現有教學課程共設計成三部分：共同必修、專

業必修及專業選修。各課程之授課大綱與教育目標比對資料請參照另件（課程大

綱），共同必修（含通識課程）主要依校方與【系核心能力8】訂定，專業必修與專

業選修之開課，由本系課程規劃委員會依據【系核心能力1】至【系核心能力7】規

劃，經校院系三級三審後開設。  

     依據時代變動趨勢與專業師資配合，例如，為落實【系核心能力1】的精髓，

本學系規劃了「解剖學」、「生理學」、「放射生物學」、「放射切面解剖學」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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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腫瘤生物學」等，供學生選修課程依據。因與附設醫院具有策略聯盟的關係，所

開設的見、實習課程可讓學生參觀醫院內各科別之醫療設備，並瞭解放射技術人員

在醫院所扮演的角色，以印證課堂所學，並對放射科有更深入的認識。對放射系而

言，中部科學園區之醫療器材製造專區的籌設可謂為另一地利資源，規劃的學域在

此有相當大的發揮空間，周邊豐富的資源，亦將使得放射系學生無論在理論印證或

生涯規劃上更具優勢。 

 
II. 各項核心能力與教學課程之關係 
II-a 核心能力 1 之相關教學課程 

與核心能力 1 相關的課程計有：普通生物學，病理學，解剖學，解剖學實驗，

生理學，生理學實驗 ，臨床醫學概論，細胞生物學，腫瘤生物學，普通生物學實驗

等，均為基礎醫學課程。 

 

解剖學是醫學的基礎，讓學生認識人體的結構，對放射系而言，其重要性不言

可喻。而生理學乃是了解身體各個器官如何運作，以及認識其功能。是繼大體解剖

後更細節的了解人體構造。而細胞生物學，病理學及腫瘤生物學則在增進學生對病

理學的認識。 

 

II-b 核心能力 2 之相關教學課程 
與核心能力 2 相關的課程計有：放射物理學 (I,II)，放射物理學實驗 (I,II)，輻

射度量學，輻射度量學實驗，磁振造影技術學，超音波學，保健物理學，電磁學，

普通物理學，近代物理學，輻射安全學等與放射物理及輻射計量相關之課程。 

 

放射物理學旨在增進學生對放射方面物理學的知識，是放射科學在工程學上的

基礎課程。對學生認識其原理非常重要。而輻射度量學對輻射安全的保障至關重要。

特別是對放射人員自己以及病患的輻射安全維護。 

 

在本課程的規劃中，從基礎的課程開始，逐漸深入並且專精，如普通物理學，

到深入的課程。 

 

另外，在四年級上學期安排了在各大醫院實習的課程，與核心能力 2 相關的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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習課程計有：超音波技術學實習，磁共振技術學實習，X 光電腦斷層技術學實習，

X 光心導管技術學實習，醫學物理學實習（輻射安全），醫學物理學實習（劑量學），

醫學物理學實習（治療計劃）等。 

 
II-c 核心能力 3 之相關教學課程 

與核心能力 3 相關的課程計有：放射科學與技術概論，超音波學，磁振造影技

術學，放射診斷儀器學，核子醫學儀器學，電腦斷層學等與儀器器材相關的課程。 

 

在本課程中學生應學習各種器材的工作原理，大部份安排在三年級，此雖然是

進階專業課程，卻是非常基礎的，不可或缺的課程。對學生將來遇到操作上的問題

時，能有排除困難的能力。並且能理解此器材產生的訊號所代表的意義，並了解不

同器材之優缺點，以及其互補之關係。 

 
II-d 核心能力 4 之相關教學課程 

與核心能力 4 相關的課程計有：放射切面解剖學，放射診斷儀器學，放射影像

原理，放射診斷技術學，臨床放射診斷技術學實驗，放射診斷學，特殊攝影技術學。 

 

此課程與放射診斷密不可分，放射診斷在實務上要求放射師與醫師密切配合，

放射師必須了解醫師欲借放射器材觀察病人的部位，用何種方法，使用何種輔助器

材或藥物，或顯影劑以及其劑量大小等等因素。如果放射師本身不了解放射診斷，

則對醫生所開處方無法深入理解，因此，放射師必須具備一定的診斷能力。 

 

另外，在四年級上學期安排了在各大醫院實習的課程，與核心能力 4 相關的實

習課程計有： 一般及特殊 X 光診斷技術學實習，超音波技術學實習，磁共振技術

學實習，X 光電腦斷層技術學實習，X 光心導管技術學實習，牙科放射線技術學實

習。 

 

經由在醫院實習，學生可以更深入的了解臨床上遇到的問題，以及醫師如何處

治，如何開放射處方，以及如何配合醫師做放射診斷等等實際問題。經由實踐才能

充份掌握放射診斷的技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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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I-e 核心能力 5 之相關教學課程 
與核心能力 5 相關的課程計有：生物化學概論，放射化學，放射化學實驗，放

射生物學，磁振造影技術學，放射治療儀器學，核子醫學儀器學，放射影像原理，

臨床放射治療技術學，輻射分子生物學，高溫腫瘤熱治療學。 

 

此課程著重在使用放射線或輻射線在治療上的理論與應用。放射治療是惡性腫

瘤的主要治療手段之一，經典的放射細胞生物學為臨床開展新的劑量分割方法，提

高腫瘤細胞放射敏感性以及如何保護正常組織提供了理論基礎。放射生物學效應的

規律及作用原理，是放射損傷和腫瘤放射治療的理論基礎，也是制定放射防護標準

生物依據。作為一個放射工作者需要了解其對正常及病機體的影響及防護措施。 

 

學習如何利用高溫治療惡性腫瘤，射頻透熱綜合治療膀胱癌、微波透熱綜合治

療食管癌、肺癌、大腸癌、肝轉移癌、乳腺癌、骨腫瘤、頭頸部腫瘤等，以取得良

好的療效。 

 

輻射分子生物學的內容，是研究輻射線照射後所引起的生物效應。不但觀察微

如細胞內單一的微器官、染色體甚至大分子如去氧核醣核酸（DNA）等的效應，輻

射生物學亦可觀察實驗室培養的各種細胞。至於生物體內特別是人體內各種正常組

織或腫瘤細胞經輻射照射後的觀察，更是輻射生物學上積極追求的研究主體。舉凡

不同的輻射線，或同一種輻射線在不同的能量、劑量、劑量率、照射次數、以及生

物體的全身或局部的照射，都是輻射生物學研究的相關因素。 

 

另外，在四年級上學期安排了在各大醫院實習的課程，與核心能力 5 相關的實

習課程計有：放射治療技術學實習，模具製作暨模擬攝影實習。經由實習讓學生學

習如何將理論應用到實際臨床使用。 

 
II-f 核心能力 6 之相關教學課程 

與核心能力 6 相關的課程計有：普通化學，有機化學，有機化學實驗，核子醫

學儀器學，臨床核醫技術學，核醫藥物學等。 

 

有機化學是研究有機化合物的結構、性質、製備的學科，是化學中極重要的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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個分支。又稱為碳化合物的化學。有機化合物之所以引起濃厚的興趣是因為碳原子

可以形成穩定的長碳鏈或碳環以及許許多多種的官能基，這種性質造就有機化合物

的多樣性。在研究有機化合物時，核磁共振、紅外光譜、紫外光譜、質譜等是常用

的分析方法。除此之外，有機化學也是生物化學及其他一些學科的基礎。 

 

核子醫學是現代醫學中極富挑戰性的一個項目。利用微量的放射性元素，我們

可以在體內（放射性閃爍造影）或體外（放射免疫分析），對許多疾病做出準確的診

斷；除此之外，利用核子醫學的技術，也可以對部份疾病達到治療的效果。大體而

言，核子醫學是非侵襲性、安全、快速且低輻射性的檢查項目，於檢查所注射的放

射性製劑為短半衰期、易於排出人體、且劑量非常低的藥劑，一個完整的全身性造

影檢查，所接受的輻射劑量只約略等於一張胸部或腹部的 X 光檢查的量，對人體

的影響是非常輕微。 

 

核醫藥物學在學習使用放射性同位素，經由其和特殊器官細胞吸附等特性，對

該器官等進行相關之影像造影診斷或放射線治療等。而鄰近的正常組織和全身輻射

吸收劑量因為 β 等粒子射程較短影響較低。放射性核醫藥物診斷治療具方法簡便、

療效好、副作用小等多項優點，有較高的實用價值。 

 

另外，在四年級上學期安排了在各大醫院實習的課程，與核心能力 6 相關的實

習課程為：核醫藥物暨放射性同位素治療實習。 

 
II-g 核心能力 7 之相關教學課程 

與核心能力 7 相關的課程計有：有機化學，生物化學概論，醫用電子學 (I)(II)，

醫用電子學實驗 (I)(II)，分析化學，程式語言，應用數學(I)(II)(III)，臨床工程概論，

生物資訊概論，臨床醫學概論，有機化學實驗，微積分，醫學影像處理(I)(II)，醫學

影像處理實驗(I)(II)，模式識別，生醫訊號處理，醫學影像分析，C/C++程式設計等。 

 

電子學是當今科技的基礎之一，包括電機工程，電子工程，計算機硬體工程，

通訊硬體工程等，無一不依賴電子學，當然，醫院裡所用的設備也需要電子學的技

術及知識。現代電子學更細分為類比電子電路及數位邏輯電路等。對現代的積體電

路而言是不可或缺的知識。而醫用電子學是著重電子學在醫學上的應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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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電子學實驗乃在使學生從理論課程中學習如何轉換至實踐，而在實踐中遇到

的問題往往是理論課程中無法預期得知的。學生可經由實驗確實學會如何製造電子

電路。 

 

分析化學是研究分析方法的科學，研究物質的化學組成及結構而不管其狀態，

研究其測定方法、步驟以及有關原理。分析主要有兩種： 

定性分析 - 以確定某一元素或化合物的存在。定量分析 - 以確定某一元素或化合

物的數量。 

 

程式語言是控制計算機，人與計算機溝通的一個管道，計算機分硬體與軟體，

如同電子學是計算機硬體的基礎，程式語言是計算機軟體的基礎。無論是做研究還

是將來畢業後工作，學習一門程式語言是很實用而且重要的事。 

 

應用數學是一門基礎課程，數學是一切理學及工學的基礎。在應用數學中，學

生學習到與放射技術相關的一些數學，如傅利葉變換，拉普拉斯變換，褶積，微分

方程等。 

 

臨床工程學，又稱為醫學與醫院系統工程學，在二十多年前，由醫院的生物醫

學工程室為適應醫院之臨床醫療工程科技，廣泛應用各種工程技術而發展形成，它

結合了生物醫學、工程科技、以及管理科學於一體，以工程經濟學原則，運用工業

整合技術密集的現代化工廠為方法，替現代化醫院整合出合乎本身需求性與經濟性

之醫療工程技術作業體系。但因放射技術系並不專門於此，因而只是概論課程。 

 

生物資訊學是應用電腦工具貯存、採用、分析核酸和胺基酸序列數據和蛋白質

結構數據。研究的潮流，特別是序列分析的計畫，獲得了大量的原始數據，這需要

貯存、處理和分析。電腦資訊的技術快速地增進，使得有辦法可以處理這些數量急

劇膨脹的數據。但因放射技術系並不專門於此，因而只是概論課程。 

 

臨床醫學與基礎醫學在承接上是相輔相成的關系，臨床醫學需要基礎醫學的指

導，基礎醫學需要臨床醫學的檢驗。基礎醫學比較偏向於教學指導和實驗室診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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臨床醫學的教育與教學比較偏向於臨床診斷和治療，利於進入醫院直接從事醫療工

作。 

 

微積分是牛頓及萊布尼茲兩個人做有系統的整合。他們將前人零碎的知識，有

系統地整合而發展了微分的技巧，將微分和積分經由微積分基本定理聯合成微積

分，使微分、積分的運算系統化，又將微積分成功地應用到物理科學上。是現代數

學很重要的一個環節，也是大學生應該學習的一門基礎課。 

 

醫學影像處理，是對影像進行分析、加工、和處理，使其滿足視覺、心理以及

其他要求的技術。影像處理是信號處理在圖像域上的一個應用。目前大多數的圖像

是以數位形式儲存，因而影像處理很多情況下是指數位影像處理。影像處理是信號

處理的子類，基本上是二維空間乃至三維空間的信號處理。另外與模式識別、人工

智慧等領域也有密切的關係。本課程著重在醫學的影像處理，目的在使學生學習如

何應用影像處理來輔助放射師及醫師的診斷。本課程於 97 學年度開設。 

 

醫學影像處理實驗則讓學生除了理論以外；包含教授 Matlab 程式設計，由實際

設計程式了解如何處理醫學影像，本系已購買 Matlab 軟體作為軟體設計實驗平臺，

將利用資訊中心的電腦教室上課，本課程於 97 學年度開設。 

 

模式識別(又稱為圖訊辨識)，就是通過電腦用數學技術方法來研究模式的自動

處理和判讀。我們把環境與客體統稱為「模式」。隨著電腦技術的發展，人類有可能

研究複雜的信息處理過程。信息處理過程的一個重要形式是生命體對環境及客體的

識別。本課程著重在醫學的模式識別，就是利用本技術輔助醫學從事人員對醫學影

像的判讀。本課程於 96 學年度開設。 

 

C/C++程式設計主要在訓練學生 C/C++語法，特別是在醫學影像方面的使用。

本課程於 97 學年度開設。 

 

生醫訊號處理，此課程主要著重於對一維訊號的分析，特別是醫學電子訊號如

EKG，EMG 等，包括濾波器的分析與設計。本課程將於 98 學年度開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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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I-h 核心能力 8 之相關教學課程 
與核心能力 8 相關的課程計有：國文，英文，憲法，通識課程（人文領域），

通識課程（國文領域），通識課程（領域自由選組），歷史，通識課程（外文領域），

通識課程（社會領域），藝術概論（人文領域），普通心理學（社會領域），醫務

管理學，書報討論，專題研究 (I-IV)，專題報告。 

 

本核心能力在培養學生具備人文素養，完善各方面均衡發展的人格，強調與他

人協調及溝通的能力，培養團隊合作的精神，以及獨立自主的研究能力，因而開設

的課程。 

  

因此學生需要加強語文能力，開設的不僅是國語文課程，同時必須學習第一乃

至第二外語，掌握與外國人溝通的能力，在目前國際化的衝擊下，外國語能力的具

備顯得特別重要。 

 

常言歷史就是人類活動的一面鏡子，可以鑒古知今。一個具有大智慧的人，其

對歷史知識的渴求是不會嫌多的。因此，歷史不僅只是人類活動的一個記錄，更是

我們日常生活中做重要抉擇時不可缺少的知識之一。 

 

藝術概論在於讓學生培養對藝術品的鑒賞能力，也是培養藝術情操的一部分，

對提高人文素養有莫大的幫助。 

 

    普通心理學讓學生學習從他人的角度思考，進而培養學生為別人著想的能力，

這是團隊合作的精神所在，以團體的目標為最高目標，以團體的利益為最大利益，

這也是人類社會成長的原動力之一。 

 

由於放射系畢業的學生多數服務於醫院，醫務管理讓學生了解如何有效管理醫

院內大量的資料，同時做到對病人隱私權的維護。 

 

    書報討論，專題研究等課程讓學生學習自主學習的技巧，透過書報討論，學生

將學習到搜集資料的重要性與技巧。透過專題研究，學生將學習如何獨立的自主研

究、學習，並為終身學習打下基礎。而專題報告則在訓練學生如何做科學報告。 



 - 53 -

 

1-4 系行政管理運作機制之運作情形 
 

I. 系組織及委員會 
本系系務運作已制度化，依組織章程成立三個委員會(圖 1-1)，分別為：系教評

委員會、系課程委員會、系務委員會，分別負責其相關事務，詳如下述。 

系教評委員會由系主任單任召集人，負責邀請系內外專家學者單任委員，統籌

召開評審會議。 

系課程委員會由全系專任教師為當然委員，系主任為主席，負責召開課程會議，

檢討必、選修課程，及增減課程。參與的除了本系專任教師外，有學生代表、畢業

生代表、業界代表或專家學者等。 

系務委員會負責除了課程及教師評審等以外的一切事務，由系主任單任召集

人，負責邀請系內外專家學者，擔任委員或評審小組，負責相關業務。學生代表也

可參與會議發表意見。 

 
II. 特色 

本系依規定，定期或不定期召開會議，專任老師平均分攤業務。甄選業務之辦

理以公平公開為原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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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1-1 放射技術系行政管理運作機制圖 

 
1-5 系自我評鑑機制之組織與運作 

對於本系之教育目標與核心能力的養成是否符合學生所需，需要一個自我檢討

與改善的機制。因本系成立僅六年，96 學年度才有第一屆畢業生，因此本系於 97

年 5 月 17 日舉辦第一屆系友回娘家，邀請畢業生回母系開座談會，一方面將畢業後

的經驗傳承給學弟妹，一方面也可將不足之處回饋給母系知道，做為自我改善的依

據。座談的重點包括：對就業的學生，本系所開課程是否足夠，內容是否充份，對

就業需求而言是否合適。對繼續深造的學生，所開課程是否足以考研究所，內容需

不需要深化或廣化等等問題。對無法參加的系友也發問卷調查，回收他們的意見，

做為本系自我檢討改善的基礎。會中同時發放國考獎勵金，對通過國家考試的畢業

生以及國考成績特別優秀的學生以資鼓勵。 

 

I. 系所自我評鑑相關規定及辦法 
本系之自我預評之實施主要根據財團法人高等教育評鑑中心基金會「97 年度大

學院系所評鑑實施計劃」及本校自我評鑑實施辦法辦理。根據「中國醫藥大學系所

組織章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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評鑑實施計劃」，本系訂定將自我評鑑分為「模擬自我評鑑」及「正式自我評鑑」

兩階段實施。 

 

II. 系所自我評鑑機制之組織與運作情形 
為了實施自我預評，本系於多次系務會議中討論，並組織本系專任老師分別為

自我評鑑制定行動方案，並撰寫自我評鑑報告書。依據校方所訂定的實施要點，對

自評中的 5 項重點分別加以說明，由本系專任老師分派不同任務，整合而成。此 5

項重點分別是：1.目標、特色與自我改善；2.課程設計與教師教學；3.學生學習與學

生事務；4.專業與研究表現；5.畢業生表現。 

 

本系於 96 年 6 月 25 日舉辦第一次模擬自我評鑑，邀請三位評審委員，分別為﹕

丁慧枝教授，李俊信教授，及趙垂勳教授，行程表如表 1-1 所示。 

 

綜合三位評審委員的意見，可概括如下幾大項： 

1. 專業師資不足，尤其缺乏放射方面之師資，難滿足學生專業教學需求，建

議增聘放射相關之專業老師。 

2. 實驗設備及空間不足，影響教師做研究及學生學習，建議學校提供相關之

空間及設備。 

3. 教師研究室數量及空間不足，影響招聘專任老師，建議學校改善。 

4. 行政人員為工讀生，建議聘任專職人員，以利系行政事務之推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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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1 中國醫藥大學-放射技術學系模擬自我評鑑行程表 

地點：中國醫藥大學 立夫教學大樓 13 樓 放射技術學系 (台中市學士路 91 號) 

日期：96 年 06 月 25 日(一)  09：00~15：00 

 

時間 地點 主要工作內容 出席人員 行政工作內容 

09:00-09:10 放射系辦 委員蒞臨 會場佈置 

09:10-09:30 放射系辦 委員會前會 
請委員針對座談人員

名單進行排序勾選 

09:30-10:00 放射系辦 簡報(含研究說明) 引導委員至會場 

10:00-11:00 1.放射系辦 

2.附設醫院 

教學設備參觀路線 

1.醫學電子學實驗

室 

2.醫學影像實驗室 

3.附設醫院腫瘤科 

4.附設醫院核子醫

學科 

5.附設醫院放射線

科 

會場佈置拍照 

11:00-11:40 放射系辦 委員書面審查 

1. 主持人:系主任 

2. 預評委員 

3. 全體專任教師 

參觀路線嚮導、資料陳

列會場準備、確認訪談

學生出席 

11:40-12:00 放射系辦 訪談系主任 
1. 預評委員 

2. 系主任 
 

12:00-13:00 放射系辦 用餐時間 
1. 預評委員 

2. 全體專任教師 
 

13:00-13:30 放射系辦 訪談教師 
1. 預評委員 

2. 教師 
提供出席名單 

13:30-14:00 放射系辦 訪談學生 
1. 預評委員 

2. 學生 
提供出席名單 

14:00-14:30 放射系辦 委員填寫報告 
預評委員 

準備委員訪評表及文

具 

14:30-15:00 放射系辦 綜合座談 
1. 預評委員 

2. 全體專任教師 
受評單位紀錄 

15:00 放射系辦 歡送委員 系主任及專任教師 收拾會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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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系第二次模擬自我評鑑於 97 年 6 月 19 日舉行，邀請本校周昌弘教授及鐘景

光教授擔任評審委員，與本系的老師及學生們對話，並召開個別面談，請本系老師

及學生個別與評審委員會談，讓評審委員能公正並實際了解本系的執行成效並提供

客觀可行的改革意見，此乃預評所欲見的成效。 

97 年 8 月 6 日本校在下午 3:00~5:30 於立夫教學大樓 105 舉辦「系所評鑑研商

會」，邀請亞洲大學相關人員至本校演講，報告評鑑心得，本系系主任，系辦人員

及相關老師亦列席參加。 

    97年8月12日本校於立夫教學大樓六樓會議室舉辦「系所評鑑之評鑑項目撰寫檢

討會」，本系派員列席。 

    本系正式自我評鑑會議則於97年10月16日舉行，再次邀請丁慧枝教授、李俊信

教授及趙垂勳教授三位評審委員蒞臨指導。此次正式自評會議的流程與第一次模擬

自我評鑑流程相同，透過實際的教學參訪、教師訪談與資料檢閱，三位評審委員均

十分滿意本系已針對第一次模擬自我評鑑意見進行課程、空間與師資的改善。評審

委員也再一次提出少許仍須改善的系務問題(請參考健康照護學院97學年度放射技

術學系校內自我評鑑檢討報告)，本系受益良多。本系正針對評審委員所提出的系務

問題，持續積極改善，以期符合大學評鑑的精神。  

 
1-6 招生情形 

本系於 92 學年度首次招生迄今已有 2 屆畢業生。根據現有的統計資料，本系於

95 學年度至 97 學年度的大學指考最低錄取分數逐年遞增，分別為 247、277、290。

近年來的報到率；94，95，96，97 學年度分別為：90%， 88%，96.1%，96.1%。

整體而言，招生情況每年均有進步。 

 

本系對招生的積極做為包括﹕ 

1.  專任教師參加 97 年 3 月 1，2 日的大學博覽會(高雄場)。透過老師與高中生面對

面的交流，有助於影響學生選填志願時對本系的了解，如果有誤解也可做到及時

的闡釋。 

2.  放榜後，由系主任及系上老師逐一打電話給學生及家長道賀，並介紹本系，吸引

學生報到。通常家長會對放射線有疑慮，對學生及家長釋疑是打電話的目的之

一，透過主任及老師親自打電話祝賀，也對家長顯示出本系的積極性及主動性，

讓家長產生親切感及好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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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積極參與學校舉辦的新生暨家長座談會，帶領學生及家長參觀本校附設醫院放

射，腫瘤，核醫等三科，介紹未來的工作環境。系學會也積極參與招生，讓學生

共同參與系上事務，不但有利學生對系產生向心力，亦可讓學生對本系產生認同

感。 

對於本系在招生上所做的種種努力，雖然三言兩語即介紹完畢，可是其工作量以

及人員所付出的時間是極其龐大的，由此可見本系對招生所做的積極努力。 

 
1-7 本系與他校相關系相較下之辦學特色 
國內現有放射系計有：(由北至南分別為) 

陽明大學醫學放射技術學系所 

長庚大學醫學影像暨放射科學系  

元培科技大學放射技術學系 

中國醫藥大學放射技術學系  

中台科技大學放射技術學系 

中山醫學大學醫學影像暨放射科學學系  

高雄醫學大學醫學放射技術學系  

義守大學醫學影像暨放射科學系 

慈濟技術學院放射技術學系  

 

其中僅有 6 所大學院校有附設醫院，分別為：長庚大學，慈濟技術學院，中國

醫藥大學，中山醫學大學，高雄醫學大學，義守大學。這些學校的附設醫院中僅有

5 家為醫學中心，分別為：林口長庚醫院、慈濟醫院、中國附醫、中山醫院及高醫

附醫。本系有多位在中國醫藥大學附設醫醫院任職的醫師及放射物理師為本系的專

兼任老師，他們的臨床實務是本系教學最佳的輔佐。本校附設醫院放射診斷科、核

子醫學科及腫瘤治療科有國內最先進的醫療儀器設備，學生透過與專業醫師及放射

技師的交流與請益獲得相關操作技術、操作經驗、及設備的原理等知識。換句話說，

本系學生可隨時掌握放射技術相關課程最新的資訊，而此類資訊是從傳統過時的儀

器中學不到的。因此，結合傳統基礎儀器及先進臨床設備作為本系教學與實務訓練

的素材是本系辦學的重要特色之一。此辦學成果已由本系 96 及 97 年度放射技師國

家考試及格率均高達 87.2%印證，97 年度國家考試放射技術師榜首亦為本系學生，

在在說明本系的教學品質及學生用功程度均列為全國放射系平均水準之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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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外，本系輔以醫學工程的醫電相關課程如醫療電子學，工程數學，醫學影像

處理，模式識別，C/C++程式設計等課程，讓學生未來的出路及視野都能更加寬廣。

近來中部科學園區成立，並且陸續有廠商進駐，將來的發展可以期待，本系亦將朝

產學合作的多元化發展，做為本系辦學特色之一。 

 

而本系為配合學校朝生物醫學影像發展的政策，將於98學年度更名為「生物醫

學影像暨放射科學系」。現已獲教育部通過，將依教育部來函建議內容，陸續開設

生物醫學影像、生物醫學工程及分子影像等課程。 

 

1-8 系所自我改善之機制與成效 
  

 本系自我改善機制，在早年是透過系務會議討論研商，再由系上老師及出席的

專家學者決議、共同解決。但本系自 96 學年度下學期起，成立系評鑑會議，定期召

開，用以作為自我改善機制之一。本系針對評審委員之意見，在 96 學年度系務會議

時提出，並上簽呈給學校，請求校方協助改善。 

本系自我改善之成效如下： 

1. 本系已於 96 至 97 學年度陸續增聘 5 位助理教授以上之放射專業師資，包

括黃宗祺博士、許世明博士、謝佳宏博士、劉靖博士及姚俊旭博士。除了

上列基礎教師，本系另一項特點就是具備堅強的臨床師資，依聘任的先後

次序分別為何永仁主任〈放射科〉、孫盛生醫師〈核醫科〉、蔡伯邦醫師

〈放射科〉、楊世能醫師〈腫瘤科〉、 楊明祥醫師〈放射科〉、劉峻成醫

師〈放射科〉、 林維卿醫師〈放射科〉及林昭君醫師〈放射科〉。至 97

學年度生師比已改善為 12.55。 

2. 本系向校方爭取空間，在學校大力支持下，已於本校立夫醫療大樓地下二

樓空間增設三間實驗室，分別是放射化學實驗室、輻射度量實驗室、分子

醫學影像實驗室。另外，本系將陸續增購放射物理及輻射度量實驗相關設

備。本系樓地板面積也已大幅增加至 752.8 平方公尺。 

3. 除了上述規劃實驗室空間外，校方亦於本校新落成之安康校區增加本系教

師研究室 7 間(計有 103.45 平方公尺。) 

4. 已新聘王毓萍小姐為本系專職行政人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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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特色 
2-1 教育理念，教育目標與核心能力 

“It is essential that the student acquires an understanding of and a lively feeling for 

values. He must acquire a vivid sense of the beautiful and of the morally good. Otherwise 

he----with his specialized knowledge----more closely resembles a well-trained dog than a 

harmoniously developed person.”                                                    

-----  愛因斯坦 

 

我們很同意，學校的作用不只是教給學生專長，更重要的是塑造一個各方面都

調和發展的人。因此，本系的教育理念乃在於培養學生自主學習的能力，自動解決

問題的能力，在求學上做到實事求是，精益求精。研究上做到大膽假設，小心求證。

為人上做到待人以寬，律己以嚴。處事上做到思路開放，行為謹慎。為灌輸學生此

中心理念，在落實上，老師們除了以身做則外，更利用機會教育學生。在此激烈競

爭的時代，如果沒有一個中心理念引導學生，訓練出來的學生可能與“一隻訓練有素

的狗”相差無幾，此為本系特色之一。 

除了上述的教育理念，在落實我們的教育目標上，我們必須讓學生看到未來。

因此，本系的目標是讓學生學習多元化。重點是在放射學科，但輔以醫學工程的知

識，目的在開拓學生的視野，也能為學生創造更為廣闊的出路。因此，本系的課程

中也兼顧醫學工程的內容，雖然無法完全納入，但醫學工程中的醫學影像處理因為

與放射學科習習相關，而成為本系發展的重點之一，此為本系特色之二。 

核心能力在確保學生擁有放射學所有的技術，並具備國考的能力。本系在教學

上網羅本校附設醫院放射診斷部的人才，開設多門專門性的課程。除此之外，因為

本校具有優良的醫院做為輔助，對學生在實踐上有極大的幫助，特別是在實習期間，

學生可以就地利用本院的設備及師資，所謂：實踐，是檢驗真理的唯一標準，此為

本系特色之三。 

 
2-2 以教育目標及核心能力為藍本，規劃本系課程 

依據教育目標，本系所開設的課程可分為「共同必修」、「專業必修」及「專

業選修」三部份，而各課程之授課目標均遵照所對應的教育目標，來詳加制定，而

授課內容之安排、配置，則以達成該課程之授課目標為依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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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 以課程評量做為反饋機制，改善教學內容 
    為了確實培養本系畢業生具備所制定的核心能力，我們採用了許多的評量方

法，包括各式的問卷調查表，做為老師授課時的參考，以互動的模式增加互相瞭解，

有助於老師瞭解學生的需求，改善教學內容或方式。 

定期舉行平常考試，標準化測驗，實驗報告，期末報告，實作成品等，並儘量

以定量的成績來評定學生是否已達到各課程所設定的授課目標，以期每位畢業學生

擁有本系各項的核心能力。  

對於上述之教育目標與核心能力的養成是否符合學生就業所需，以及是否合乎

學生攻讀碩士的需求，往往需待畢業學生就業或進入研究所深造後才能得知。因本

系成立僅6年，96年度才有第一屆畢業生，因此本系於97年5月中旬邀請畢業生回母

系開座談會，一方面將畢業後的經驗傳承給學弟妹，一方面也可將教育目標不足之

處回饋給母系知道，做為自我改善的依據。座談的重點包括：對就業的學生，本系

所開課程是否足夠，內容是否充份，對就業需求而言是否合適。對繼續深造的學生，

所開課程是否足以考研究所，內容需不需要深化或廣化等等問題。對無法參加的系

友也發問卷調查，回收他們的意見，做為本系自我檢討改善的基礎。 

 
2-4 突顯辦學特色，提昇競爭力 

相較於國內其他相關放射系，本系的辦學特色在網羅很多主治醫師擔任教學老

師，這些醫師有充份的臨床經驗，這些經驗是非常難得可貴的。他們的教學著重理

論與實踐兼顧，更能吸引學生專心聽講。除此之外，本系不但著重放射學門，同時

兼顧醫工學門，儘可能開拓學生學習視野，增加學生畢業後的競爭力。同時，為因

應未來中部科學園區的成長，本系正規劃和園區廠商做產學合作，一方面讓學生提

早認識產業界的生態，另一方面也讓學生能有到產業界實習的機會，增廣見聞，增

加歷練。 

另外，本系因應未來的需求，在醫工學門方面將重點強化醫學電子及醫學影像

的課程，醫學電子課程方面，培養學生對於電子硬體的認識。醫學影像的課程方面，

培養學生對於軟體工程的認識，特別是和放射學門結合的醫學影像處理方面的軟體

工程，此乃本系的辦學特色。 



 - 62 -

 
2-5 教學內容數位化、網路化 

教學內容數位化乃本校近年致力發展的方向之一，其目標是將所有的課程大綱

及內容數位化及網路化，要求老師的講義儘可能的上網，供修課學生下載，以利學

生於課後復習老師授課內容，此乃國際上的趨勢。 

目前本校已設置數位學習平臺(http://elearn.cmu.edu.tw/)，任課老師可透過此平

臺輕鬆的將教材大綱以及講義內容上網。除此之外，本校電算中心亦定期舉辦研習，

用以訓練教師使用該平臺。 

 
2-6 職場的參訪與訓練 

本系為提昇學生畢業競爭力，規劃不定期的職場參訪。此參訪的設計，目前已

實施的是參觀放射相關的研究所。而職場訓練課程則安排在大四上學期。 

原則上利用學期結束後第一個星期，學生即將放寒暑假時參觀國內的研究所。

本系教師曾於96學年度上學期結束前，帶領學生到國內陽明大學醫學影像及放射科

學研究所參觀，事後獲得學生們正面反應。參觀研究所的目的在於讓學生們認識國

內的相關研究所的研究方向，提前了解是否合乎自己的興趣，因為這是只有實際參

觀才能知道的，此亦為本系的辦學特色之一。 

 
(三) 問題與困難 
    本系創設於民國 92 年，創系之首任系主任何永仁醫師，勵精圖治，為系上發展

做出貢獻。然而凡事起頭難，創系之初，尚有許多問題留待解決，例如空間不足的

問題，短時間無法解決，此問題並非本系單獨的問題，而是本校地處市中心，發展

受到先天上的限制，此乃全球各都會大學都可能面臨的問題。又如基礎師資不足的

問題，乃肇因於草創初期尋覓專業人才不易。第二任系主任陳悅生教授就任後，致

力於解決各式各樣的問題，將於下一章節說明。 

 
(四)改善策略 
    陳悅生教授就任系主任後，首先致力解決師資不足的問題。經向學校大力爭取

師資名額後，陸續聘任國內外優良師資，97 學年度現有專任師資已達 16 人。其中，

助理教授級以上師資 9 位，臨床講師 7 位，生師比為 12.55，已大幅改善本系師資結

構。另外，本系樓地板面積也已大幅增加至 752.8 平方公尺，足夠本系規劃多間功

http://elearn.cmu.edu.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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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性實驗室及學生活動學習的空間。 

 

(五)總結 
    本系創系以來邁入第 6 年，從初期的篳路籃縷，到今天已具相當的規模及傲人

的教學成績，實屬不易。教師及學生合作無間，不斷的解決問題與困難。到今日，

低生師比(12.55)，高考照率(87.2%)，高報到率(96.1%)，不斷的提昇教學空間，講義

數位化，購置大型實驗設備，提供學生至國外見習等措施，在在說明本系的朝氣與

活力。今後，我們將以更高的期許要求自己，配合學校朝向頂尖大學及世界 500 大

的方向而努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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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項目二  課程設計與教師教學 
 

（一）現況描述 
 

本系97年度的專任教師有16位，包括教授2人、副教授2人、助理教授5人，講師

7人，均畢業於國內外知名大學，擁有豐富的專業素養及實務經驗，可發揮教師教學、

研究與輔導之作用。本系97學年度第一學期人數統計(教務處)大學部，一年級54人、

二年級56、三年級48人、四年級46人，共計204人。近二年新生報到率，因辦學績優，

新生報到率由95學年度(註冊數44人/分發數50人)的88%，大幅提升至96學年度(註冊

數49人/分發數51人)的96.1%及97學年度(註冊數49人/分發數51人)的96.1%。近三年

學生報到率、生師比、專任教師、學生總數相關資料，如圖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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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5 88 22.8 6 171 3

報到率 生師比 專任教師 學生總數 助理教授以上

 
圖 2-1 近三年學生報到率、生師比、專任教師、學生總數 

 



 - 65 -

 

2-1.系所規劃課程架構之理念（例如符合學生核心能力培養，以滿足市

場需求和社會發展的情形）為何？系所課程架構和內容與設立宗旨

及教育目標間之關係為何？ 
 

2-1-1 本系課程架構之規劃理念  
 

本系課程設計乃根據本校「仁慎勤廉」之辦學理念、健康照護學院之教育目標

「培育與時俱進跨學門領域之博古通今與博學多技的醫學家」與本系之教育宗旨「培

植放射線診斷、放射線治療、核子醫學、放射線輻射安全與醫學影像的專業人才」，

掌握基本學科精髓與科學分析、培養生物生理知識、傳授放射科學基礎知識、傳授

放射技術專業知識、培養人文素養及專業倫理、培養團對溝通及體認終生學習能力

(圖2-2)。訂定本系教育目標為：「培養放射技術、醫學工程、人文素養的專業人才」。

針對此三大方向，根據不同的重要程度訂定有八項核心能力，並以達到本校教學卓

越計畫的「能力化(competence)、人性化(compassion)、生活情境化(context)及整合建

構化(constructivism)」 4C核心價值培訓學生為主要架構，來進行課程的設計。 

 

 

 

 

 

 

 

 

 

 

 

 

 

 

圖2-2 校、院、系教學目標 

仁慎

勤廉

培育與時俱進跨學門

領域之博古通今與博

學多技的醫學家 

培植放射線診斷、放射線治療、核子醫

學、放射線輻射安全與醫學影像的專業

人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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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了實現本系設立之宗旨，學系在課程設計上特別加強醫術、藝術、服務與研

究學術的培養課程。因此，本系之課程規劃乃是依照教育目標，以期培養學生具備

各項之核心能力。放射技術學系是一門整合工程、物理、化學、數學、工程技術、

生物醫學科技、與臨床應用結合而形成的一項跨領域工程科學，其發展目的在於： 

 

1. 培植放射線診斷、放射線治療、核子醫學、放射線輻射安全與醫學影像的專

業人才； 

2. 開發新的醫學診斷、治療裝置或方法； 

3. 對生理系統或生理反應進行科學研究。 

 

本系成立的教育宗旨在於訓練學生具備紮實的放射線診斷、放射線治療、核子

醫學、放射線輻射安全與醫學影像的專業知識與技術、對基礎醫學的認識、以及對

放射本質與特性的深入了解，以解決在醫學或生物上所遇到的問題。期望由本系畢

業的學生均具備有利用放射科學理論和技術，以解決醫學與醫療問題的能力。在畢

業後無論是繼續深造或投身於臨床醫學產業擔任專任放射師、輻射防護師均勝任愉

快。本系堅持「循序漸進，循循善誘」的教學原則，設計以「基礎課程」為底，「生

物課程」為輔，「專業領域知識」為本，及「見實習課程」為證，來培養放射技術

系的學生，掌握基礎學科精髓之能力、具有生物生理的知識、具有醫學工程基礎知

識、具備放射技術專業知識、培養人文素養及專業倫理、培養團隊合作及終身學習，

經過這些課程學習期望學生畢業時具有之核心能力說明如下: 

 

2-1-2 系院校教育目標間之關係  
 

本系根據中國醫藥大學與健康照顧學院之教育目標訂定學系教育目標及八項核

心能力，並將本系教育目標及核心能力與健康照護學院、中國醫藥大學之教育目標

關聯性呈現於表2-1。而放射技術學系之八項核心能力如下所述：  

 

學系核心能力1 (基礎醫學) 

學生應學習解剖學，生理學與病理學等基礎醫學相關課程。此為奠定學生醫學知識

的基本課程，也是放射學門不可或缺的課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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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系核心能力2 (醫學物理學與輻射安全) 

學生應能掌握數學、物理及化學等基本學科精髓，並能進行科學分析與計算。因為

放射科學牽涉到輻射學，因此醫學物理與輻射安全實為奠定學生臨床操作的自我安

全保護與及對病人保護不可或缺的知識。 

 

學系核心能力3 (放射線器材學) 

培養學生具備醫學工程的基礎知識，讓學生擁有放射相關儀器設備的基本知識，包

括理論與操作的知識。 

  

學系核心能力4 (放射線診斷原理與技術學) 

教授學生放射診斷的基本原理、專業知識與事務操作技術。 

 

學系核心能力5 (放射線治療原理與技術學) 

教授學生如何利用放射線治療的原理與事務操作技術。 

 

學系核心能力6 (核子醫學診療原理與技術學) 

教授學生核子醫學等相關原理與技術學。 

 

學系核心能力7 (醫學工程) 

教授學生醫學影像處理及生醫工程相關之知識。 

 

學系核心能力8 (人文素養，團隊合作，終身學習) 

培養學生具備人文藝術的素養、能掌握社會及全球性課題、肩負對個人、社會與環

境等專業倫理責任之認知、培養學生的獨立人格、完善其對問題自主思考以及解決

的能力。培養學生具有團隊溝通合作的觀念，並體認終身學習的重要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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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1 健康照護學院與放射技術學系教育目標關聯表 

中國醫藥大學 教育目標 健康照護學院 教育目標 放射技術學系 

本系三大教育目標 本系八大核心能力 

【學系教育目標 1】

：培養放射技術 

【學系核心能力 1】：

基礎醫學 

 

【學系核心能力 2】：

醫學物理學與 

輻射安全 

 

【學系核心能力 3】：

放射線器材學 

 

【學系核心能力 4】：

放射線診斷原理與 

技術學 

 

【學系核心能力 5】：

放射線治療原理與 

技術學 

 

【學系核心能力 6】：

核子醫學診療原理與

技術學 

【學系教育目標 2】

：醫學工程 
【學系核心能力 7】：

醫學工程 

仁：醫道之所本(愛心)。

【學系核心能力 8】 

 

慎：科學之所依(真理)。

【學系核心能力 1~7】 

 

勤：敬業之所繫(處事)。

【學系核心能力 8】 

 

廉：行為之所歸(為人)。

【學系核心能力 8】 

培育與時俱進跨學門領

域之「博古通今」與「博

學多技」的醫學家。 

 

博古：傳統的基礎學門 

【學系核心能力 1~7】 

 

通今：現代的新興學門 

【學系核心能力 1~7】 

 

博學：時尚的前沿科學 

【學系核心能力 1~7】 

 

多技：當今的先進科技 

【學系核心能力 1~7】 

【學系教育目標 3】 

：人文素養的專業人

才 

【學系核心能力 8】：
人文素養，團隊合作，

終身學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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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3 課程設計與教育目標及核心能力之關聯性  

 

放射技術系課程設計首先將培養學生具備基礎數學、物理、化學、計算機工程

及博雅人文等能力。進一步再教育學生學習生理學、解剖學及病理學等相關基礎醫

學。另外，本系亦開設醫學工程相關課程，提供學生更多元的學習選擇。在學生完

成上述基本學習課程後，本系將以國考課程為主，藉以培育學生成為放射科學的專

業人才，課程間的關聯性，如圖2-3。而放射技術系課程架構設計為三部分：共同必

修、專業必修及專業選修，各課程之授課大綱與教育目標、核心能力之比對資料請

參照課程大綱相關佐證資料。共同必修課程（含通識課程10學分）主要依校院教育

目標與【學系核心能力1】與【學系核心能力8】訂定之，而專業必修與專業選修之

相關課程，則由放射技術學系課程規劃委員會依據【學系培育目標1】；亦即依照【學

系核心能力1】、【學系核心能力2】、【學系核心能力3】、【學系核心能力4】、

【學系核心能力5】與【學系核心能力6】進行規劃，並經系院校三級三審後開設。

有關本系必修課程內涵達成學系教育目標與學生具有之核心能力比對資料及關聯性

以九十六學年度課程規劃為例，請參見表2-2，而課程內涵達成學系教育目標請見表

2-2和表2-3，而各課程之相關教學進度表如佐證資料所示。本系教師專長均為放射

技術相關背景，開設專業必修課程均符合教師專長。專業選修課程係依教師研究專

長向放射技術系課程規劃委員會提出申請開設，或由放射技術系課程規劃委員會規

劃，並洽請適當師資授課。因此，放射技術系教師專長與教學科目配合度幾近為

100%。放射技術系師資中，授課科目之安排亦以專長符合為考量，期以專業學識與

經驗最適當之師資配置，達到教學之最佳成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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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2 中國醫藥大學 放射技術學系  必修科目學分表(96 學年) 

一年級( 36 學分) 二年級( 33 學分) 

課程科目 
學分

(上) 

學分

(下) 

備註: 

學系核心能力
課程科目 

學分

(上) 

學分

(下) 

備註: 

學系核心能力

國文(國文領域) 2 2 【1】 （人文及藝術選組） 2  【8】 

英文(外文領域) 2 2 【1】 解剖學 2  【1】 

憲法(社會領域) 2  【8】 解剖學實驗 1  【1】 

（人文領域） 2 2 【8】 應用數學(I) 2  【2,7】 

（歷史領域） 2  【8】 輻射度量學 1  【2】 

（自然領域） 2 2 【8】 輻射度量學實驗 1  【2】 

普通化學 2  【1】 放射物理學(I) 3  【1~7】 

普通物理學 2  【1】 醫學影像處理(I) 2  【7】 

微積分 
2 2 【1】 

醫學影像處理實驗

(I) 
1  【7】 

（歷史思維選組）  2 【1】 放射物理學(II)   2 【1~7】 

（社會科學選組）  2 【1】 放射物理學(II)實驗  1 【1~7】 

普通生物學  2 【1】 （社會科學選組）  2 【1,8】 

有機化學  2 【2】 生物化學概論  2 【1】 

全民國防通識教育 0 0 【1】 生理學  3 【1】 

體育 0 0 【1】 生理學實驗  1 【1】 

    放射化學  2 【2】 

    放射化學實驗  1 【2】 

    放射生物學   2 【1】 

    放射切面解剖學  2 【1】 

    體育 0 0 【1】 

學期總學分數 18 18  學期總學分數 15 18  

三年級( 32 學分) 四年級( 24 學分) 

課程科目 
學分

(上) 

學分

(下) 

備註: 

學系核心能力
課程科目 

學分

(上) 

學分

(下) 

備註: 

學系核心能力

病理學 2 
 【1】 一般及特殊 X 光診

斷技術學實習 
4 

 
【4】 

磁振造影技術學 2  【3】 核醫造影技術學實 2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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習 

放射診斷儀器學 2  【4】 超音波技術學實習 1  【4】 

放射治療儀器學 2  【5】 磁共振技術學實習 1  【4】 

核子醫學儀器學 2  【6】 X 光電腦斷層技術

學實習 

1  
【4】 

放射影像原理 2  【1】 X 光心導管技術學

實習 

1  
【4】 

放射診斷技術學 2 2 
【4】 核醫藥物暨放射性

同位素治療實習 
1 

 
【6】 

放射診斷技術學實驗 1 1 【4】 放射治療技術學實

習 
2 

 
【5】 

臨床放射治療技術學  2 【5】 醫學物理學實習 

(劑量學) 

1  
【2】 

臨床核醫技術學  2 【6】 醫學物理學實習 

(治療計劃) 

1  
【5】 

臨床醫學概論  2 【1】 模具製作暨模擬攝

影實習 

1  
【4~5】 

放射診斷學  2 【4】 醫學物理學實習 

(輻射安全) 

1  
【2】 

超音波學  2 【3】 牙科放射線技術學

實習 

1  
【4】 

保健物理學  2 【2】 放射技術特論  2 【1~7】 

特殊攝影技術學  2 【4】 書報討論   2 【1~8】 

臨床見習 0  【1~8】 輻射安全學  2 【2】 

學期總學分數 15 17  學期總學分數 18 6  

合計必修共 125 學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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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3 中國醫藥大學 放射技術學系  選修科目學分表(96 學年) 

一年級( 2 學分) 二年級( 29 學分) 

課程科目 
學分

(上) 

學分

(下) 

備註: 

學系核心能力
課程科目 

學分

(上) 

學分

(下) 

備註: 

學系核心能力

有機化學實驗  1 【1,2】 細胞生物學 2  【１】 

普通生物學實驗  1 【1】 醫用電子學(I) 2  【2,7】 

    醫用電子學(I)實驗 1  【2,7】 

    分析化學 1  【１】 

    放射科學與技術概論 1  【1~7】 

    專題研究(I) 2  【1~7】 

    程式語言 2  【7】 

    醫學影像處理(II)  2 【7】 

    
醫學影像處理實驗

(II) 
 1 【7】 

    專題研究(II)  2 【1~7】 

    應用數學 (II)  2 【1~7】 

    臨床工程概論  2 【7】 

    生物資訊概論  2 【7】 

    腫瘤生物學  2 【１】 

    醫用電子學(II)  2 【2,7】 

    醫用電子學(II)實驗  1 【2,7】 

    
影像檢查病人安全與

急救 
 2 【1~8】 

學期總學分數 0 2  學期總學分數 11 18  

三年級( 24 學分) 四年級( 9 學分) 

課程科目 
學分

(上) 

學分

(下) 

備註: 

學系核心能力
課程科目 

學

分

(上) 

學分

(下) 

備註: 

學系核心能力

核醫藥物學 2  【6】 高溫腫瘤熱治療學  2 【5,7】 

應用數學( )Ⅲ  2  【2】 輻射劑量學  2 【2】 

輻射分子生物學 2  【１】 
骨質密度測定及紅

外線掃描 
 1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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放射治療劑量學 2  【1~7】 專題報告  2 【1~7】 

專題研究(Ⅲ) 2  【1~7】 醫務管理學 0 2 【2~8】 

專題研究(Ⅳ)  2 【1~7】     

電腦斷層學  2 【4】     

電磁學  2 【1,7】     

近代物理學  2 【1,7】     

模式識別   2 【7】     

模式識別實驗   2 【7】     

PACS 原理與應用   2 【7】     

學期總學分數 10 14  學期總學分數 0 9  

合計選修共 64 學分 

附註：一、畢業最低學分數 140 學分(必修 125 學分，選修 15 學分中必須含 10 學分本系

選修課程)。 

二、軍訓一年級，體育一至二年級為必修科目，不計學分，不及格者不得畢業。 

三、臨床見習，2 升 3 年級之暑假開始(7 月 1 日起至 7 月 31 日止)。 

四、臨床實習，3 升 4 年級之暑假開始(7 月 1 日起至隔年 1 月 31 日止)。 

五、臨床見習為三年級必修科目，不計學分，不及格者不得畢業。 

 

 

 

 

 

 

 

 

 

 

 

 

 

圖2-3 放射技術學系課程架構 

 

含通識課程含通識課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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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系所負責課程規劃設計之機制為何？定期開會及決議執行情形為

何？ 

 
2-2-1 課程規劃設計之機制  

 

本校設置三級課程規劃委員會，分別是校課程規劃委員會、各學院(中心)課程

規劃委員會、各系(所)課程規劃委員會，採取三級三審的方式進行嚴謹的課程規劃。

校級課程規劃委員的執掌包括審議各學院(中心)課程規劃委員會所提報之課程規劃

和課程計劃表，以及專業必修課程之設立、異動等相關議題，審議跨院系學程之設

立和課程規劃，以及評鑑全校課程實施之成效。校課程規劃委員會審議之結果，最

後須經教務會議決議通過方得執行。本系課程委員會定期檢討整體課程內容與設

計，以符合日新月異之生物醫學影像暨放射技術領域。並定期邀請學生代表與校外

代表(畢業校友)參加系課程委員會議，多方角度提供意見，更甚地，本系除利用學

校所提供之教學評量系統外，對於各個課程接自行設計相關問卷於學期結束前調

查，以瞭解學生學習之效果與反應，同時可作為下次教學之參考，同時於學生學習

反應效果較差之課程會請任課老師提出說明並提出改進措施，以確保教學品質。因

此，本系課程發展與規劃設計流程如圖2-4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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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2-4 課程設計特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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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2 課程規劃委員會  

 

放射技術學系課程規劃委員會組成乃依據本系「課程規劃委員會設置要點」設

立，其主要職掌：  

1. 初審新開設專業課程 

2. 初審異動之課程(含停開、學分數、必選修及學年學期異動等) 

3. 初審「新生四年課程計劃表」 

其他相關因素之考量，如：新開設課程與教師專長之配合、與系發展方向之

配合、與現有課程之關聯性、學生畢業總學分數之異動等 

4. 定期對現有課程做檢討，若有不合時宜之課程，應予提報刪除或修正 

 

而委員會召集人由系主任或由系推薦專任教師擔任，其餘委員由本系專任教

師、校內外委員專家以及學生代表至少各一人組成，委員至少六至八人，任期一年，

得連任之。必要時得邀請相關人員列席。本委員會對於各項議案經討論後，再將審

議結果提報系務會議討論，決議後再送院課程規劃委員會討論決議，經三級三審後

定案實施。  

本系目前依照95年5月所決議之系教育目標與核心能力，重新檢視規劃課程內

容，並按照已制訂之「課程規劃委員會設置要點」執行課程設計與規劃之相關事宜，

未來將依循此模式持續調整課程規劃，以符合市場需求與社會發展。系課程規劃委

員會委員，如表2-4。 

 

表2-4 系課程規劃委員名單 

97學年度 

陳悅生、姚俊旭、何永仁、劉靖、孫盛生、程大川、黃宗祺、許

世明、楊世能、林維卿、莊佩娟（學生代表）、陳怡珊（系友會

代表）、黃乙哲（系友會代表）、趙敏（院外代表） 

96學年度 

陳悅生、何永仁、梁基安、施子卿、蔡伯邦、楊世能、孫盛生、

程大川、林思妤（學生代表）、李國泰 （學生代表）、梁基安（院

外代表）、黃乙哲（系友會代表） 

95學年度 

陳悅生、何永仁、梁基安、施子卿、程大川、蔡伯邦、楊世能、

孫盛生、陳東明、蕭安成、陳怡珊（學生代表）、李尚熾（院外

代表）、吳東信（院外代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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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系所提供學生有關修課輔導的方式為何？ 
 

2-3-1 導師對學生的修課輔導  
 

本系共有大學部4班，導師輔導以採雙導師制度進行，亦即每班導師人數配置為

兩名，一名以臨床醫師擔任導師，另一名以基礎學科教師擔任導師。由於本系專業

科目繁重，因此導師工作在學生修課輔導上扮演重要角色，除輔導學生學習上之問

題，並關心學生在校期間的行為表現，依情況給予學生心理輔導，並於課餘時間進

行校外住宿訪談，了解學生生活狀況。排課盡可能讓導師能夠教授自己導生班級，

除了能增加導師與學生互動外，更讓老師能夠就近觀察導生的學習狀況及學習態

度，適時的提供協助與輔導，隨時給予學生正面的鼓勵，以自身求學及生活經驗，

提供建議讓學生作為參考。導師亦與學校輔導室建立轉介制度，將學生輔導問題與

諮商輔導組合作，或轉介給專業人士進行輔導，健全學生之身心發展。 本校訂有期

中預警制度，於期中考週結束後兩週內，任課教師需提供成績不佳之修課學生名單，

由教務處課務組彙整轉知修課學生與導師，本系並將該結果專函通知學生家長，期

使家長與學校獲得良好溝通，並使家長充分瞭解學生的學習狀況。導師也會同時與

學生面談，瞭解學生的困難與障礙，提供適當之建議與幫助、並與學生家長聯絡溝

通。此外，為輔助學生順利通過專門職業及技術人員高等暨普考醫事人員考試醫事

放射師考試，於四年級下學期安排系上老師增加國考複習並訂定國考成績優秀獎勵

辦法(參見放射技術學系「專門職業及技術人員高等暨普通考試」之獎勵學金計畫)。 

如第一屆畢業生其中3位學生分別高中全國排行榜第三名(蘇峰毅)、第四名(應承

達)、第六名(林煒柔)，在97年5月17日系友回娘家活動中，分別獲得獎勵金10,000元、

5,000元 和 5,000元。 

 

2-3-2 利用系主任時間對學生的修課輔導  
 

本系於每學期初皆會利用系週會時間舉行系員大會，由系主任主持，全系學生

出席並邀請所有老師參加，除了對學校相關規定說明與宣導外，並留下部分時間提

供學生對學期課程與生活上提出疑問，並由各擔任科目老師加以說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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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3 以老師課輔時間進行學生的修課輔導  
 

97學年本系每位專任老師均安排課輔時間(office hour)，每週至少4小時(請參見

表2-5)。其功能為課業輔導與學生面談，補充教課時數的不足，提供學生解惑的機

會。並將每位專任老師之課輔時間上網公布於校內之「應用資訊系統」以及張貼在

各老師辦公室入口，且於每學期初與課程大綱一併更新，方便學生安排時間與老師

面對面諮詢溝通。 

 

表 2-5 專任老師均安排課輔時間(office hour) 

教師 星期一 星期二 星期三 星期四 星期五 

陳悅生 1234     

姚俊旭    5678  

劉靖 12 12    

何永仁  8  78  

施子卿 1234     

程大川   1234 1234  

孫盛生 1234     

蔡伯邦 5678   5678  

楊世能 56  56   

黃宗祺    1234  

許世明  5678    

劉峻成  1234  5678  

林維卿  78  78  

林昭君  1234    

楊明祥 1234   5678  

 

2-3-4 應用網路資源提供學生的修課輔導  
 

中國醫藥大學已實施上網建置開課課程相關資訊與簡介並公布於校內之「應用

資訊系統」，以方便學生隨時上網查閱與下載，對於教學相關資訊之取得、教學品

質之提升有明顯幫助。各開課課程建置內容包括：課程內容簡介、教學大綱、教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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書、學習成績之評定方法等。此外，任課教師亦會在開學第一週將上述內容再詳細

說明，以提供同學在加退選課程上的選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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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系所根據師生對課程意見回饋，檢討修正課程規劃與實施情形為

何？ 
 

2-4-1 課程發展與改進管道  
 

1. 各年級修課課程皆已循序漸進方式進行，部分專業必修課程更有擋修規

定，以加強學生之學習品質。為使學生能充分了解與善用放射技術系課程

規劃，於新生入學時即發予新生大學部「新生四年課程計畫表」(請參見表

2-2和表2-3)。放射技術系選修課之開設，則透過選課意願調查方式了解學

生選課意向。 

 

2. 每學期末各課程均有教學意見評量，由選修學生上網填寫，其建議與回應，

除列入教師升等之教學成績評量和教學優良教師書面成績評量外，同時可

作為下次教學之參考，並於學生學習反應效果較差之課程委請任課老師提

出說明及提出改進措施，以確保教學品質。  

 

2-4-2 教學評鑑相關措施  
 

1. 本校積極進行教學意見評鑑調查，以提昇教師教學品質。校內設有「教學

意見網路調查實施辦法」，於每一學期末透過網路進行教學意見調查，由

學生針對每一門正在修習的課程，不記名上網填寫「教學意見調查表」(參

見相關佐證資料)，於該學期成績結算完成後，由課務組彙整，提供教師一

份完整報表及書面意見。 

 

2. 教學意見調查之統計數據，除提供任課教師及本系作為教學改進之參考

外，並作為本系教師升等時評定教師教學成果之重要依據。 

 

3. 為鼓勵學生們踴躍上網填答「教學意見調查表」，以提高問卷有效完成率，

凡是所有科目皆填寫教學意見調查表者，於下學期選課時可優先上網選

課。本系學生完成率每學期超過90％的完成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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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本類組部分課程亦於學期結束後，由授課教師自行請學生針對該課程之實

施內容進行不具名之意見調查，以提供教師們作為教學改善之參考。  

 

2-4-3 教學評鑑結果之運用情況  
 

1. 由本校課務組彙整「教學意見調查表」之質性選項部分，經初步分析後，

提供教師一份完整報表及書面意見，使教師了解學生觀點，以為教學改善

之依據；系主任可申請調閱全系開設課程之學生教學評量問卷資料，就學

生評比分數與評語，與課程規劃委員會討論，作為每學期開設課程及任課

教師選擇依據參考，以回應學生意見。 教務處得針對調查反應極差及特殊

個案，陳報校長或提請相關檢討工作。 

2. 每學期結束前，教務處統計各教師評鑑結果為之「教學意見調查統計結果

報表」，由課務組提供近三學期之「學生教學意見調查結果」統計分析(參

見相關佐證資料)，供本系檢討改進。 

3. 針對學生教學意見進行檢討修正課程規劃及任課教師之選擇，教學品質明

顯上升，學生學習動機增強。對於教學成果良好的教師，由各系推薦參加

院級與校級傑出教學教師的選拔。 

4. 系所評鑑推動委員會為了解各位教師對於學系各方面辦學的意見和滿意

度，進行「教師之自我評鑑問卷調查」評量。 

 

2-5.專兼任教師之數量與素質是否滿足教學和學生學習需求程度？ 
 

2-5-1 專任教師人數  
 

放射技術學系 97 學年度教師現有專任 16 人；兼任 16 人：專任教師含教授 2

人、副教授 2 人、助理教授 5 人、講師 7 人；兼任教授 1 人、兼任副教授 4 人、兼

任講師 11 人。本學系專兼任教師，均畢業於國內外知名大學，擁有豐富的專業素養

及實務經驗，可發揮教師教學、研究與輔導之作用。近三年專兼任教師與生師比，

如表 2-6。 

 

表2-6 近三年專兼任教師人數及生師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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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年度 專/兼教授 專/兼副教授 專/兼助理教授 專/兼講師 生師比 

97 2/1 2/4 5/0 7/11 12.55 

96  1/1 2/4 3/0 7/11 20.4 

95  1/1 0/2 3/0 3/10 22.8 

 

2-5-2 教師的專長應能涵蓋其相關領域所需的專業知識  
 

本學系專任教師之聘任以其學術專長、研究領域、學歷與實務經驗來考量，並

經系、院、校教評會三級三審通過後始聘任之。兼任教師之聘任方式原則上以彌補

本系現有師資專長上之不足，並具有相符學歷、專長與實務經驗為優先考量。目前

僅在極少數課程聘請兼任教師授課，所聘兼者均為學有專長之實務專家，因此學生

在理論與實務方面，能有機會接觸到更廣泛的知識範疇。  

本系教師的專長詳見教師專業分析表，由相關領域的教師負責本系的專業必、

選修課程之教學，皆符合其學術專長與專業研究領域，開設相關課程，使學生獲得

最大受益。除秉持教學認真負責之優良傳統之外，更積極發展研究學群整合團隊，

提昇學術研發能力，以積極邁向學術國際化之目標前進。目前本系依教師之相關專

長領域規劃有「放射科學」和「醫學工程」重點發展方向(請參見表2-7)，並配合學

院之發展政策，增設跨領域專業學程，鼓勵學生多元化專長學習。本系教育的主要

目標為培植放射線診斷、放射線治療、核子醫學、放射線輻射安全與醫學影像的專

業人才。本系的課程設計是以物理、化學、數學基礎科學，及電腦資訊課程為入門

再循序進入生物醫學工程相關課程。本系教師學歷如表2-7所示，各教師均依據個人

專長適當支援各領域教學，使得本系學生能獲得最大的學習成效。 

 

表 2-7 97 年專兼教師研究領域及專長 

姓名 職稱 最高學歷 研究領域及專長 授課課程 

陳悅生 
專任 

教授 

美國愛荷華州立大

學醫學工程博士 
醫學工程 

臨床工程學、專題研

究、專題報告 

姚俊旭 
專任 

教授 

中原大學 

化學系博士 
醫學工程 

放射診斷器材學、 

生物醫學工程概論 

劉靖 
專任 

副教授 

國立中興大學 

物理研究所博士 

非線性物理、 統計

物理、原子物理 

普通物理學、電磁學、

近代物理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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施子卿 
專任 

副教授 

大同大學 

機械工程博士 

生醫熱傳、 

熱治療、超音波 

程式語言、臨床工程學

概論、放射治療儀器

學、超音波學、高溫腫

瘤熱治療學、治療用超

音波學專論、普通物理

學 

何永仁 
專任 

助理教授

國防醫學院 

醫學系學士 
放射治療 

放射科學與技術概論、

放射切面解剖學、 

臨床醫學概論、特殊攝

影技術學、放射診斷

學、 

電腦斷層學、放射學專

論 

程大川 
專任 

助理教授

國立成功大學 

醫學工程博士 

醫學影像、 

模式識別 

醫學影像處理、 

醫學影像處理實驗、 

醫用電子學及實驗、 

模式識別及實驗 

黃宗祺 
專任 

助理教授

美國德州西南醫學

中心博士 
放射治療 

放射物理學、放射物理

學實驗、輻射安全學 

許世明 
專任 

助理教授

國立陽明大學 

生醫影像暨放射科

學系博士 

輻射度量、 

放射物理 

放射物理學、保健物理

學 

謝佳宏 

專任 

助理教授

(合聘) 

國立陽明大學/ 

生醫影像暨放射科

學系博士 

分子基因影像及治

療、放射化學 

分子影像、分子醫學、

腫瘤生物學、分子細胞

生物學、放射生物學、

放射腫瘤學、核子醫學

孫盛生 
專任 

講師 

中國醫藥大學 

醫學士 

核子醫學、 

正子掃描 

臨床核醫技術學、 

書報討論 

蔡伯邦 
專任 

講師 

國立陽明大學 

醫學士 

特殊攝影技術學、

臨床醫學概論 

放射線學概論、 

放射線學 

楊世能 專任 中山醫學大學 頭頸部放射線治療 臨床醫學概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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講師 醫學士 放射診斷學 

楊明祥 
專任 

講師 

中山醫學大學 

醫學碩士 

介入性神經放射線

學、神經放射線學

臨床醫學概論、 

放射診斷學 

劉峻成 
專任 

講師 

中國醫藥學院 

中醫學士 
胸腔放射 

臨床醫學概論、 

放射診斷學 

林維卿 
專任 

講師 

中國醫藥學院 

醫學士 

腹部影像、特殊及

介入性放射 

臨床醫學概論、 

放射診斷學 

林昭君 
專任 

講師 

高雄醫學大學 

醫學士 
腦部功能磁振造影

臨床醫學概論、 

放射診斷學 

謝栢滄 
兼任 

教授 

中原大學 

化學博士 
放射化學 

放射化學、放射化學實

驗、核醫藥物學 

劉百栓 
兼任 

副教授 

國立中興大學 

化工博士 
生醫材料 應用數學 

許世宗 
兼任 

副教授 

國立交通大學 

管理科學碩士 
醫學影像 電腦斷層學 

陳東明 
兼任 

講師 

亞洲大學健康管理

碩士 
放射診斷 

放射科學技術概論、 

放射診斷技術學及實驗

蕭安成 
兼任 

講師 

國立陽明大學 

放射碩士 
放射物理 

放射物理學、 

輻射度量學及實驗 

林明佳 
兼任 

講師 

中國醫藥大學 

醫學碩士 
核醫藥物學 核醫藥物學 

劉光筠 
兼任 

講師 

國立成功大學 

資訊工程碩士 
放射影像 PACS 原理與應用 

藍仁鴻 
兼任 

講師 

德國斯圖佳大學物

理碩士 
放射物理 放射物理學及實驗 

謝宜璋 
兼任 

講師 

中原大學 

醫學工程碩士 
醫學工程 醫用電子學及實驗 

顏國揚 
兼任 

講師 

國立陽明大學 

放射碩士 
核子醫學儀器 核子醫學儀器學 

陳君明 
兼任 

講師 

國立中興大學 

電機碩士 
磁振造影技術 磁振造影技術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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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志明 
兼任 

講師 

國立中興大學 

生命科學碩士 
磁振造影技術 磁振造影技術學 

黃麒昌 
兼任 

講師 

亞洲大學 

生物科技學碩士 
PACS 系統 PACS 系統 

 
 
2-5-3 師生比情形、師資改善計畫落實情況與未來成長計畫  
 

1. 放射技術系（97學年度大學部一年級54人、二年級57人、三年級48人、四

年級45人，共計204人； 96學年度大學部一年級49人、二年級48人、三年

級45人、四年級42人，共計184人）生師比已達一般規定，為強化教學效果

與小班教學目標，放射技術系未來仍將持續增聘師資，以達到更佳之師資

結構與素質。 

 

2. 因應國家發展政策與國科會重點研究方向，將逐年敦聘博士學歷以上之專

業人才擔任放射技術系專任教師。計畫擬聘的教師將著重尖端生醫科技的

專業人才，期與國家政策結合，培訓國家發展所需要的人才，提升醫學影

像及放射技術相關產業之人力素質。 

 

3. 對於教師個人發展，則依據教師之研究工作給與充分協助。本系目前已分

別設立五間特色實驗室，計有：輻射度量實驗室、光學影像暨分子光學探

針實驗室、核醫影像暨放化實驗室、電子學實驗室及醫學影像照射實驗室

等，提供教師之研究工作進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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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6.系所是否確保學生充分瞭解學科之教學目標與內容？ 
 

2-6-1 教學目標與內容說明之現況  
 

本系各項課程之教學目標與大綱，各任課教師於每學期開學前皆會輸入至本校

之「應用資訊系統」中，以方便學生查詢。另外於學期開始第一次上課時，各任課

教師亦會於課堂上對學生說明課程大綱與內容以及其他相關課程所需之要求，使學

生於開始上課之前對於課程內容能有一定程度之瞭解，幫助學生掌握課程要點並能

迅速進入狀況。  

 

2-6-2 教學目標與內容學生瞭解程度之調查  
 

本系學生於事前上網查詢課程目標與內容大綱，以確保學生能充分瞭解。另外

調查表中亦可發現，學生於學期課程後對授課內容之瞭解程度尚未達滿意之程度。

未來本系將持續改進，希望可以朝「學生上網查詢課程目標與大綱達成率90%」的

目標持續改進。  

 

2-7.系所空間與設備，是否滿足教師教學與研究所需？是否有專門人力

提供教學等相關支援服務？  
2-7-1 系所地點與教學空間  

放射技術學系能自行支配之空間約有752.8平方公尺，主要有三部份，一辦公室

位於安康大樓三樓，有7間基礎教師研究室(約103.45平方公尺)，二是位於柳川教學

大樓二樓的醫學影像實驗室(含X光室、CR系統及其操作室，共計約29.15平方公尺)

與電子學實驗室(約70.2平方公尺)，三是第二醫療大樓地下二樓的系辦公室、放射化

學實驗室、輻射度量實驗室、光學影像暨分子光學探針實驗室(約550平方公尺)，詳

述如表2-8，然而，因應學系自我評鑑委員之建議如：(1)現有教學空間分散於各區，

在管理與資源應用需多加注意；(2)研究生專題生到老師研究室討論研究進度等問

題，本系與學校充分溝通與研議後，決定將放射技術學系主要教學、研究及行政之

空間整體規畫於癌症中心六樓，並於九十七學年度第二學期完成遷移。 

本系自行支配之空間，除了可以充分的提供本系之教學使用外，本系之教師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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利用課餘時間於此些空間進行其個人之研究且能與相關各科的講解課程配合，充分

發揮實驗課程的效果。每間教學實驗教學實驗室均通風良好，安全設備齊全，符合

各特殊實驗室的標準。學校對於本系教學設備亦充份支援，提供教師及學生舒適的

學習空間。另外，本系也獲得教育部顧問室提供的放射技術教育改進計劃經費，其

經費也全部投入改善教學設備上，以提昇教學品質及符合教育部補助的初衷。而本

系教師也常與校內他系所的老師進行研究合作，在儀器設備上除由系上老師國科會

與相關計劃購買置於放射技術系之教學實驗室內，對於其它較貴重之儀器使用上也

能獲得其他系所或研發處之貴重儀器組和實驗動物組有效的支援。除此之外，為整

合全國醫藥資源，本校與台北醫學大學、高雄醫學大學3校於95年9月12日在教育部

部長杜正勝的見證下，已共同簽訂「策略聯盟合作議定書」，正式結為聯盟學校，

共同分享學校教學資源。本校於中部地區也積極尋求合作關係，現已與中興大學、

亞洲大學、東海大學及逢甲大學四校簽訂合作協定，提升本校學術研究水準。其中

與逢甲大學及東海大學進行三校教學卓越計畫策略聯盟協商中。並於95年首次舉辦

「夏日大學」課程，總合各校發展特色，鼓勵三校學生修習不同領域之通識課程。

除與國內各大學合作之外，與國際接軌也是本校極欲追求的目標之一。「國際雙向

交流」為學習與認證國際化計畫執行重點之一，積極鼓勵學生於暑假期間至國外見

習。96年暑假已有5名學生出國見習(表2-9)，95年暑假則有2名學生出國見習，做為

本校學生出國見習的開端及鼓勵優秀醫學生前往國外見習，增進國際雙向學術交

流，建立學生世界觀，將本校推上國際舞台。 

 

2-7-2 教學設備  
 

為提供學生一個隨時可以取得參考資訊之環境，本校已完全架構無線上網之環

境，可供學生於校園任一角落充分利用。另本校所成立的電腦教室，配備有七十部

以上最新個人電腦，可供課堂或課餘的使用。另外，在學校大力支持下，本系已於

本校立夫醫療大樓地下二樓及柳川大樓二樓分別設立五間實驗室，分別是輻射度量

實驗室、光學影像暨分子光學探針實驗室、放射化學實驗室、電子學實驗室與醫學

影像照射實驗室。這些教學實驗室，除了提供系內教學使用外，也可供本系學生於

課餘課業輔導使用。為了落實各專業課程教學內容，本系已陸續增購醫學影像、放

射化學、放射物理及輻射度量實驗等相關教學設備，設備清冊請參見相關佐證資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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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2-8 放射技術學系空間分配 

 

 

 

 

 

 

 

 

 

 

 

 

 

 

 

表2-9 出國見習人數及見習單位 

 

2-8.教師教學科目是否與個人學術研究領域相結合，以及教學工作負擔

是否合理？ 
 

2-8-1 教師教學科目與教師專長  
 

目前本系開設之必、選修課程皆與本系專兼任老師之學術研究領域結合(請參照

表2-7)，應足可負擔本系之必選修課程需求。 

學年

度 

美國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Irvine, College of 

Medicine, John Tu and Thomas Yuen Center for 

Functional Onco-Imaging,） 

德國 

(Muenster University, 

Department of Mathematics 

and Computer Science) 

96  3 (施涵倪、許斐婷、許詠傑) 2 (蕭凱嘉、王昱智) 

95  2 (許詠傑、鄒孟君) 0 

區域 名稱 總面積 

（A）安康大樓 3 樓 基礎教師研究室 103.45m2 

1.醫學影像照射實驗室 29.15 m2 
（B）柳川大樓 2 樓 

2.電子學實驗室 70.2 m2 

1.分子醫學影像實驗室 

2.放射化學實驗室 

3.輻射度量實驗室 

（C）第二醫療大樓 
地下 2 樓 

4.系辦公室及系學會空間

550 m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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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8-2 教師教學工作負擔  
 

老師除擔任學校行政工作外，大部分的時間都能適當的分配在教學與研究上，

各學年度本系教師所擔任之課程與時間分配表。本系目前因多位教師擔任學校行政

職務，因此每週授課鐘點數明顯較未擔任行政職之教師來的少，目前本校規定專任

教師超鐘點時數上限為4個鐘點，而本系目前為擔任行政職務之教師，其超鐘點時數

皆未大於四，符合學校規定，應尚屬合理。為讓老師有更多時間從事學術研究，未

來於安排授課鐘點時將會審慎考慮老師之教學負擔。  

 

2-9.系所提供教師教學專業成長管道與機會，以及獎勵教師卓越教學表

現的情形為何？ 
 

2-9-1獎勵教學辦法與措施 
 

本校為鼓勵教學優良教師，肯定其在教學上的努力與貢獻，特訂定「中國醫藥

大學教學優良教師遴選與獎勵辦法」。凡在本校任教滿三年以上之專任(含互聘、留

職留薪、留職停薪)教授、副教授、助理教授及講師，並有講授課程者，均得為「教

學優良教師」遴選之候選人。「教學優良教師」遴選之候選人應於教學實務、課程

設計、輔導諮詢、行政領導、教育研究或授課意見調查優良等領域上有卓越事蹟。

「教學優良教師」一次核予一年﹔三次獲頒「教學優良教師」者，另頒贈「教學傑

出教師」獎牌，嗣後不再成為「教學優良教師」遴選之候選人。「教學優良教師」

每學年之遴選以系所為單位，每系所以選出一位系所級教學優良教師為原則；惟教

師人數少於十位之系所每兩年遴選一次，教師人數多於十五位之系所每增滿十五位

則多遴選一位。各學院及通識中心應成立「院教學優良教師初選委員會」，院長為

召集人，由各系所資深教授(非遴選候選人)選出二名組成之，開會時並請人事室代

表列席。遴選委員會須三分之二(含)以上委員出席始可開議，並須出席委員三分之

二(含)以上同意始可決定院級教學優良教師；惟院級教學優良教師不得超過該院系

所教學優良教師總數一半以上，並向全校「教學優良教師遴選委員會」推薦參加全

校教學優良教師遴選。全校「教學優良教師遴選委員會」由校長聘請教務長及各學

院及通識中心資深教授(非遴選候選人)各二名組成之，教務長為召集人，開會時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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請有關院長及人事室主任列席。遴選委員會須三分之二(含)以上委員出席始可開

議，並須出席委員三分之二(含)以上同意始可決定全校教學最優良教師，惟全校教

學優良教師不得超過院級教學優良教師總數一半以上。遴選委員之任期一年，由校

長任命之。當選之各級「教學優良教師」均頒獎牌(乙面)及獎金(系所級五萬元、院

級十萬元、校級十五萬元)，並選擇適當場合頒發，另在校內外刊物上廣為報導，以

資表揚。 

 

2-9-2獎勵研究辦法與措施  
 

1. 鼓勵專任教師從事研究，本校特別訂定「菁英教師國外研究獎勵辦法」，

本系施子卿老師榮獲本校「中國醫藥大學菁英教師國外研究計畫」至美國

加州大學爾灣分校(功能性腫瘤影像中心)(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Irvine, 

John Tu and Thomas Yuen Center for Functional Onco-imaging)研究一年。 

2. 為鼓勵專任教師從事研究，本校特別訂定「校內專任教師研究獎勵辦法」，

以核減教師之授課鐘點，實質鼓勵教師進行研究，核減對象為主持行政院

國家科學委員會計畫或獲行政院國家科學委員會研究獎勵之教師，核減之

鐘點最高可達四小時，大幅地減少了教師之教學負擔，使其可以有更充裕

的時間進行研究工作。 

3. 本校有鑑於期刊發表乃是教師研究成效的指標之ㄧ，乃特針對期刊論文之

發表給予獎勵，以鼓勵教師積極將研究成果彙整成期刊論文。 

 

論文獎勵部份： 

 

(一).每篇依期刊論文計分方式計算點數，每一點再依預算決定金額。 

(二).非 SCI 等級論文，而為中國醫藥大學或附設醫院所創刊之醫學研究雜誌，

則期刊排名加權分數為 1.0。 

(三).在國內外學術會議發表論文，口頭論文每篇獎勵費：國內：壹仟元，國外：

肆仟元；壁報論文每篇獎勵費：國內：伍佰元，國外：貳仟元。 

 

論文刊登補助部份： 

(一).補助論文超頁費，英文修改費及彩色圖版所需的費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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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論文抽印本補助。 

 

4. 本校為鼓勵教師積極參與國際學術會議，特訂定教師出席國際會議獎勵辦

法。教師參與國際研討會除可向相關單位申請補助外，本校亦同時提供一

萬元之補助款，且不限次數，以減輕教師往返外國參加國際會議之負擔。 

5. 為鼓勵專任教師積極進行研究，訂定「中國醫藥大學校內專題研究計畫補

助辦法」，且為鼓勵教師申請國科會整合型計劃，特補助整合型研究人事

費、差旅及研討會註冊費、相關耗材費之總額達五十萬元，為教師研究經

費給予實質的鼓勵。 

6. 在學術研究方面，除積極鼓勵教師申請相關研究計劃外，本系積極申請舉

辦國內、外學術研討會，2005及2008年舉辦中華民國中西醫藥應用與工程

科技研討會年會。本系亦定期舉辦學術演講，提供全系師生與外界交流的

機會，透過各產官學界專家提供的最新訊息，讓本系的研究發展能與世界

接軌。另邀請業界實務專家蒞校演講、安排兼任課程、協同教學、醫院參

觀，達到學以致用之效果，以及增加本系畢業學生就業機會。 
 
 

2-10.教師根據學生教學意見反應，進行教學改進與提升教學品質的程

度為何？ 
 

放射技術學系教師根據學生教學意見反應、教師訪視見實習學生活動座談

會及學生見實習期間醫院與學生雙向回饋意見、畢業校友對課程改善意見等，

在系課程會議進行教學改進與提升教學品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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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特色 
 

１、透過完善之規劃機制，設計本系的課程  
相較於國內其他相關放射系，本系的辦學特色在網羅很多主治醫師擔任教

學老師，這些醫師有充份的臨床經驗，這些經驗是非常難得可貴的。他們的教

學著重理論與實踐兼顧，更能吸引學生專心聽講，此其一。 

本系不但著重放射科學學門，同時兼顧醫學工程學門，盡可能開拓學生學

習視野，增加學生畢業後的競爭力，此其二也。本校設置三級課程規劃委員會，

分別是校課程規劃委員會、各學院(中心)課程規劃委員會、各系(所)課程規劃委

員會、校外學者專家，採取三級三審的方式進行嚴謹的課程規劃。本系「課程

規劃委員會」組成乃依據本系「課程規劃委員會設置要點」設立，根據產業趨

勢與社會需要，制訂本系學生四年課程計畫表，經「系務會議」通過後，送健

康照護學院「課程規劃委員會」討論，核可後送校級課程規劃會，其執掌包括

審議各學院(中心)課程規劃委員會所提報之課程規劃和課程計劃表，以及專業

必修課程之設立、異動等相關議題，審議跨院系學程之設立和課程規劃，以及

評鑑全校課程實施之成效。校課程規劃委員會審議之結果，最後須經教務會議

決議通過方得執行。 

 

２、依據系教育目標，培養學生具備八大學習領域之專業知識  
本系依據本系制訂之核心能力，涵蓋「基礎醫學」、「醫學物理學與輻射

安全」、「放射線器材學」、「放射線診斷原理與技術學」、「放射線治療原

理與技術學」、「核子醫學診療原理與技術學」、「醫學工程」及「人文素養，

團隊合作，終身學習」等不同學習領域。本系課程設計特色目標與核心能力關

係。 

 

  

３、 理論與實務並重  
本系課程規劃在八大學習領域中均安排有專業必修課程與實驗課程相互對

應，使學生可以在課堂中吸收專業知識，並且由專題實驗、見實習過程中培養

團隊合作精神，同時印證課堂所學之理論，加深學習印象與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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４、 建立評量管道與持續自我改善  
本系除利用學校所提供之教學評量系統外，對於各個課程接自行設計相關

問卷於學期結束前調查，以瞭解學生學習之效果與反應，同時可作為下次教學

之參考，同時於學生學習反應效果較差之課程會請任課老師提出說明並提出改

進措施，以確保教學品質。課程設計特色如圖2-5。 

 

 

圖2-5課程設計特色目標與核心能力關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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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問題與困難 
 
1. 國內醫事放射師就業市場趨於飽和，學生畢業就業日趨困難。 
 
（四）改善策略 
 
1. 課程設計多元化，並鼓勵學生參與專題研究，以期學生除了學習放射技術

的專業外，在畢業的同時也能具備其他技能，例如醫學工程及生物科技等，

增加就業的競爭力。 
 

（五）項目二之總結 
 
放射技術學系是一門整合工程、物理、化學、數學、工程技術、生物醫學影

像科技與臨床醫學應用而形成的一項跨領域科學，本系不但著重放射科學學門，

同時兼顧醫學工程學門。 
 

1. 在課程方面：課程設計多元並提供學生明確之學習指引與輔導措施，能根

據學生意見回饋，進行教學改進、盡可能開拓學生學習視野，增加學生畢

業後的競爭力、提升學生能力。 
2. 在教師教學方面: 能根據學術專長授課，教師教學負擔合理，系建立完善之

教學品質評估機制，鼓勵並協助教師從事研究，將研究與教學結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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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項目三 學生學習與學生事務 
 

 (一)現況描述 
 
3-1.系所專業課程開課滿足學生需求，達成有效學習之目標 
3-1-1 以八項核心能力為主軸，滿足學生求知慾的需求 
   本系為配合所訂定之教育目標及核心能力，及滿足學生的求知慾望，本系的課

程設計是以物理、化學、數學基礎科學、基礎醫學及醫學工程課程為入門，再循序

進入放射科學相關課程。在開課科目中除開設足夠專業科目及選修科目供學生修業

外，依據時代變動趨勢與專業師資配合，本系規劃「基礎醫學」、「醫學物理與輻射

安全」、「放射線器材學」、「放射診斷原理與技術學」、「放射線治療原理與技術學」、

「核子醫學診療原理與技術學」、「醫學工程」及「人文素養、團隊合作、終身學習」

八大專業學習領域，提供學生在專業領域的修業依據，及培養學生具有高瞻遠囑的

宏觀視野，並在各項課程中由授課老師加入醫學倫理等相關主題，培養學生具備專

業倫理之認識。鼓勵學生於課堂上或課後提問，引導學生思考解決問題的方法，同

時也注重基礎工程及自然科學之了解，以培育具有多元知識背景與創新務實的科技

人才。配合本系專業師資，上述八個專業領域配合課程均已落實執行，學生反應相

當良好。 

    
3-1-2 學生自選次專長方向，滿足學生的多元學習 
    為鼓勵及引導本系學生深入瞭解與放射科學與醫學工程相關之「基礎醫學」、

「醫學物理與輻射安全」、「放射線器材學」、「放射診斷原理與技術學」、「放射線治

療原理與技術學」、「核子醫學診療原理與技術學」、「醫學工程」及「人文素養、團

隊合作、終身學習」等專業領域知識，實施八大核心能力以培養學生之放射次專長

能力，及滿足學生的發展性向。針對次專長之實施，本系分別開設八個核心能力方

向的課程（如表 3-1），以供學生自由選擇學習。 

 同時為了加強學生在輔系/雙主修等適時性學習及次專長，本校於 97 年 12/25、

12/26、12/29 分別舉辦學分學程、課程輔導說明會，除鼓勵學生加強輔系/雙主修等

適時性學習及次專長，同時也提供學生分辨關於輔系/雙主修上和次專長的概念；藉

此希望同學畢業後之就業能有更多方向的選擇。 

本系亦已發給每班課程指引，輔導學生選修課程。同學也可向系辦公室借出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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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講義 CD，以了解課程內容。98 年 1 月 6~8 日本校教務處亦已舉辦選課輔導說明

會，本系亦於每學期開學後第一至二個星期內舉辦選課輔導說明會及學分學程及課

程輔導說明會。 

 
表 3-1 本系各核心能力選修科目一覽表 

次專長專業 

選修科目 

基礎 

醫學 

醫學

物理

學與

輻射

安全

放射線

器材學

（包括

磁振學

與超音

波學）

放射

線診

斷原

理與

技術

學 

放射

線治

療原

理與

技術

學 

核子

醫學

診療

原理

與技

術學 

醫學

工程 

人文素

養、團隊

合作、終

身學習 

有機化學實驗 ＊       ＊ 

藝術概論        ＊ 

解剖學 ＊       ＊ 

解剖學實驗 ＊       ＊ 

普通化學 ＊        

普通物理學 ＊        

微積分       ＊  

普通心理學 ＊        

生物化學概論 ＊        

         

         

         

次專長專業 

選修科目 

基礎 

醫學 

醫學

物理

學與

輻射

安全

放射線

器材學

（包括

磁振學

與超音

波學）

放射

線診

斷原

理與

技術

學 

放射

線治

療原

理與

技術

學 

核子

醫學

診療

原理

與技

術學 

醫學

工程 

人文素

養、團隊

合作、終

身學習 

生理學 ＊        

生理學實驗 ＊       ＊ 

放射化學      ＊  ＊ 

放射化學實驗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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放射生物學     ＊   ＊ 

放射切面解剖學 ＊       ＊ 

病理學 ＊       ＊ 

普通生物學實驗 ＊       ＊ 

細胞生物學     ＊   ＊ 

醫用電子學（Ⅰ）       ＊ ＊ 

醫用電子學（Ⅰ）

實驗 
      ＊ ＊ 

分析化學 ＊        

放射科學與技術

概論 
   ＊     

磁振造影技術學    ＊     

放射診斷儀器學  ＊       

放射治療儀器學   ＊      

放射影像原理       ＊  

放射診斷技術學  ＊       

放射診斷技術學

實驗 
 ＊      ＊ 

臨床放射治療技

術學 
    ＊    

臨床核醫技術學      ＊   

臨床醫學概論 ＊        

次專長專業 

選修科目 

基礎 

醫學 

醫學

物理

學與

輻射

安全

放射線

器材學

（包括

磁振學

與超音

波學）

放射

線診

斷原

理與

技術

學 

放射

線治

療原

理與

技術

學 

核子

醫學

診療

原理

與技

術學 

醫學

工程 

人文素

養、團隊

合作、終

身學習 

放射診斷學  ＊       

超音波學   ＊      

保健物理學  ＊       

特殊攝影技術學    ＊     

核子醫學儀器學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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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式語言       ＊  

一般及特殊 X 光

診斷技術學實習 
   ＊    ＊ 

核醫造影技術學

實習 
     ＊  ＊ 

超音波技術學實

習 
 ＊      ＊ 

磁共振技術學實

習 
 ＊      ＊ 

X 光電腦斷層技

術學實習 
  ＊     ＊ 

X 光心導管技術

學實習 
   ＊    ＊ 

核醫藥物暨放射

性同位素治療實

習 

     ＊  ＊ 

放射治療技術學

實習 
    ＊   ＊ 

醫學物理學實習

(劑量學) 
 ＊      ＊ 

醫學物理學實習

(治療計劃) 
 ＊      ＊ 

模具製作暨模擬

攝影實習 
    ＊   ＊ 

醫學物理學實習

(輻射安全) 
 ＊      ＊ 

次專長專業 

選修科目 

基礎 

醫學 

醫學

物理

學與

輻射

安全

放射線

器材學

（包括

磁振學

與超音

波學）

放射

線診

斷原

理與

技術

學 

放射

線治

療原

理與

技術

學 

核子

醫學

診療

原理

與技

術學 

醫學

工程 

人文素

養、團隊

合作、終

身學習 

牙科放射線技術

學實習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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放射技術特論    ＊    ＊ 

書報討論        ＊ 

醫務管理學        ＊ 

輻射安全學  ＊       

應用數學（Ⅱ）       ＊  

臨床工程概論       ＊  

生物資訊概論       ＊  

腫瘤生物學     ＊    

醫用電子學（Ⅱ）       ＊  

醫用電子學（Ⅱ）

實驗 
      ＊  

核醫藥物學      ＊   

應用數學（Ⅲ）       ＊  

輻射分子生物學     ＊    

電腦斷層學   ＊      

電磁學       ＊  

近代物理學       ＊  

高溫腫瘤熱治療

學 
  ＊      

輻射劑量學  ＊       

骨質密度測定 

及紅外線掃描 
  ＊      

 
3-1-3 設計相關調查表，檢視學習成效 
    為了檢視各必修課程是否達成有效之學習，設計各科之「授課目標達成率問卷

調查表」，以用於評估各課程原訂授課目標的達成率，以做為多年來開課內容之參

考。各課程之授課目標達成率為卷調查表已於項目二討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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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系所教師運用多元教學和提供學生學習作業與學習評量情形 
每位教師必須提供每週至少 4 小時的辦公室時間（office hour），除須上網登錄

並張貼於辦公室外，以利加強學生在校生活的適應與學業課後的輔導，校方並積極

鼓勵教師們在校時個別指導學生，以發揮學習輔導之機制。 

 

3-2-1 多元教學 
    除了課堂白板授課外，也運用網路資源（Power Point 教材），校內每間教室均

有 e 化講座（電腦），大部分課程學生可直接上網下載老師之授課講義，對於專業實

驗課程與實作課程，則安排具豐富教學經驗或學術專長教師擔任，老師對每一門必

修課配有教學助教(TA)一名，協助學生解決問題。 

 
3-2-2 多元學習作業 
    學習作業更可分為問題回答作業、書面報告、網路收集資料報告、實驗報告、

分組報 paper 等，以朝多元化學習來努力。 

 
3-2-3 教學評量 
    依照學科之不同，評量方式會略有差異，但多以期中、期末、小考、出席率、

報告（包括書面報告、上台報告）和實際操作技術等方式做為評量方式。 

 

在期中評量後，學校實施以下制度： 

（1） 期中預警制度 

本系配合學校實施期中預警制度，經由授課老師的名單提送，由系（所）通

知家長共同輔導學生，使其度過學習的低潮與危機。其預警輔導制度及辦法

詳列如下 

1.資訊：請教務處於學期開始時，提供並核對確切二分之ㄧ學分不及格學生名單

予生輔組。 

2.通知：生輔組負責統計、製表並分發名單予總、主任導師、各相關班級導師及

輔導教官。 

3.訪視：各班導師及輔導教官依對象執行校外住宿生的訪視，進一步了解學生生

活、學習近況，加強輔導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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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電話聯繫：班導師及輔導教官以電話聯絡家長，使其了解子女成績低落因素，

共同支持與鼓勵，並保持學校和家屬的密切溝通。 

5.轉介：輔導過程中若發現學生需專業技巧輔導，可轉介心理輔導中心，立即

安排諮商，視個案處理。 

（2） 期中考後可選擇退選兩科  

為顧及學生於加退選課程截止後，因學習困難或其他特殊情形無法繼續修習

該課程，學校特訂定「學生停修課程辦法」。學生可於規定期限內上網辦理停

修課程申請。每學期以兩科為限，且學生停修後修課學分總數不得少於當學

期應學生數下限。 

 

每學期末，各科課程均有教學意見評量，由修課學生上網填寫，其建議與回

應，列入本系教師升等成績評量（圖 3-1）。 

 

 
  

 

 

 

 

 

 

圖 3-1 本系各種教學評量方式 

3-2-4 擋修制度 
     本系於 97 學年度第一次系務會議，已決議 98 學年度新進學生將採取檔修制

度，為學生在學習評量上多一份把關動作。詳細辦法已於 97 學年度第一次課程會議

擬定。 

 

3-2-5 實習評量 
學生於大三暑假開始到大四上共計七個月至各大醫院進行實習，於實習期間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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醫院的專業人員對每一位學生進行分類評量，每位學生有學習護照一本，每一階段

由醫院的專業人員評分並給予評語，可供學校老師對每一位學生實習期間的學習狀

況作參考，進而為學生輔導與檢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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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系所圖書儀器、資訊科技、實驗室、或專科教室設備滿足學生需求 
3-3-1 圖書設施 

本校圖書館提供各種中英期刊三千一百餘種，並備有電子期刊資料庫（如 ACS、 

ACM、SDOS、SCI、SDOL、Wiley Interscience 等共 117 類）、電子期刊、電子書（包

含國內博碩士論文全文）及視聽資料提供老師與學生隨時查詢使用。國內各大學與

台灣大學都有館際合作及圖書互借服務，圖書館提供老師隨時查詢利用。師生平時

亦積極推薦相關圖書名單給本校圖書館，以充實放射科技之圖書資源。表 3-2~ 3-3

詳列本校圖書相關資料： 

 

表 3-2 本系圖書預算 

 95 會計年度 96 會計年度 97 會計年度 

圖書 64,364 61,470 116,706 

電子資源 583,596 580,862 697,715 

金額(元) 647,960 642,332 814,421 

 

表 3-3 95-96 學年度本系館藏總數量表 

         學年度 

館藏類型 
95 學年度 96 學年度 

紙本圖書（冊） 751 21396 

紙本期刊（種） 752 819 

全文電子期刊（種） 79 85 

電子資料庫（次數） 1148 1042 

電子期刊(次數) 965 1126 

 

本校圖書館除加強館藏資源之收藏外，為達到資源共享之目的，更以合作方式

延展圖書資訊服務，與國內各大學圖書館簽定「館際互借協議」雙方交換借書證，

讓合作之兩校師生可至對方圖書館借書。圖書館更積極參與校際間之館藏合作計

畫，促進全國各大學院校交流，以提供本校及聯盟館生生更完整之教學研究資源，

於民國六十七年加入「中華民國科技圖館暨資料單位館際合作組織」（現更名為中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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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書資訊館際合作協會），八十八年加入「中部大學圖書館聯盟」，九十年加入「雲

嘉地區大專校院聯盟圖書館館際合作」（現更名為彰雲嘉地區大專校院聯盟），及九

十二年與台灣大學、中央研究院傅斯年圖書館及民族學研究所圖書館簽訂館際圖書

互借協議，本校師生得以至國內三十餘所大學院校聯盟館內借閱圖書並使用該館設

備，同時本館亦提供相同之服務，真正達到資源共享及館際合作之目的，增加十倍

甚至百倍之無限資源。 

 

3-3-2 硬體、儀器設施及空間  
放射技術學系系能自行支配之空間約有752.8平方公尺，主要有三部份（表

3-5），一辦公室位於安康大樓三樓，有7間基礎教師研究室(約103.45平方公尺)，二

是位於柳川教學大樓二樓的醫學影像實驗室(含X光室、CR system 及其操作室，共

計約29.15平方公尺)與電子學實驗室(約70.2平方公尺)，三是第二醫療大樓地下二樓

的系辦公室、放射化學實驗室、輻射度量實驗室、分子醫學影像實驗室(約550平方

公尺)。除了系辦公室、系主任辦公室與老師專用之教師研究室外，其餘空間平時充

分的提供至本系之教學使用外，本系之教師也利用課餘時間於此些空間進行其個人

之研究且能與相關各科的講解課程配合，充分發揮實驗課程的效果。各教學實驗室

均光線充足，通風良好，安全設備齊全，均符合各特殊實驗室的標準。本校對於教

學設備上亦充份支援(請參考附件資料)，96及97學年度已增購電腦X光攝影系統、輻

射度量實驗設備兩套、放射化學實驗設備，提供教師及學生足夠的學習設備。另外，

本系也獲得教育部顧問室支援的放射技術教育改進計劃經費，其經費也全部投入改

善教學設備上，以提昇教學品質及符合教育部補助的初衷。此外，本系未來將向校、

院逐年爭取更多實驗室空間，以滿足學生及老師人數增加之需求。 

系上教師常與校內他系所的老師進行研究合作；在儀器設備上除由系上老師國

科會與相關計劃購買置於放射技術系之教學實驗室內，對於其它較貴重之儀器使用

上也能獲得其他系所或研發處之貴重儀器組和實驗動物組有效的支援。 

本系已整合安康大樓與柳川大樓教學資源，將於98年2月遷移基礎教師研究室、

醫影照射實驗室、醫電實驗室及系辦公室至癌症大樓6樓，屆時將有足夠空間提供學

生學習使用，同時學生課程上有問題也可以即時尋求解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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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5 放射技術學系空間分配 

地點 名稱 總面積 

安康大樓 基礎教師研究室 
 

103.45 m2 

 

醫學影像照射實驗室 29.15 m2 
柳川大樓 

電子學實驗室 70.2 m2 

分子醫學影像實驗室 

放射化學實驗室 

輻射度量實驗室 

第二醫療大樓 
地下二樓 

系辦公室及系學會空間

550 m2 

 
3-4.系所管理與維護圖書儀器、資訊科技、實驗室、與專科教室設備的

辦法和執行情形 
1.本系教學研究實驗室由本系行政人員與專任教師負責維護及管理，並教導學生正

確的操作方法。 

2.上課期間有大學部實驗助理（TA）協助維護實驗安全與幫忙輔助老師（由教學卓

越計畫補助）。 

3.實驗空間設有中央空調設備，通風良好；並安裝消防警報器及滅火器安全措施，

以確保學生安全。如有設備產生故障或損毀，即透過請購及維修系統進行維修或

更新。 

4.本校均會定期檢查各系（所）教學研究實驗室，以維護師生安全。 

5.本系設有圖書儀器設備委員會，針對系上圖書與儀器做推薦與管理，促進教學研

究之相輔相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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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5.系所學生參與校內外及國際競賽之成績表現情形 
3-5-1 在學術方面的表現  
    為鼓勵學生能在專業課程修習之後，在課餘時間能夠進行實地操作，本系已在

二年級~四年級開設了「專題研究（Ⅰ）」～「專題研究（Ⅳ）」的四門專業選修課程，

使學生有機會進行長期的基礎實驗及研究，奠定繼續深造及研究的根砥。此課程不

僅提供了學生參與研究的管道及理論與實務驗證的機會，也提升了本系的研究風

氣，對本系的發展具有正面意義。 

     95學年度本系江志明老師所指導之廖文伶及吳巧穎兩位大四學生在實習忙碌

之餘，論文通過篩選，並於當年放射師年會上口頭報告，此殊榮得來不易。此外，

有三位畢業學生考上研究所，名單如下：（1）黃乙哲-中國醫藥大學臨床醫學所碩士

班（2）陳玉芬-陽明大學生物醫學影像暨放射科學系碩士班（3）黃竹健-中原大學

生物醫學工程學系碩士班。96 學年度則有七位畢業學生考上研究所，名單如下：(1) 

陳思妤-陽明大學生物醫學影像暨放射科學系碩士班 (2) 李浩緯-台灣大學醫學工程

學研究所碩士班（3）陳怡珊-中國醫藥大學臨床醫學所碩士班（4）黃薄迎-中國醫

藥大學臨床醫學所碩士班 (5) 周建男-中原大學生物醫學工程學系碩士班（6）廖文

伶-陽明大學醫學工程研究所碩士班（7）郭韋廷-中國醫藥大學臨床醫學所碩士班。

97 學年度(98 年 2 月止)已有兩位學生甄試考上研究所，名單如下：(1) 林慧如-台灣

大學醫學工程研究所碩士班、清華大學生醫工程與環境科學系碩士班、陽明大學生

物醫學影像暨放射科學系碩士班 (2) 林思妤-清華大學核子工程與科學研究所碩士

班、成功大學衛星資訊暨地球環境研究所碩士班。 

 

3-5-2 國家醫事放射師考照 

本系學生在國家專業考試屢次表現優異。第二屆畢業生參加 97 年第二次專門職

業及技術人員高等暨普考醫事人員考試，通過率為 87.18％ (34/39)，並且在全國前

十名中有三名為本校應屆畢業生，分別為第一名李開群、第六名林柏志、第九名林

俊明。本系第一屆畢業生參加 96 年第二次專門職業及技術人員高等暨普考醫事人員

考試，通過率亦為 87.18％ ，有三位應屆畢業進入生於全國前十名中，第三名蘇峰

毅、第四名應承達、第六名林煒柔。除此之外，楊家羽、林煒柔、蘇琡惠、周佳伶、

陳佳欣五位學生已通過輻射防護師的專業測驗，林煒柔與李月惠則已通過輻射防護

員專業測驗。 



 - 107 -

 

 

3-5-3 在非學術方面的表現 
    學生在非學術上表現優良，屢次參加比賽均能為系爭光，歷年來參賽之得獎資

料詳列如表 3-6。 

 
表 3-6 學生在非學術方面之表現 

年

度 
93 94 95 

96 

參

加

競

賽

活

動

與

得

獎

項

目 

1.第一屆全國九

校大 FUN 盃於

93 年 03 月 11

～12 日由中國

醫藥大學放射

系主辦，參加的

學校有陽明、 

慈濟等九所院

校，活動有桌

球、排球、籃

球、壘球、羽球

等競賽。本校在

系主任及導師

帶隊下，榮獲男

排亞軍、 女排

及羽球季軍。 

1.林群偉代表學校

參與大專院校

籃球男子組比

賽榮獲冠軍。 

2.周建男代表學校

參與大專院校

排球男子組比

賽榮獲冠軍。 

1.本系男籃系隊榮

獲『中國醫藥大

學 95 學年度系

際盃男子籃球

錦標賽』殿軍。 

2.本系一年級黃紉

翠榮獲華視『校

園歌喉戰』冠

軍，代表中國醫

藥大學至攝影

棚跟其他學校

代表一較高下。 

4.林鼎頤代表學校

參加國標舞比

賽優等。 

5.楊蕙慈參加第六

屆慈龍盃書法

比賽優選 

6.王聖銘參加全國

學生音樂比賽

大專國樂合奏 B

組優等 

1.第四屆全國十

校大FUN盃於

97 年 03 月 15

～16 日進行，

活動有桌球、

排球、籃球、

羽球等競賽。

本校在系主任

及導師帶隊

下，榮獲男排

冠軍、 女排亞

軍及精神總錦

標季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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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6.系所提供學生學習輔導、生活輔導和生涯規劃等措施及執行成效 
3-6-1 導師輔導制度 
1.導師設置情形  

本系目前共有大學部 4 個班，每班均配置兩名生活導師，均由本系專任教師擔任，

系主任則為主任導師。本系學生人數雖然不多，但由於本系一年級學生均在本校

北港分部就學，學生的適應問題與導師互動有很大的影響，因此生活導師工作在

本系扮演極重要角色。 

2.導師職責 

本系課程除了訴諸專業外，亦希望課程的設計活潑及實用，增加學生的學習興

趣。為評量學生學習狀況及排解課業上之壓力，設置導師輔導制度，每位導師平

均分擔各班一半的學生。導師輔導學生學習上之問題，並關心學生在校期間的行

為表現，依情況給予學生心理輔導，並於課餘時間進行校外住宿訪談，了解學生

生活狀況。排課盡可能讓導師能夠教授自己導生班級，除了能增加導師與學生互

動外，更讓老師能夠就近觀察導生的學習狀況及學習態度，適時的提供協助與輔

導，隨時給予學生正面的鼓勵，以自身求學及生活經驗，提供建議讓學生作為參

考。此外，系上教師在臨床忙碌之虞不忘利用空餘時間常與學生用餐晤談，藉此

拉近與學生間的距離。 

3. 本系孫盛生老師於 94 學年度當選本校績優導師、何永仁主任當選本系優良教師，

施子卿老師於 95 學年度當選本系優良教師，程大川老師則獲選本校 96 學年度績

優導師第一名。 

 

3-6-2 畢業生就業輔導 
   本校設置有畢業生輔導組，輔導學生畢業就業方面的資訊。本系 95 學年度才有

第一屆畢業生，系上對於學生畢業後的出路問題，已利用各種機會進行說明與輔導。

例如邀請相關領域的產業界人士進行專題演講，讓本系學生明白自己所學的專業在

產業界應用之情形，除了加強學生對本科系的認同外，學生更能了解畢業後可發展

之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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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6-3 畢業生就業輔導 
   學校利用舉辦學生生涯輔導座談及研習的機會，配合輔導機制之進行，使本系

學生修退學率維持在 3%以下（如表 3-7），意即每學期除外力不可抗拒之因素 1~3

位學生休退外，學生大多能完成學業。  

 

表 3-7 放射技術學系大學部學生報到退學及人數總數統計資料 

 
3-6-4 系友回娘家 

本系於 97 年 5 月 17 日(六)舉行第一屆系友回娘家暨生涯規劃講座除分享(1)職
場(2)軍旅(3)國考之心得並規劃校友會之成立（圖 3-2）。讓在校生可循前人之腳步，

穩健中求進步，並以學長姐為榮；而畢業生也可藉此機會重溫在校情誼，凝聚團結

力。 
 

95 學年度 

註冊 休學 自退 學退 學退率 休學率 總數 

171 6 4 1 0.58％ 3.5％ 160 

96 學年度 

註冊 休學 自退 學退 學退率 休學率 總數 

191 8 3 0 0 4.18％ 180 

97 學年度 

註冊 休學 自退 學退 學退率 休學率 總數 

209 2 2 4 1.91％ 0.96％ 201 



 - 110 -

 

 
圖 3-2a 系友回娘家 圖 3-2b 系友回娘家 

 
 
3-7.導師制及系所教師提供學生特定晤談時間(office hour)之執行成效 
3-7-1 雙導師制 

本系實施雙導師制(如表 3-8)，每班配置兩位導師。每位教師均擔任系上學生之

導師，以提供學生生活、課業等問題之諮商與輔導，並協助學生從事升學與就業方

面的生涯規劃。授課教師經常與各班導師保持密切聯繫，授課教師如發現有學習問

題之學生，立即主動給予協助及轉告其導師加強輔導；本系各班導師與學生有定期

的課外導談，常能藉此了解學生之需求與困難，並適時給予必要的協助；遇有較嚴

重之學習或心理障礙之學生，則主動與學生家長聯絡，並轉介治本校心輔組進行心

理輔導或作適當之治療。 

 

表 3-8 97 學年度現任導師名單 

       老師 

  年級 
導師名單 

一年級 黃宗祺老師 許世明老師 

二年級 孫盛生老師 姚俊旭老師 

三年級 程大川老師 何永仁老師 

四年級 楊世能老師 蔡伯邦老師 

 
3-7-2 辦公室時間制度 

每位專任老師均安排課輔時間（office hour），每週至少 4 小時。其功能為課業

輔導與學生面談，補充教課時數的不足，提供學生解惑的機會。並且將每位專任老

師之課輔時間上網公佈以及張貼在各老師辦公室入口，並於每學期初與課程大綱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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併更新，方便學生安排時間與老師面對面諮詢溝通。 

 

3-8.系所提供學生各種相關課外學習活動為何 
1.醫院見實習-專業知識臨床技術領域之印證 

每學年七月份安排大二大三至國內及國外（圖 3-3）醫院見實習，以印證課堂

所學，並承各大醫院(如台灣大學醫學院附設醫院、台北榮民總醫院、中國醫藥大學

附設醫院等)大力協助，使學生對放射專業臨床有更深入的認識及更熟練的操作技

巧。也規定見習醫院須是區域醫院，實習醫院須為區域教學醫院，除此之外必須含

有放射線科、放射腫瘤科及核子醫學科三個科室，在實習課程規劃上，也有規定務

必要到牙科、超音波等部門，實習週數為期 28 週。見實習課程亦將使得本系學生無

論在專業臨床及理論印證或生涯規劃上更具優勢。 

 

  
圖 3-3a沈戊忠院長探視UCI暑期研究學習之放

射技術系許傑智、鄒孟君 
圖 3-3b 放射技術系許傑智在 UCI 

的宿舍內之活動情形  
 

  
圖 3-3c UCI 實驗室研究員與放射技術系

許傑智、鄒孟君合影 
圖 3-3d UCI 實驗室研究員與放射技術

系許傑智、鄒孟君合影 

 

2.校際選課施行規定 

除本系所規定之專業必修或專業選修外，若本系或本校在當學期無開設相關必

http://www.cmu.edu.tw/epaper/47/images/image004.jpg
http://www.cmu.edu.tw/epaper/47/images/image006.jpg
http://by139w.bay139.mail.live.com/mail/ReadMessageLight.aspx?Action=ScanAttachment&AllowUnsafeContentOverride=False&AttachmentIndex=1&AttachmentDepth=1&FolderID=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1&InboxSortAscending=False&InboxSortBy=Date&IsMessageSafe=True&MessageCodePage=950&ReadMessageId=7c053f2d-645a-4b96-9cdd-08d2d14f07ed&n=192244763
http://by139w.bay139.mail.live.com/mail/ReadMessageLight.aspx?Action=ScanAttachment&AllowUnsafeContentOverride=False&AttachmentIndex=2&AttachmentDepth=2&FolderID=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1&InboxSortAscending=False&InboxSortBy=Date&IsMessageSafe=True&MessageCodePage=950&ReadMessageId=7c053f2d-645a-4b96-9cdd-08d2d14f07ed&n=1006715410
http://www.cmu.edu.tw/epaper/47/images/image004.jpg
http://www.cmu.edu.tw/epaper/47/images/image006.jpg
http://by139w.bay139.mail.live.com/mail/ReadMessageLight.aspx?Action=ScanAttachment&AllowUnsafeContentOverride=False&AttachmentIndex=1&AttachmentDepth=1&FolderID=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1&InboxSortAscending=False&InboxSortBy=Date&IsMessageSafe=True&MessageCodePage=950&ReadMessageId=7c053f2d-645a-4b96-9cdd-08d2d14f07ed&n=192244763
http://by139w.bay139.mail.live.com/mail/ReadMessageLight.aspx?Action=ScanAttachment&AllowUnsafeContentOverride=False&AttachmentIndex=2&AttachmentDepth=2&FolderID=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1&InboxSortAscending=False&InboxSortBy=Date&IsMessageSafe=True&MessageCodePage=950&ReadMessageId=7c053f2d-645a-4b96-9cdd-08d2d14f07ed&n=10067154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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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課程，學生亦可至他校修息相關課程，修習學分系上亦採計於畢業學分中。施行

辦法及規定則依學校制定之辦法施行。 

3.教學卓越計畫提供出國遊學機會 

本校教學卓越計畫提供優秀學生以計畫申請補助方式到國外進行交流學習，期

間的費用、機票與生活費均由校方支付。可望提升學生宏觀視野與國際學習交流。 

4.放射領域專題演講  

為提升大學部學生對放射專業領域的瞭解，放射系每學期均安排數場講座，由

系上邀請各界專業人士，不限於放射業上的課題，分享經驗於大學部學生，使學生

對未來前途規劃有具體作為，提升學生的視野。 

5.系學會活動  

本系系學會相當活躍，經常協助系辦公室辦理許多活動，例如主辦北中南各區

新生之小迎新茶會、大迎新、送舊晚會、系遊、大放盃、家族分配（並各置家爸家

媽，也會定期家族聚餐）、系員大會暨師生盃、校內外各項體育活動及競賽、班際競

賽、耶誕交換禮物、冬至湯圓 KTV 大賽、系員大會之保齡球大賽、北港台中球類

友誼賽、各項藝文活動餐與校內外各種競賽等。並協助新生家長座談會、新生徵試

入學、系友回娘家、畢業典禮等活動。系學會運作宗旨除提供系上學生的歡樂外，

各項活動的舉辦主要在凝聚在系上學生對系的向心力，讓學長姊與學弟妹間有更多

良好的互動關係，並可提供經驗的傳承，延續系上既有的優良傳統，也讓學生與老

師除了課堂上專業知識的傳授之外，有機會與老師能輕鬆的接觸，拉近老師與學生

的距離。參與系學會運作的學生，可學習社團運作方式、拓展人際關係、活動流程

及活動設計等各項經驗，對往後的工作或做人處世方面，有極大的助益。系學會下

之體育部設置多種球類系隊，如：籃球、排球、壘球等系隊，每個系隊長設有隊長

及經理，系學會對各球隊亦有提供經費補助，以更新訓練的各種設備。系隊皆於課

餘有固定時間進行練習，除此之外，學生並對校內外各項競賽積極投入，因此比賽

成績優異。 

6.系友會活動  

本系於 95 學年度已有第一屆畢業生，為加強放射系歷屆畢業生與系上學生互

動，並使系上學生能瞭解未來工作出路及發展方向，第一屆畢業生已成立放射系系

友會，目前系友會正處於發展初期，陸續將展開聯絡系友回娘家等活動以健全校友

會組織。 

7.校內各類社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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鼓勵學生多參與社團，本系多位教師也擔任社團的指導老師。 

8. 本系活動統計數目詳列於表 3-9。 

 
表 3-9 放射技術學系活動數目統計表 

項目 

數目 
專題演講 系學會活動 系友會活動 

96 學年度 6 13 1 

 
3-9.系所學生校內獲得獎助學金、工讀等情形如何 

本系學生每年都很踴躍申請獎助學金及工讀機會，已獲准名額如表 3-10。 

 

表 3-10 放射技術學系獎助學金、工讀等情形 

95 學年度 96 學年度 971 學年度        學 年 

度 

項 目 

人數/ 

總時數 
金額 

人數/ 

總時數 
金額 

人數/ 

總時數 
金額 

校內工讀助學

金 
2762.4 小時 222,100 3752.0 小時 356,300 722.5 小時 69,357.5

學業成績前三

名 
21 人 144,000 21 人 126,000 9 人 54,000 

模擬考成績優

異前五名 
7 人 6,000 5 人 6,000 未 6,000 

中低收入戶補

助款 
0 0 1 人 12,000 2 人 24,000 

 
 
 
3-10.學生在校內是否充分獲得獎助學金工讀之機會  

學校每學期提供各項工讀機會及工讀助學金給予學生，本系定期公佈校內工讀

資訊，使學生充分獲得工讀之機會。同時本系老師也積極的讓學生參與校內計畫以

及國科會計畫，並提供工讀金，以增加學生之工讀機會。本系學生工讀人數詳列於

表3-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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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11 本系學生校內工讀人數 

      學年度 

  類別 
95 學年度 96 學年度 97 學年度 

固定工讀 34 44 32 

臨時工讀 19 2 0 

 
3-11.系所是否提供國際學生進修管道並給予輔導 
    本系於九十六學年度計有僑生三名，九十七學年度則有僑生六名。學校除了提

供了僑生清寒獎助學金外，並在急難及喪葬慰問部分提撥預算，讓有需要的僑生可

以申請，詳細辦法在「中國醫藥大學清寒僑生助學金審查作業須知」與「海外回國

就學僑生醫療急難及喪葬慰問金發給要點」都有明文規定。另外在學校中期校務發

展計畫中也決定成立僑生及外籍生輔導組組織，讓僑生能夠得到更完善的照顧及輔

導，詳情「中國醫藥大學中期校務發展成立僑生及外籍生輔導組組織辦法」。 

 
3-12.系所是否有具體措施鼓勵學生參予國際學習活動 
3-12-1 補助學生出國見習機會 

學校教學卓越計畫提供本系優秀學生以計畫申請補助方式到國外進行交流學

習，讓學生直接參與國際學習活動，以增廣見聞。回國之後必須在校內發表成果及

經驗分享，（美國）UC Irvine 則要求需在校外發表研究成果並於醫學會上發表，必

要的話可以延長在美國的期間，以完成在醫學會上需要發表的研究資料。 

本系自 95 學年度起開始選拔每年兩位學生前往美國加州大學 Irvine 分校（UC 

Irvine）進行為期二個月的見習，目前已有 4 位學生參加過此見習活動（表 3-12）。

除此之外， 96 學年度起新增兩位學生前往德國明斯特大學 (Department of 

Mathematics and Computer Science, CVPR Group)見習一個月，97 學年度則有三位學

生前往美國馬里蘭大學(University of Maryland)見習一個月，藉由這些活動進而提升

學生宏觀視野與國際學習交流。 

 

3-12-2 全程英語授課科目 
    為促進學生學習英語之機會，學校鼓勵教師進行全程英語授課，提高教師 1/3

的授課鐘點費（表 3-13）。學生除了能在選課之前從授課大綱得知該課程為全程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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語授課科目，並自 94 學年度起，由課務組進行英文授課之相關問卷調查，以利學校

對英文授課科目之管理，確保學生選習英語課程之權益。 

 

表 3-12 本系學生出國見習名單 

學年度 學   號 姓   名 地     點 時    間 

95 9417033 許傑智 美國 UC Irvine 2007/06 

95 9417405 鄒孟君 美國 UC Irvine 2007/06 

96 9517403 蕭凱嘉 德國明斯特大學 2008/06 

96 9517017 施涵倪 美國 UC Irvine 2008/06 

96 9517019 許斐婷 美國 UC Irvine 2008/06 

96 9517005 王昱智 德國明斯特大學 2008/06 

96 9417033 許詠傑 美國 UC Irvine 2008/06 

97 9617039 游雅翔 美國馬里蘭大學 2009/07 

97 9617604 蘇彥嘉 美國馬里蘭大學 2009/07 

97 9617014 賴俞芬 美國馬里蘭大學 2009/07 

 

表 3-13 放射技術學系歷年英語授課科目 

 

學年度- 

學期 

課程 

代號 
課程名稱

授課 

教師 
職稱 

必/

選

學

分 
時數 

人數 

（班）

93-1 17000033 
細胞 

生物學 
謝長奇

助理 

教授 
選 2 2 42 

94-1 17000033 
細胞 

生物學 
謝長奇

助理 

教授 
選 2 2 45 

95-1 17000033 
細胞 

生物學 
謝長奇

助理 

教授 
選 2 2 49 

96-1 17000033 
細胞 

生物學 
郭薇雯

助理 

教授 
選 2 2 54 

97-2 17000033 
細胞 

生物學 
郭薇雯

助理 

教授 
選 2 2 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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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系所屬健康照護學院，除了提供共同必修之英語文課程之外，另外安排 2 學

分 2 小時以英語教學的「細胞生物學」供學生選習。為學生打下國際觀的學習態度，

增加學生在英文學習的優勢，協助學生在研究、升學、就業上有更佳的語文工具能

力。又本系為了提高學生的專業能力，近年來預計相繼將開設全程英語，如書報討

論等課程。 

另一方面系學會成立「小月亮」志工，協助系上國際學生之生活、學習、生涯

的輔導。而本系同學也非常積極及活躍參與國際學生相關活動，例如本系有多名學

生擔任本校之國際親善大使，負責介紹本校環境及招待國際學生的來訪。 

 

3-12-3 學生 e-learning 與 English Corner 環境設施  
為因應學生未來具備資訊與外語能力之趨勢，本校圖書館成立視聽與多媒體電

腦設施之學習中心，位於立夫教學大樓九樓圖書館，提供多筆視聽及多媒體教學軟

體，並將語言類、通識類、演講系列和醫學類影片與多語言互動光碟軟體等學習系

統置於網路伺服器上，使電腦具備多元化之功能，讓學生透過網路學習想要學習的

課程內容，並提供學生課後自我學習外語能力的環境。2007 年在立夫教學大樓 3 樓

成立 English Corner 語言教室，並定期有外國學者到語言教室與學生對談，讓學生

可利用課暇時間到語言教室學習語言，以提升學生之外語能力。 

 

3-13.系所輔導學生會運作，並建立學生意見反應與回饋之機制為何 
3-13-1 系學會運作 
1.系學會組織  

學生活動是系上凝聚學生向心力的重要工作之一，目前學生活動由系學會負責

統籌舉辦，由系上系主任擔任指導老師，主要輔導學生課外活動、社團及校內學術

交流活動。系學會是學生對外的窗口，不僅向上反應爭取系上學生權益亦協助學校

向下傳遞訊息給學生，讓學生與學校的對話得以暢通，除聯絡事項外，系學會並辦

理各種活動及協助系上運作，活動內容除可培養團隊精神亦可與他校之放射相關學

系交流。系學會設會長一名，系會長與副會長於每學年由全系學生經由公平的投票

制度（系員大會）選出，任期一年，系學會幹部由會長尋求適合人選，協助系學會

各項工作及活動的推行。並設有系學會網站供學生抒發意見並不時製做問卷供學生

們填寫、反映。而學生意見反映與回饋之機制如圖 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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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4 學生意見回饋機制之流程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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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活動內容 

學會辦理活動大略微：北中南各區新生之小迎新茶會、大迎新、送舊晚會、家

族分配（並各置家爸家媽，也會定期家族聚餐）、系員大會暨師生盃、校內外各項體

育活動及競賽、班際競賽、耶誕交換禮物、冬至湯圓 KTV 大賽、各項藝文活動餐

與校內外各種競賽等。系學會的活動，其活動宗旨除了提供系上學生的歡樂外，各

項活動的舉辦主要在凝聚在系上學生對系的向心力，讓學長姊與學弟妹間有更多良

好的互動關係，並可提供經驗的傳承，延續系上既有的優良傳統，也讓學生與老師

除了課堂上專業知識的傳授之外，有機會與老師能輕鬆的接觸，拉近老師與學生的

距離。參與系學會運作的學生，可學習社團運作方式、拓展人際關係、活動流程及

活動設計等各項經驗，對往後的工作或做人處世方面，有極大的助益。 

本系系學會相當活躍，經常協助系辦公室辦理許多活動，例如主辦北中南各區

新生之小迎新茶會、大迎新、送舊晚會、系遊、大放盃、家族分配（並各置家爸家

媽，也會定期家族聚餐）、系員大會暨師生盃、校內外各項體育活動及競賽、班際競

賽、耶誕交換禮物、冬至湯圓 KTV 大賽、系員大會之保齡球大賽、北港台中球類

友誼賽、各項藝文活動餐與校內外各種競賽等。並協助新生家長座談會、新生徵試

入學、系友回娘家、畢業典禮等活動。系學會運作宗旨除提供系上學生的歡樂外，

各項活動的舉辦主要在凝聚在系上學生對系的向心力，於北港校區的大一學生不會

因為距離的影響而對系產生疏離感，同時也能讓學長姊與學弟妹間有更多良好的互

動關係，並可提供經驗的傳承，延續系上既有的優良傳統，也讓學生與老師除了課

堂上專業知識的傳授之外，有機會與老師能輕鬆的接觸，拉近老師與學生的距離。 

 

3.歷年學生活動表現優異  

系學會下之體育組設置多種球類系隊，如：籃球、排球、壘球等系隊，每個系

隊長設有隊長及經理，系學會對各球隊亦有提供經費補助，以更新訓練的各種設備。

系隊每個星期皆於課餘有固定時間進行練習，除此之外，學生對校內外各項競賽積

極投入，因此比賽成績優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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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4.系所學生通過外語檢定測驗之情形 
3-14-1 改善學生通過外語檢定之措施   
1.鼓勵本系學生參加本系舉辦之國際英語夏令營，提昇英語能力。 

2.為了加強學生的外語能力，本系將依健康照護學院修定新生課程四年計畫表，於

大二下學期增加「細胞生物學」選修 2 學分全程英語授課課程，配合每學期開設

之全程英語授課科目，以利提高學生通過外語檢定之比例。 

3.本系於 95 學年度起全面實施英文語言鑑定，畢業生應達檢定標準，於就學其間未

達標準的者學校提供補救教學措施，詳情「通識中心英文鑑定實施規定」。 

4.本系通過語文檢定之學生資料請參見附件資料。 

 

3-14-2 本校提升學生外語能力之自我改善機制 
1. 加強軟硬體學習資源： 

學校語言教學中心目前所提供的各項語言學習資源，除了語文相關(含英文檢定

參考書)的圖書雜誌供學生借閱外，亦提供線上自學英文軟體課程。在本校立夫

教學大樓五樓之多媒體語言教室之 60 部電腦終端機內設有區域網路英文學習軟

體如 Longman 自學系統和 Tell Me More、且所購置網際網路授權版的軟體

MyET(包括基本課程、國際會議、ICRT 英語)、GEPT 模擬測驗課程等可使學生

能利用課餘時間在校或在家透過網路學習英文以提升自身的英文能力。這些資源

除上述語文教學中心提供的資源外，本校圖書館兩年前亦購置電子書

(TERC—Testing Education Reference Center )，內有 TOEFL 和 TOEIC 等模擬考

題和解說教學，通識教育中心於兩年前購置的全民英檢評量系統和 LiveABC 資

源網(已連結於語文教學中心之網站)，相信應足夠學生平日利用時間上網連結練

習。 

同時，本校為加強學生的醫護與生活健康英文用語能力，中心亦於 97 學年度 12

月初配合 E-learning 學習平台的啟用提供「實用醫護英語」與「職場生活健康

英語」兩門課程，資源的使用皆可透過連結至本校語文教學中心網站點選資源分

享(Resource)後再點選「Practical Nursing English」和「空中英語教室 Advanced—

健康篇」進行線上學習。 

2. 營造外語學習環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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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建構學生以英文會話交談的外語環境，語文教學中心在立夫教學大樓 3 樓設

置約 10 坪大的英文角落(English Corner)空間，有著五彩繽紛的水族小館、可瞭

望校景的浪漫吧檯、在怖滿綠化飄蕩咖啡香的角落內，期望師生們進入此角落

可以盡情輕鬆的以口語英文交談。在課程方面聘請外籍老師和本校英語系國家

的僑生以活潑的教學方式在 English Corner 教授英文會話與影音互動學習小組

課程、且亦開設英文寫作課程，希望藉此引發學生口說英文的興趣，並藉外語

學習環境的營造感染校內師生督促自我提升英文能力之動機。 

3. 設置英文畢業門檻之相關規定: 

本校為督促學生加強英文能力，自 95 年起針對 95 年度入學之大學部學生與 96

學年度起(含)入學之全部學生(除二年制的學生外)設有英文畢業門檻的規定。本

校正努力積極的加強對學生的宣導，於新生入學說明會與師生座談皆會向學生

宣導英文能力的培養在大學期間不能中斷的重要性，因為英文是 21 世紀知識經

濟時代個人必備的基本能力，雖有畢業門檻的規定，但其為學校督促學生的手

段，學生應思考是對自身能力提升的幫助，當然平日的努力付出是有必要的。

雖然本校目前通過校外英語檢定的人數不多為 285 人，然在全球化的趨勢下，

英文能力不可或缺，為使本校學生能在畢業後的職場上更具競爭力，將配合學

校於 97 年最新修訂的英文畢業門檻相關規定 ，鼓勵學生在畢業或實習前一年

參加校外常見英文能力檢定考試如托福(TOEFL)、多益(TOEIC) 、雅思(IELTS)

等，且老師們亦積極鼓勵學生多加利用本校購置的語文學習資源，並自校方藉

閱各種英文檢定參考書、英文寫作與文法方面的影音學習光碟、各類英文學習

雜誌進行平日的學習，期使學生藉此體會學習英文的樂趣，視畢業門檻的壓力

為助力，並進而提升自身的英文。 

4. 實施參加校外英檢獎勵辦法與校內配套課程： 

由於校外英文檢定考試之報名費昂貴如托福報考費高達近 5 千元，學生往往因而

卻步，為減少學生報考校外英文檢定的報名費負擔，本校自 96 學年度訂有「學

生通過英文能力檢測獎勵辦法」 ，分別補助通過不同等級檢定的金額，金額為

1 千至 4 千元不等。然為更積極鼓勵學生並降低學生考量報名費負擔的報考障

礙，乃修改前述辦法為「學生通過英文能力檢測補助辦法」並於 97 學年度 12 月

24 日公告實施，即學生只要檢附校外英文測驗成績單、報名費收據與學生證，

通過者便能向教務處註冊組申請報名費全額，未通過者也能補助一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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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校為使學生能積極主動以自學的方式增強英文能力，除上述提供各項線上學習

資源外，除鼓勵學生參加校外英檢以符合畢業門檻外，對於無法通過者，本校設

有配套課程即非同步網路英文自學課程，並以自學課程滿時數、通過課程測驗與

校內英文檢定考試者為畢業之條件。自 96 學年度下學期起每學期舉辦至少 1 次

的校內英文檢定考試，以使報考的學生瞭解自己的英文程度並督促自己提升，並

在下一次考試能有更好的成績表現，並鼓勵其有信心的去報考校外英文檢定測

驗。於 97 年 12 月而對於校內考試成績處於低分並可能無法達到畢業門檻者，本

校教務處、通識教育中心與語文教學中心亦針對這些學生積極規劃補救英文之學

習輔導工作，並期於 97 學年度下學期開始實施。 

本系為協助學生學習英語並通過畢業門檻，因此在課程教學上盡量以原文書教

學，並且在 97 年 9/26、12/12 協助學生報名學校校內英文檢定，以期學生盡早通過

畢業門檻以及增加學生英語能力。 

 

3-15.研究生、專題生與論文指導教授互動情形如何 
為鼓勵學生能在專業課程修習之後，在課餘時間能夠進行實地操作，本系已在二

年級~四年級開設了「專題研究（Ⅰ）」～「專題研究（Ⅳ）」的四門專業選修課程，

使學生有機會進行長期的基礎實驗及研究，奠定繼續深造及研究的根砥。藉由此課

程，專題生將定期與指導教授會談，共同研討研究論文資料，建立起良好的互動關

係，並藉由此互動提升本系的研究風氣，同時也提供了學生參與研究的管道及理論

與實務驗證的機會，對本系的發展具有正面意義。 

本系自 94 學年度開始，由指導老師從修習專題課程之大學部學生中，挑選表現優

異者參加國科會大專學生參與專題研究計畫，培養學生構思撰寫研究計畫之能力，

本系所學生在系所教師鼓勵之下積極參與校內外學術會議並論文發表，讓學生直接

瞭解專業學術領域的發展情形。本系陳悅生教授指導之大學部學生王思婷榮獲 96

學年度國科會大專生計畫，黃宗祺老師指導學生則獲得第十一屆工程科技與中西醫

要應用研討會優秀論文獎。本系教師專題研究學生數目統計列於表 3-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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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14 本系教師專題研究學生數目統計表 

學年度 

教師 
95 學年度 96 學年度 971 學年度 

陳悅生 2 2 6 

姚俊旭 - - 4 

程大川 - 25 2 

許世明 - - 9 

黃宗祺 - 2 2 

施子卿 3 2 - 

何永仁 - 9 2 

 

3-16.學生宿舍、餐廳等設備空間為何 
本校學生宿舍每年均定期實施消防設施安全檢查，並依不同樓層每位學生配有

電子感應扣，以及實施門禁管制(每日 23 時由宿舍幹部負責點名)，以維護學生住宿

安全。為提升學生宿舍住宿品質，學校也提供各項設備供學生住宿時使用： 

 (一)4 人住一間套房為原則，每寢室有一套衛浴設備，每人皆為獨立是床組：上層

為床鋪（單人床：長 190 cm、寬 90 cm)，下層為書櫃、書桌椅，每人一個獨立式衣

櫃。 

(二)宿舍為中央空調，其他設備：電梯，宿舍網路，飲水機，投幣式洗衣機，投幣

式烘衣機，脫水機，曬衣場。 

(三)交誼廳(男、女生各一間)設備：有線電視（第四台），電視機、電冰箱、電磁爐、

烤麵包機、電鍋、提供電腦給學生使用，衛浴內有速熱電熱水器（可 24 小時）供應

盥洗。相關法規詳見參考資料。以下提供台中校本部學生宿舍房間統計表 3-15： 

 

表 3-15 97 學年度台中校本部學生宿舍房間數統計表 

 男生 女生 

房間數 55 55 

床位數 210 2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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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7.學生社團活動之表現為何 
  本系學生除了在學習成績上表現優異之外，在學生社團活動方面也不遑多讓，如

本系學生積極參與並擔任幹部名單(詳見表 3-16)，以及積極舉辦各項活動(詳見表

3-17)： 

 
表 3-16 本系學生參與社團活動幹部名單 

         項目 

社團名稱 
學生姓名 社團職稱 

中國醫熱門舞蹈社第十屆 林敬芳 社長 

中國醫熱門舞蹈社第十屆 許斐婷 副社長 

中國醫熱門舞蹈社第十屆 盧續啟 男教學 

中國醫熱門舞蹈社第十屆 林豐鵬 男公關 

 

表 3-17 本系學生參與社團活動 

     項目 

活動主題 
活動時間 活動地點 本系參與學生 

欣聖誕晚會 2006/12/21 北港分部綜合球場 

許斐婷，林敬芳， 

林豐鵬，李國泰， 

徐珮華 

期末成果發表會 2007/06/08 北港媽祖廟前舞台 
許斐婷，林敬芳， 

林豐鵬 

期末成果發表展 2008/01/05 台中本部籃球場前 
許斐婷，林敬芳， 

林豐鵬 

期初成果發表展 2008/03/04 台中本部籃球場前 
許斐婷，林敬芳， 

林豐鵬 

舞哇哈哈舞朝 2008/05/20 台中本部Ｂ１國際會議廳

許斐婷，林敬芳， 

林豐鵬，盧續啟， 

李偉誌 

僑光技術學院舞

展，精舞行 
2008/05/21 僑光技術學院 

許斐婷，林敬芳， 

林豐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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朝陽科技大學舞

展，好萊舞 
2008/05/26 朝陽科技大學 

許斐婷，林敬芳， 

林豐鵬 

台中教育大學舞

展，正舞十分 
2008/06/04 台中教育大學 

許斐婷，林敬芳， 

林豐鵬，李偉誌 

廟口也瘋狂 2008/06/06 北港分部媽祖廟口前舞台
許斐婷，林敬芳， 

林豐鵬，盧續啟 

 
  除此之外，本系學生參與系學會活動也相當積極(詳見表 3-18)，以舉辦活動的方

式增進學生間的情誼以及學生與老師之間的互動關係(詳見表 3-19)： 

 
表 3-18 本系各屆系學會名單 

  名單 

 屆 
職位—擔任學生名稱 

第一屆 

會長：賴鈺儒          副會長：王云黔、應承達  

秘書部：周佳伶  

活動部：謝佳傑  

公關部：王聖銘  

文書部：詹安俐  

總務部：黃乙哲 

第二屆 

會長：王聖銘          副會長：陳怡珊、陳俊光  

秘書部：謝岑妏  

活動部：郭韋廷  

公關部：黃薄迎  

文書部：李浩緯  

總務部：黃乙哲 

第三屆 

會長：陳怡珊          副會長：郭韋廷、林惠賢  

秘書部：謝岑妏  

活動部：郭韋廷  

公關部：陳儀璟  

文宣部：陳乃瑜  

總務部：王逸潔、陳雅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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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屆 

會長：林思妤          副會長：林惠賢、丁浩軒 

秘書部：簡毅琦 

活動部：吳欣樺 

公關部：吳孟翰 

文宣部：谷德蕙 

總務部：葉庭妤 

系友部：黃乙哲 

第五屆 

會長：莊佩娟      副會長：洪資詒，王姵涵 

秘書長：林惠婷      副祕書長：施涵倪 

美宣長：廖綺柔      副美宣長：楊雅倫 

活動長：洪偉民      副活動長：李國泰 

公關長：王昱智      副公關長：曾伊君 

總務長：洪惠鈴      副總務長：蔡雯鈞 

體育長：張雅涵 

系友部：陳怡珊  

 
表 3-19 本系系學會舉辦活動 

活動名稱 日期 演講人 

放射系中區迎新茶會 96/08/20(一)  

放射系北、南區迎新茶會 96/08/24(五)  

96學年度新生暨家長座談會 96/08/26(日) 陳悅生主任與系上老師 

放射大迎新 96/09/29-30 (六-日)  

師生座談會 96/12/06(四) 陳悅生主任與系上老師 

放射講座-淺談心導管 96/12/06(四) 
朱光華學長(台中榮民總醫

院) 

放射講座-CT的未來發展 96/12/11(二) 胡志明先生(西門子經理) 

放射系系員大會 96/12/15(六)  

放射系系窯 96/12/22(六)  

放射講座-卡內基講座-人際

關係 
96/12/27(四) 林書弘 先生 

放射系第四屆大放盃 97/03/15-16(六-日) 參與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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醫學影像的應用與發展 97/04/01(二) 陳中和主任 

新生推甄申請面試 97/04/13(日) 陳悅生主任與系上老師 

放射系系員大會 97/05/03(六)  

系友回娘家暨生涯規劃講座 97/05/17(六)  

放射系第二屆送舊晚會 97/06/04(三)  

97學年度新生暨家長座談會 97/08/17(日) 陳悅生主任與系上老師 

放射系中區迎新茶會 97/08/22(五)  

放射系南區迎新茶會 97/08/26(二)  

放射系北區迎新茶會 97/08/27(三)  

新生北港師生座談會 97/09/14(日) 陳悅生主任與系上老師 

見實習心得座談會 97/09/18(四) 陳悅生主任與系上老師 

二、三年級師生座談會 97/09/24(三) 陳悅生主任與系上老師 

放射大迎新 97/10/18-20  

 

  在校內外各項比賽方面，學生們平時均努力練習各項運動，參加各項比賽均能得

獎，為本系爭光(詳見表 3-20、3-21)，並於校級檢討會議中提請學校提供相關運動

競賽，包括壘球春季聯賽等。同時本系也鼓勵多項運動的發展，例如籃球、排球、

壘球等系隊的成立，每個系隊長設有隊長及經理，系學會對各球隊亦有提供經費補

助，以更新訓練的各種設備。系隊皆於課餘有固定時間進行練習，除此之外，學生

並對校內外各項競賽積極投入，因此比賽成績十分優異。 

 

表 3-20 本系學生參加各項比賽得獎名單 

        項目 

活動名稱 
日期/地點 得獎項目—名次 

第一屆全國大放盃 

94/2/26.27.28 

男籃─季軍 

男排─亞軍 

女排─亞軍 

第二屆全國大放盃 

95/3/4.5 / 中國醫藥大學 

男排─亞軍 

羽球─季軍 

女排─季軍 

第三屆全國大放盃 96/3/3.4 /中山醫學大學 男籃─亞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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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屆全國大放盃 
97/3/15.16 /元培科技大學

男排─冠軍 

女排─亞軍 

主任盃 92 年 / 北港分部 排球賽 A 組第三名 

新生盃 93 年 / 北港分部 女排第二名 

全校運動大會 93 年 女乙組田徑第六名 

系際盃 95 年 男籃殿軍 

 

表 3-21 本系學生參與比賽名單 

        項目 

比賽名稱 
日期 地點 參賽學生 

校園歌喉戰 2006/12/12 中國醫藥大學 黃紉翠 

校園歌喉戰月冠軍 2007/4/6 華視 黃紉翠 

校園歌喉戰月冠軍 2007/4/29 華視 黃紉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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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特色 
 
“To do a good job, one must first sharpen one's tools”. 

 

    正因如此，本系教學宗旨皆以此方向進行，以最優秀的師資提供各方面的專業

知識，讓學生能夠獲得更多更完善的知識，一開始就贏在起跑點上。以下詳述本系

各項特點以供參考。 

 

1. 師資、設備完善：本系 97 學年度現有專任師資已達 16 人。其中，助理教授級以

上師資 9 位，臨床講師 7 位，生師比為 12.55。另外，本系樓地板面積也已大幅

增加至 752.8 平方公尺，足夠本系規劃多間功能性實驗室及學生活動學習的空

間。除此之外，本校附設醫院放射科、核醫科及腫瘤科亦提供本系絕佳的臨床設

備與實習環境。 

2. 課程符合國考需求：本系開課課程除了教授學生所需之基本知識外，此外更為了

因應國考而開設許多國考相關復習課程，或是教師在授課時提供部分國考資訊，

讓學生能夠輕鬆克服國考恐懼和障礙。 

3. 理論與臨床知識結合：本系多項課程均搭配基礎老師與臨床老師共同開課，或以

臨床聯合教學的方式讓學生除了專精理論外，同時也能了解臨床知識的應用，再

於大四醫院實習期間，結合基礎與臨床知識，印證所學。 

4. 國外見習:本系除了在課程上給予學生充足的專業知識外，亦積極爭取國外見習機

會(美國 UC Irvine 和德國明斯特大學)；在大二下學期進行考核，選出優秀學生於

大三暑期代表本系出國見習，並於回國後於「見實習說明會」中分享出國經驗，

讓其他學生也有立足台灣、放眼世界的國際宏觀。 

5. 師生間互動良好：本系各年級皆實施雙導師制，老師除了可藉由系學會舉辦之各

項活動和學生保持良好互動，也可經由定期舉辦的班會中，給予學生適當建議與

輔導。除此之外，導師可利用期中預警制度，隨時掌握學生課業。如果發現班上

學生有異狀，除了進行個別輔導外，亦可視情況轉介學生至本校心輔組加以輔

導。每學年度初，各班班代表在查明學生住處後，帶領系主任以及班導師共同視

察學生外宿居住環境的情況。另外，每位老師皆可利用 office hour 提供學生針對

課程上相關問題進行了解，以掌握學生學習狀況，並藉以達到師生良好互動關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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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有上述這些特色，配合良好的學習環境以及優良的師資，本系畢業生不論在學

術表現(研究所考取)或國考通過率，皆有非常好的成績。 

 

(三)問題與困難 
   本系在創系初期，學生無論在活動空間或學習的資源上均感到相當匱乏。也由

於師資的不足，學生的輔導工作往往無法落實。這些問題勢必延宕系務的推動，進

而影響學生受教的權利。 

 

(四)改善策略 
    在本系師生共同努力以及學校的大力支持之下，本系已獲得本校立夫醫療大樓

地下二樓空間及新落成之安康校區教師研究室 7 間。而本系 97 學年度現有專任師資

已達 16 人，師資已不於匱乏。故本系現有大學部 4 個班，每班所安排的兩名生活導

師，均由本系專任教師擔任。自此之後，本系教師將擔任學生輔導工作的第一線。

學生無論在學業或生活上若遭逢困難，將迅速獲得本系教師的關懷與協助，充分落

實生輔工作。 

 

 (五)總結 
    本系草創之初，無論在師資或研究教學資源均十分缺乏。所幸本系師生共體時

艱，在學校近期的大力支持之下，已爭取到足夠的學習空間，而師資結構亦已大幅

的改善。如今，本系各項事務皆已走上軌道正常運作，國考通過率及就業率也頻傳

佳績。更有多名畢業生在學術的範疇中選擇進一步的進修，均已考取國內知名的研

究單位。此外，由於本校近年來辦學深獲教育部肯定，連續三年獲得教學卓越計畫

醫護類大學最高補助，藉由教學卓越計畫的支持，本系無論在學生事務的推動或學

生活動的舉辦均有明顯的進步。如此優秀的各項成績，均已說明本系在學生學習與

學生事務的成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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評鑑項目四 研究與專業表現 
 

(一) 現況描述 
 

放射技術學系創立於民國 92 年，本系設立的教育宗旨為「培植放射線診斷、放

射線治療、核子醫學、放射線輻射安全與醫學影像的專業人才」；本系集結中國醫藥

大學及附設醫院相關之放射醫學科學背景專業師資，包含放射診斷、放射治療及核

子醫學等，每位師資皆經過校方精心遴選出，且具有豐富臨床經驗及專業知識的學

者，可提供學生一流的教學品質，藉以培養專業而且敬業的放射相關人才，使其能

在放射相關領域發揮所學專長，貢獻所學於國家社會。由於放射醫學科學領域包羅

萬象，因此所規畫教師之專長領域範圍亦很寬廣，除了重點放在放射醫學科學及培

育相關放射科學技術人才外，另還輔以醫學工程及基礎理論學科等知識，培養學生

繼續深造的潛力，加強往後回饋國家社會的能力。 

專任教師專長領域可分為醫學影像、分子生物及醫學物理三大類。其所包含研

究方向分別為，醫學影像：腫瘤影像、電腦輔助診斷、熱手術、醫學影像分析、電

腦三維影像重建；分子生物：分子醫學影像、分子治療；醫學物理：改進放射技術、

輻射度量學及輻射劑量計之研發等。專任教師之專長與研究方向符合目前國家生物

科技之重點發展目標，在申請國科會及國內外計畫方面有卓越成果，不論在學術研

究與教學專業的表現上，本系教師皆具有傑出之研究能力。除校外計畫外，本校更

訂定「中國醫藥大學校內專題研究計畫申請辦法」，校內專題計畫的補助對象為新進

教師或符合行政院國家科學委員會研究計畫申請資格之教師，每一研究計畫最高補

助金額五十萬元。 

    本系教師亦熱衷參與國內外研討會發表論文，除有相當質量的期刊論文發表，

在研究成果與論文發表之相輔相成之下，推動放射科學在台灣之蓬勃發展，本系教

師積極參與國內和國際學術活動，不論在數量與品質方面，表現均有相當之水準，

教師研究與專業表現與社會、經濟、文化與科技發展具絕對相關性；另外，本系教

師具備不同的專長與背景，因此在放射醫學領域內相輔相成，並組成研究團隊，全

力投入放射醫學臨床與基礎理論之相關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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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 教師研究與專業表現成果之數量與品質為何? 
 
    本系對教師之教學品質有相當之要求外，對於學術研究及專業表現亦非常重

視，教師依據自身的專長並配合學校及本系之未來發展方向，積極爭取校內外研究

計畫，從事放射醫學之相關研究。本系專任教師每年皆有文章發表於 SCI、EI 等具

有審查制度之國內外期刊，其數量與品質，亦逐年提升，本系專任教師之期刊論文

成果，如圖 4-1 及表 4-1 所示，由此可見本系教師除了教學外，在專業領域研究亦

有相當傑出表現。 

    本系專任教師研究專業領域表現優異外，並參與多項國內外學術活動，發表多

篇口頭或看版論文，不僅在研究的數量上取得優勢，其研究品質亦有所精進，根據

圖 4-1 及表 4-1 統計，專任教師所發表的論文裡面，有 56 篇為文章第一作者，更有

116 篇的通訊作者為本系專任教師擔任。 
 
 

 

0

5

10

15

20

25

30

35

40

45

50

2004 2005 2006 2007 2008

年份

篇
數

          
圖 4-1 教師期刊論文(2004~20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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姓名 職稱 期刊論文 

陳悅生 教授 1. Ching-Wen Lou*,Chun-Hsu Yao,Yueh-Sheng Chen,Tsung-Chih 
Hsieh,Wen-Hao Hsing,Jai-Horng Lin ,Manufacturing and properties of PLA 
absorbable surgical suture,Textile Research Journal,2008 Nov,78(11):958-965 

2. Kuo-Yu Chen,Pei-Chi Shyu,Yueh-Sheng Chen*,Chun-Hsu Yao*,Novel bone 
substitute composed of oligomeric proanthocyanidins-crosslinked gelatin and 
tricalcium phosphate,Macromolecular Bioscience,2008 Oct,8(10):942-950  

3. Ming-Chin Lu,Fuu-Jen Tsai,Chun-Hsu Yao*,Yueh-Sheng Chen,Use of 
electrical stimulation at different current levels to promote recovery after 
peripheral nerve injury in rats,Journal of Trauma-Injury Infection And Critical 
Care,2008 Sep  

4. Chun-Hsu Ya,Yueh-Sheng Che*,Effect of different drying methods on the 
characteristics of genipin cross-linked gelatin films, Journal of Medical AMD 
Biological Engineering,2008 Apr  

5. C.W. Lou,C.W. Li,Yueh-Sheng Chen,Chun-Hsu Yao,Z.S. Lin,C.Y. Chao,J.H. 
Lin,Properties evaluation of Tencel/cotton nonwoven fabric coated with 
chitosan for wound dressing,Textile Research Journal,2008 May,78(3):248-253 

6. Chien-Yi Ho,Sheng-Feng Hsu,Han-Chung Lee,Jia-Horng Lin,Chun-Hsu 
Yao*,Yueh-Sheng Chen*,Effects of electrical stimulation at different 
frequencies on regeneration of transected peripheral nerve.,Neurorehabilitation 
And Neural Repair,2008 Mar,22  

7. HT Chen,Chun-Hsu Yao,Pei Dawn Lee Chao,Hou YuChi,CC Hsieh,CJ 
Ke,Effect of serum metabolites of Pueraria lobata in rats on peripheral nerve 
regeneration: In vitro and in vivo studies., Journal of Biomedical Materials 
Research Part B-Applied Biomaterials,2008,84B(2):256-262  

8. Hou YuChi,Shang-Yuan Tsai,Yueh-Sheng Chen,Pei Dawn Lee 
Chao*,Metabolism and pharmacokinetics of genipin and geniposide in 
rats,Food And Chemical Toxicology,2008,46(-):2764-2769  

9. Lu MC,Tzang BS,Wu FL,Yueh-Sheng Chen,Chang-Hai Tsai,Shin-Da 
Lee,More activated cardiac mitochondrial dependent apoptotic pathway in 
obese Zucker rat,Obesity Research,2007 Nov,11(15):2634-2642  

10. (Lu MC,Tzang BS,Wu FL,Yueh-Sheng Chen,Liu JY,Hwang JM,Lin JA,Chen 
JS,Chih-Yang Huang*,Shin-Da Lee,More activated cardiac 
mitochindrial-dependent apoptotic pathway in obese Zucker 
rats,Obesity,2007 Nov,15(11):2634-2642  

11. Tin-Yun Ho,Yueh-Sheng Chen,Chien-Yun Hsiang*,Noninvasive nuclear 
factor-κB bioluminescence imaging for the assessment of host-biomaterial 
interaction in transgenic mice,Biomaterials,2007 Oct,28(30):4370-4377  

12. Jia-Horng Lin*,Ching-Wen Lou,Chia-Hao Chang,Yueh-Sheng Chen,Gau-Tyan 
Lin,Cho-Hsun Lee,In vitro study of bone-like apatite coatings on metallic fiber 
braids, Journal of Materials Processing Technology,2007 Jul,(192-193):97-100 

13. Min-Chi Lu,Wei-Wen Kuo,Bor-Show Tzang,Fong-Li Wu,Chih-Yang 
Huang*,Shin-Da Lee*,More activated cardiac mitochondrial-dependent 
apoptotic pathway in obese Zucker rats,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Besity,2007 May,31(1):72-77  

14. Ming-Chin Lu,Shih-Wei Hsiang,Tung-Yuan Lai,Chun-Hsu Yao,Li-Ju 
Lin,Yueh-Sheng Chen*,Influence of cross-linking degress for a biodegradable 
genipin-crosslinked gelatin guide on peripheral nerve regeneration, Journal of 
Biomaterials Science-Polymer Edition,2007 Apr,18(7):843-863  

15. Ju-Ying Chang,Jia-Horng Lin,Chun-Hsu Yao,Jiunn-Horng Chen,An in vivo 
evaluation of a biodegradable EDC/NHS-cross-linked gelatin peripheral ner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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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uide conduit material,Macromolecular Bioscience,2007 Apr,7(4):500-507  
16. Jia-Horng Lin,Chia-Hao Chang*,Gau-Tyan Lin,Formation of bone-like apatite 

on titanium filaments incubated in a simulated body fluid using an 
electrochemical method,Composites Part A-Applied Science And 
Manufacturing,2007 Jan,38(2):535-539  

17. Chun-Hsu Yao,Bai-Shuan Liu,Chau-Guey Liu,Yueh-Sheng Chen*,Osteogenic 
potential using a malleable, biodegradable composite added with traditional 
Chinese medicine: in vitro and in vivo evaluations,American Journal of 
Chinese Medicine,2006 Oct,34(5):873-886  

18. Chia-Chou Yeh,Chih-Che Lin,Shulhn-Der Wang,Bai-Horng Su,Shung-Te 
Kao,Protective and anti-inflammatory effect of a traditional Chinese medicine, 
Xia-Bai-San, by modulating lung local cytokine in a murine model of acute 
lung injury,International Immunopharmacology,2006 Sep,6(9):1506-1514  

19. Chun-Yuan Cheng,Chun-Hsu Yao,Bai-Shuan Liu,Chien-Ju Liu,Guan-Wei 
Chen,Yueh-Sheng Chen*,The role of astragaloside in regeneration of the 
peripheral nerve system, Journal of Biomedical Materials Research Part 
A,2006 Mar,76A(3):463-469  

20. Jia-Horng Lin,Chia-Hao Chang*,Yueh-Sheng Chen,Gau-Tyan Lin,Formation 
of bone-like apatite on titanium filament by a simulated body fluid inducing 
process,Surface & Coatings Technology,2006 Mar,200(12-13):3665-3669  

21. Ming-Chin Lu,Yung-Hsien Chang,Leih-Chih Chiang,Hai-Ting 
Wang,Chun-Yuan Cheng,Chun-Hsu Yao,Yueh-Sheng Chen*,Peripheral nerve 
regeneration through nerve guides filled with bilobalide and schwann 
cells.,Biomedical Engineering- Application, Basis & 
Communications,2006 Feb,18(1):8-12  

22. Chun-Hsu Yao*,Hung-Ming Tsai,Bai-Shuan Liu,Fabrication and evaluation of 
a new composite composed of tricalcium phosphate, gelatin and Chinese 
medicine as a bone substitute., Journal of Biomedical Materials Research Part 
B-Applied Biomaterials,2005 Oct,75(2):277-288  

23. Ju-Ying Chang,Chun-Yuan Cheng,Fuu-Jen Tsai,Chun-Hsu Yao,Bai-Shuan 
Liu,An in vivo evaluation of a biodegradable genipin-crosslinked gelatin 
peripheral nerve guide conduit 
material,Biomaterials,2005 Jun,26(18):3911-3918  

24. Chun-Hsu Yao*,Bai-Shuan Liu,Shan-Hui Hsu,Calvarial bone response to a 
tricalcium phosphate – genipin crosslinked gelatin 
composite.,Biomaterials,2005 Jun,26(16):3065-3074  

25. Chun-Hsu Yao*,Bai-Shuan Liu,Shan-Hui Hsu,Yueh-Sheng Chen,Calvarial 
bone response to a tricalcium phosphate - genipin crosslinked gelatin 
composite,Biomaterals,2005 Jun,26(16):3065-3074  

26. JG Lin,CT Chen,TW Lu*,YS Lin,HL Chen,Quantitative evaluation of the 
motion of frozen shoulders treated with acupuncture by puncturing from 
Tiaokou (ST. 38) towards Chengshan (UB 57),Biomedical Engineering- 
Application, Basis & Communications,2005 Feb,17(1):31-37  

27. Yueh-Sheng Chen*,Sheng-Feng Hsu,Chih-Wen Chiu,Jaung-Geng 
Lin,Chao-Tzung Chen,Chun-Hsu Yao,Effect of Low-power laser on peripheral 
nerve regeneration in rats,Microsurgery,2005 Jan,25(1):83-89  

28. Bai-Shuan Liu,Chun-Hsu Yao,Shan-Hui Hsu,Tsung-Shu Yeh,Yueh-Sheng 
Chen*,Shung-Te Kao,A novel use of genipin-fixed gelatin as extracellular 
matrix for peripheral nerve regeneration, Journal of Biomaterials 
Applications,2004 Jul,19(1):21-34  

29. Tung,Cheng-Fu,Chang,Shih-Liang,Chen,Yueh-Sheng,Tsai,Chin-Chuan,桑寄

生保肝護腎之療效評估,台灣中醫醫學雜誌,2004 Apr,3(2):61-70  
30. Shung-Te Kao,Chang CH,Yueh-Sheng Chen,Su-yin Chiang,Jaung-Ge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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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in,Effects of Ding-Chuan-Tang on bronchoconstriction and airway leucocyte 
infiltration in sensitized guinea pigs,Immunopharmacology And 
Immunotoxicology,2004,26(1):113-124  

31. Chun-Hsu Yao*,Bai-Shuan Liu,Chen-Jung Chang,Shan-Hui Hsu,Yueh-Sheng 
Chen,Preparation of networks of gelatin and genipin as degradable 
biomaterials,Materials Chemistry And Physics,2004,83(2-3):204-208  

32. Yueh-Sheng Chen*,Chien-Ju Liu,Chun-Yuan Cheng,Chun-Hsu Yao,Effect of 
bilobalide on peripheral nerve regeneration,Biomaterials,2004 ,25(3):509-514 

33. Chun-Hsu Yao*,Bai-Shuan Liu,Shan-Hui Hsu,Yueh-Sheng Chen,Chin-Chuan 
Tsai,Biocompatibility and biodegradation of a bone composite containing 
tricalcium phosphate and genipin cross-linked gelatin,Journal of Biomedical 
Materials Research Part A,2004 ,69A(4):709-717  

34. Yueh-Sheng Chen*,Sheng-Feng Hsu,Chiu CW,Jaung-Geng Lin,Chen CT,Yao 
CH,Effect of low-power pulsed laser on peripheral nerve regeneration in 
rats,Microsurgery,2004,25(1):83-89   

姚俊旭 教授 1. Ching-Wen Lou*,Chun-Hsu Yao,Yueh-Sheng Chen,Tsung-Chih 
Hsieh,Wen-Hao Hsing,Jai-Horng Lin,Manufacturing and properties of PLA 
absorbable surgical suture,Textile Research Journal,2008 Nov,78(11):958-965 

2. Kuo-Yu Chen,Pei-Chi Shyu,Yueh-Sheng Chen*,Chun-Hsu Yao*,Novel bone 
substitute composed of oligomeric proanthocyanidins-crosslinked gelatin and 
tricalcium phosphate,Macromolecular Bioscience,2008 Oct,8(10):942-950  

3. Ming-Chin Lu,Fuu-Jen Tsai,Chun-Hsu Yao*,Yueh-Sheng Chen,Use of 
electrical stimulation at different current levels to promote recovery after 
peripheral nerve injury in rats, Journal of Trauma-Injury Infection And Critical 
Care,2008 Sep  

4. Chun-Hsu Yao,Yueh-Sheng Chen*,Effect of different drying methods on the 
characteristics of genipin cross-linked gelatin films, Journal of Biomaterials 
Science-Polymer Edition,2008 Apr  

5. C.W. Lou,C.W. Lin,Yueh-Sheng Chen,Chun-Hsu Yao,Z.S. Lin,C.Y. Chao,J.H. 
Lin,Properties evaluation of Tencel/Cotton nonwoven fabric coated with 
chitosan for wound dressing,Textile Research 
Journal ,2008 May,78(3):248-253  

6. Bai-Shuan Liu,Chun-Hsu Yao*,Shr-Shin Fang,Evaluation of a non-woven 
fabric coated with a chitosan bi-layer composite for wound 
dressing,Macromolecular Bioscience,2008 May,8(5):432-440  

7. Chien-Yi Ho,Sheng-Feng Hsu,Han-Chung Lee,Jia-Horng Lin,Chun-Hsu 
Yao*,Yueh-Sheng Chen*,Effects of electrical stimulation at different 
frequencies on regeneration of transected peripheral nerve.,Neurorehabilitation 
And Neural Repair,2008 Mar,22  

8. Guo-Chung Dong,Hueih-Min Chen,Chun-Hsu Yao*,A novel bone substitute 
composite composed of tricalcium phosphate, gelatin and drynaria fortunei 
herbal extract Journal of Biomedical Materials Research Part 
A,2008 Feb,84A(4):167-177  

9. HT Chen,Chun-Hsu Yao,Pei Dawn Lee Chao,Hou YuChi,CC Hsieh,CJ 
Ke,Effect of serum metabolites of Pueraria lobata in rats on peripheral nerve 
regeneration: In vitro and in vivo studies., Journal of Biomedical Materials 
Research Part B-Applied Biomaterials,2008 ,84B(2):256-262  

10. Ming-Chin Lu,Shih-Wei Hsiang,Tung-Yuan Lai,Chun-Hsu Yao,Li-Ju 
Lin,Yueh-Sheng Chen*,Influence of cross-linking degress for a biodegradable 
genipin-crosslinked gelatin guide on peripheral nerve regeneration, Journal of 
Biomaterials Science-Polymer Edition,2007 Apr,18(7):843-863  

11. Ju-Ying Chang,Jia-Horng Lin,Chun-Hsu Yao,Jiunn-Horng Chen,An in vivo 
evaluation of a biodegradable EDC/NHS-cross-linked gelatin peripheral ner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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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uide conduit material,Macromolecular Bioscience,2007 Apr,7(4):500-507  
12. Chun-Hsu Yao,Bai-Shuan Liu,Chau-Guey Liu,Yueh-Sheng Chen*,Osteogenic 

potential using a malleable, biodegradable composite added with traditional 
Chinese medicine: in vitro and in vivo evaluations,American Journal of 
Chinese Medicine,2006 Oct,34(5):873-886  

13. Chun-Yuan Cheng,Chun-Hsu Yao,Bai-Shuan Liu,Chien-Ju Liu,Guan-Wei 
Chen,Yueh-Sheng Chen*,The role of astragaloside in regeneration of the 
peripheral nerve system, Journal of Biomedical Materials Research Part 
A,2006 Mar,76A(3):463-469  

14. Ming-Chin Lu,Yung-Hsien Chang,Leih-Chih Chiang,Hai-Ting 
Wang,Chun-Yuan Cheng,Chun-Hsu Yao,Yueh-Sheng Chen*,Peripheral nerve 
regeneration through nerve guides filled with bilobalide and schwann 
cells.,Biomedical Engineering- Application, Basis & 
Communications,2006 Feb,18(1):8-12  

15. Chun-Hsu Yao*,Hung-Ming Tsai,Bai-Shuan Liu,Fabrication and evaluation of 
a new composite composed of tricalcium phosphate, gelatin and Chinese 
medicine as a bone substitute., Journal of Biomedical Materials Research Part 
B-Applied Biomaterials,2005 Oct,75(2):277-288  

16. Ju-Ying Chang,Chun-Yuan Cheng,Fuu-Jen Tsa,Chun-Hsu Yao,Bai-Shuan 
Liu,An in vivo evaluation of a biodegradable genipin-crosslinked gelatin 
peripheral nerve guide conduit 
material,Biomaterials,2005 Jun,26(18):3911-3918  

17. Chun-Hsu Yao*,Bai-Shuan Liu,Shan-Hui Hsu,Yueh-Sheng Chen,Calvarial 
bone response to a tricalcium phosphate - genipin crosslinked gelatin 
composite,Biomaterials,2005 Jun,26(16):3065-3074  

18. Yueh-Sheng Chen*,Sheng-Feng Hsu,Chih-Wen Chiu,Jaung-Geng 
Lin,Chao-Tzung Chen,Chun-Hsu Yao,Effect of Low-power laser on peripheral 
nerve regeneration in rats,Microsurgery,2005 Jan,25(1):83-89  

19. Bai-Shuan Liu,Chun-Hsu Yao,Shan-Hui Hsu,Tsung-Shu Yeh,Yueh-Sheng 
Chen*,Shung-Te Kao,A novel use of genipin-fixed gelatin as extracellular 
matrix for peripheral nerve regeneration, Journal of Biomaterials 
Applicatiions,2004 Jul,19(1):21-34  

20. Chun-Hsu Yao*,Bai-Shuan Liu,Chen-Jung Chang,Shan-Hui Hsu,Yueh-She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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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adical hysterectomy and adjuvant radiotherapy,European Journal of 
Gynaecological Oncology,2004 Jan,14(1):81-86  

15. Chen,Shang-Wen,An-Cheng Shiau,Liang,Ji-An,Lin,Fang-Jen,Palliation of 
recurrent esophageal cancer after definite radiotherapy with intraluminal 
brachytherapy －A PRELIMINARY REPORT . Jpn Soc Ther Radiol Oncol,,
台灣政治學刊 / Taiwanes Political Science Review,2004 ,(16):41-46   

林維卿 講師 1. Chien-Heng Lin,Yung-Jen Ho,Wei-Ching Lin*,Preoperative diangosis of right 
paraduodenal hernia by multidetector computed tomography,Journal of the 
Formosan Medical Association,2008 Jun,107(6):500-503  

2. Chien-Heng Lin,Wei-Ching Lin,Yung-Jen Ho,Jeng-Sheng Chang*,Children 
with chest pain visiting the emergency department,ACTA Paediatrica 
Taiwanica,2008 Mar,49(2):26-29  

3. Wei-Ching Lin,Yung-Fang Chen,hien-Heng Lin,Yuan-Hong Tzeng,Hsein-Jar 
Chiang,Yung-Jen Ho,Wu-Chung Shen,Jeon-Hor Chen*,Emergent transcatheter 
arterial embolization in hemodynamically unstable patients with blunt splenic 
injury,Academic Radiology,2008 Feb,15(2):201-208  

4. Wei-Ching Lin,Jeon-Hor Chen*,Urinary bladder metastasis from breast cancer 
with heterogeneic expression of estrogen and progesteron receptors.,Journal of 
Clinical Oncology,2007 Sep,25(27):4308-4314  

5. Chien-Heng Lin,An-Chyi Chen,Jeng-Dau Tsai,Sung-Hsi Wei,Kai-Chung 
Hsueh,Wei-Ching Lin*,Endoscopic removal of foreign bodies in 
children,Kaohsiung Journal of Medical Sciences,2007 Sep,23(9):447-452  

6. Wei-Ching Lin,Jeon-Hor Chen*,Chien-Heng Lin,Wu-Chung Shen,Rapidly   
progressive pancreatic lipomatosis in a young adult patient with  
transfusion-dependent myelodysplastic syndrome.,Journal of the Formosan 
Medical Association,2007 Apr,106(8):676-679  

7. Chien-Heng Lin,Shu-Fen Wu*,Wei-Ching Lin,An-Chyi Chen,Meckel's 
diverticulum induced intrauterine intussusception associated with ileal atresia 
complicated by meconium peritonitis.,Journal of the Formosan Medical 
Association,2007 Jun,106(6):495-498  

8. Chien-Heng Lin,Ching-Hong Lai,Wei-Ching Lin,Kang-His Wu,An-Chyi 
Chen,Hung-Chih Lin,Jeng-Sheng Chang,Fulminant pulmonary hemorrhage as 
the initial manifestation in systemic lupus erythematosus:a case report and 
review of the literature.,Pediatric Pulmonology,2007 ,(5):81-88  

9. Chien-Heng Lin,Shu-Fen Wu*,Wei-Ching Lin,An-Chyi Chen,Wandering 
spleen with torsion and gastric volvulus,Journal of the Formosan Medical 
Association,2005 Oct,104(10):755-758  

10. Chien-Heng Lin,An-Chyi Chen*,Hsiao-Chuan Lin,Wei-Ching Lin,吳淑芬

(Shu-Fen Wu),Abdominal actinomycosis complicated with 
hydronephrosis,Journal of the Formosan Medical 
Association,2005 Sep,104(9):666-669  

11. Chen Yung-Fang*,Shen,Wu-Chung,Diagnosis of a large left paraduodenal 
hernia: a case report,中華放射線醫學雜誌,2004 Apr,29(4):197-202   

林昭君 講師 1. Chao-Chun Lin*,Fluid sign in the treated bodies after percutaneous 
vertebroplasty,Neuroradiology,2008 Nov,55(0):955-961  

2. Chao-Chun Lin,New symptomatic compression fracture after percutaneous   
vertebroplasty at the thoracolumbar junction,American Journal of   
Neuroradiology,2007 Jul,6(28):1042-1045  

3. Chao-Chun Lin,Dynamic CT perfusion imaging with acetazolamide challenge 
for evaluation of patients with unilateral cerebrovascular steno-occlusive 
disease,American Journal of Neuroradiology,2006 Oct,(27):1876-188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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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Chao-Chun Lin,Unusual magnetic resonance characteristics of a 
cerebellopontine angle epidermoid cyst with upper cervical spinal canal 
extension,Journal of Clinical Neuroscience,2006 Apr,(13):771-774  

5. Chao-Chun Lin,Clostridium perfringens infection: a rare complication of 
preoperative embolization of meningioma,American Journal of 
Neuroradiology,2006 Jul,(27):1355-1356  

6. Chao-Chun Lin,Small cell carcinoma of lung with unusual calcification: a case 
report,中華放射線醫學雜誌,2005 ,2(30):125-128  

7. Chao-Chun Lin,Rhinocerebral mucormycosis: How proton MR spectroscopy 
assisted diagnosis of acute infarction superimposed with celebrities,中華放射

線醫學雜誌,2004 Jul,3(29):137-142  
8. Chao-Chun Lin,Supraumbilical skin rash and fat necrosis after transcatheter 

arterial chemoembolization: A case report,Kaohsiung Journal of Medical 
Sciences,2004 Jun,20(1):36-40  

楊明祥 講師 1. Nasopharyngeal carcinoma spreading along the eustachian tube: the imaging 
appearance, Journal of the Chinese Mendical Assocition, vol.66, no.4, 
pp.200-203,2004. 

2. Central Diabetes Insipidus in patients without apparent initial MR imaging 
findings: A 2-year follow-up MR imaging study, Journal of the Chinese 
Medical Association, vol.29, no.4,pp.171-176,2004. 

3. Intraspinal extradural ganglion cyst of the cervical spine, J Forms Med Assoc, 
vol.103, no 3, pp.230-233, 2004. 

4. Preoperative MR diagnosis of spinal subdural empyema-secondary to 
osteomyelitis and epidural empyema, Journal of the Chinese Medical 
Association, vol.31, no.4, pp.209-214, 2006. 

5. Computed tomographic appearance of internal herniation through the sigmoid 
mesocolon, Journa of the Chinese Medical Association vol.68, no.4, 
pp.195-197, 2005. 

6. Unilateral subcortical calcification: A mainfestation of dural arteriovenous 
fistula, Ajnr Am J Neuroradiol, vol. 26, pp.1149-1151, 2005. 

7. Imaging characteristics of familial wolfram syndrome, J Forms Med Assoc, 
vol.104, no 2, pp.129-132, 2005. 

8. Basilar artery dolichoectasia in a boy with a combination of partial monosomy 
18p and partial trisomy 20q, Clinical Dysmorphology, vol. 15, no 4, 
pp.225-228, 2006. 

9. Spinal fractures in ankylosing spondylitis, Chin J Radiol, vol. 31, pp.227-235, 
2006. 

 
 
 
 
 
 
4-2. 系所師生參與國內和國際學術或創新活動之情形如何？ 
 
    本系教師每年均積極參與國內及國際學術研討會，並發表論文，增進學術交流

並提升本系相關領域之能見度，教師參與學術活動資料，如表 4-2 所示。教師研究

專業領域表現優異外，並參與多項國內外學術活動，發表多篇口頭或看版論文，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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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2 所示；教師亦受邀至各學術研究單位演講。且專任教師從事學術研究及研發

態度積極，並踴躍參與國內和國際學術研討會並發表論文，促進學術交流，亦提升

本系在國內外相關領域之能見度，本系並鼓勵年輕教師多參與國內及國際學術研討

會，擴展研究視野，提昇研究能量，以利爭取相關研究計畫經費，藉以充實專任教

師個人研究所需之軟硬體等設備。 

 
                    圖 4-2 教師研討會論文(2004~2008) 
 

    表 4-2 放射技術學系教師參與國內和國際學術或創新活動彙整表 

姓名 職稱 參加會議名稱 地點 時間 

陳悅生 教授 
2008 亞太組織工程計再生醫學

研討會 清華大學,臺灣 2008 

陳悅生 教授 
2008 年生物醫學工程年會暨科

技研討會 長庚大學 2008 

陳悅生 教授 第 23屆生物醫學聯合學術年會 國防醫學院 2008 

陳悅生 教授 2008 國際中醫藥學術研討會 中國醫藥大學 2008 

陳悅生 教授 
第十一屆工程科技與中西醫要

應用研討會 
中國醫藥大學 2008 

陳悅生 教授 
第 11 屆生化工程研討會暨生

醫奈米暨組織工程國際研討會 
清華大學,臺灣 2006 

陳悅生 教授 

2007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n Bionano Science (2007 

Taiwan ICONBS) 

The Howard 

International 

House Taipei 

2007 

陳悅生 教授 2005 Nano Bioengineering Chung Yuan 2005 

2004 2005

2006

2007

2008

0

5

10

15

20

25

年份

篇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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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ternational Symposium 

(NBIS2005) 

Christian 

University 

姚俊旭 教授 
第十一屆工程科技與中西醫要

應用研討會 
中國醫藥大學 2008 

姚俊旭 教授 8thworld Biomaterial Congree, Netherland  2008 

劉靖 副教授 
5th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n 

‘Applications of Physics in Fina 
Torino Itly 2006 

施子卿 副教授 

2007 Proceedings of The 

Seventh International Congress 

on Thermal Stresses 

Taipei, Taiwan 2007 

施子卿 副教授 

2007 Joint Annual Meeting 

World Conference on 

International Oncology and 

Society for Thermal Medicine 

Washington, 

DC,USA 
2007 

施子卿 副教授 

The 28th An. Int. Conf. IEEE 

Engineering in Medicine and 

Biology Society (EMBS) 

New York, USA 2006 

施子卿 副教授 
The 13th National Computational 

Fluid Dynamics Conference 
Taipei,Taiwan 2006 

施子卿 副教授 
6th International Symposium on 

Therapeutic Ultrasound 

Oxford, United 

Kingdom 
2006 

何永仁 助理教授 

The 10th congress of asian 

society of transplantation (10th 

CAST) 

Thailand, 

Pattaya 
2007 

何永仁 助理教授 

北美放射線醫學會 93rd 

Scientific assembly and annual 

meeting 

McCormick 

Place, 芝加哥 
2007 

程大川 助理教授 

Eurotherm Seminar 71, 

Visualization, Imaging and Data 

Analysis in Connective Heat and 

Mass Transfer 

Ottawa, 

Ontario, Canada 
2005 



 - 146 -

程大川 助理教授 

Proc. of IEEE International 

Symposium on Biomedical 

Imaging: From Nano to Macro 

Arlington, 

Virginia, USA 
2006 

程大川 助理教授 

The 3rd International 

Symposium on 3D Data 

Processing, Visualisation, and 

Transmission (3DPVT) 

University of 

North Carolina, 

Chapel Hill, 

USA 

2006 

程大川 助理教授 

The 1st International Workshop 

on Computer Vision for 

Intravascular and Intracardiac 

Imaging 

Copenhagen, 

Denmark 
2006 

程大川 助理教授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n 

Mass Data Analysis of Images 

and Signals in Medicine 

Leipzig 2007 

程大川 助理教授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n mass 
data analysis of images and 
signals in medicine, 
biotechnology and chemistry. 

Germany 2008 

黃宗祺 助理教授 ASTRO 50th Annual Meeting  Houston, USA,  2008 

黃宗祺 助理教授 ASTRO 49th Annual Meeting  
Los Angels, 

USA,  
2007 

黃宗祺 助理教授 AAPM 49
th

 Annual Meeting  
Minneapolis, 

USA 
2007 

黃宗祺 助理教授 ASTRO 47
th

 Annual Meeting  Denver, USA 2005 

黃宗祺 助理教授 AAPM 47
th

 Annual Meeting  Seattle, USA  2005 

黃宗祺 助理教授 AAPM 46
th

 Annual Meeting Pittsburgh, USA 2004 

黃宗祺 助理教授 
American Radium Society 86

th
 

Annual Meeting 

Napa Valley, 

USA 
2004 

黃宗祺 助理教授 ICCR Seoul, Korea 2004 

黃宗祺 助理教授 IASTED 
Innsbruck, 

Austria 
2004 

黃宗祺 助理教授 ICRS 
Madeira Island, 

Portugal 
20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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許世明 助理教授 

The 3rd international workshop 

on individual monitoring of 

ionizing radiation 

Japan 2007 

許世明 助理教授 49th AAPM Annual Meeting  USA 2007 

許世明 助理教授 26th RSROC Annual Meeting  Taipei 2007 

許世明 助理教授 Cyber Knife User’s Meeting USA 2006 

許世明 助理教授 
12th International Congress on 

Neutron Capture Therapy 
Japan 2006 

許世明 助理教授 

6th European Conference on 

Luminescent Detectors and 

Transformers of Ionizing 

Radiation 

Ukraine 2006 

孫盛生 講師 
97 年度第一次中區核醫放射師

繼續教育暨研討會 
中國醫藥大學 2008 

孫盛生 講師 

American College of 

Rheumatology/Association of 

Rheumatology Health 

Professionals 2007 Scientific Me

Boston, 

Ametrican 
2007 

孫盛生 講師 
Annual European Congress of 

Rheumatology 

西班牙巴塞隆

納 
2007 

蔡伯邦 講師 

中華民國第 41次年會學術研討

會暨第 8 回中日韓學術交流大

會 

新竹元培科技

大學 
2008 

蔡伯邦 講師 
6th Japan Korea Rep. of China 

international Joint Conference 
日本金澤市 2007 

蔡伯邦 講師 

中華民國醫事放射學會第 40次

年會學術研討會暨第 5 回中日

韓學術交流大會 

台灣省高雄市 2007 

蔡伯邦 講師 

中華民國醫事放射學會第 40次

年會學術研討會暨第 11 回中日

韓學術交流大會 

台灣省高雄市 20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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蔡伯邦 講師 第一屆亞洲區胸腔放射科年會 韓國首爾 2006 

林昭君 講師 

8th Asian-Australasian 

Federation of Interventional and 

Therapeutic Neuroradiology 

Taipei 2008 

林昭君 講師 

46th Annual meationg of 

American society of 

Neuroradiology 

New Orleans, 

USA 
2008 

林維卿 講師 
中華民國九十七年消化系連合

學術演講年會 
國防醫學中心 2008 

林維卿 講師 

中華民國放射係醫學會第二十

六屆第二次會員大會暨第五十

七次學術研究會 

台南大億麗緻

酒店 
2008 

林維卿 講師 

台灣小兒神經醫學會第五屆第

一次年會暨第十二屆學術演講

會 

台灣大學醫院 2008 

林維卿 講師 

2008 Annual meeting of Taiwan 

Society of Emergency 

Mendicine 第八屆第一次會員

大會暨學術研討會 

台灣大學醫院 2008 

林維卿 講師 

北美放射線醫學會 93rd 

Scientific assembly and annual 

meeting 

McCormick 

Place,芝加哥 
2007 

林維卿 講師 
2006 年北美放射線醫學會

(RSNA 2006) 
美國芝加哥 2006 

林維卿 講師 2006 亞太放射線醫學會 中國香港 2006 

劉峻成 講師 

中華民國醫事放射學會第 41次

年會學術研討會暨第 8 回中日

韓學術交流大會， 

元培科技大學 2008 

劉峻成 講師 
2008 年台灣醫學會春季學術演

講會 
中國醫藥大學 2008 

劉峻成 講師 胸腔影像最新進展研討會 中國醫藥大學 20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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劉峻成 講師 

Scientific Paper of 94th Annual 

Meeting of the Radiologic 

Socienty of  North  

America(RSNA) 

中國醫藥大學 2008 

楊明祥 講師 ASNR 
New Orleans, 

LA, USA 
2008 

 
 
4-3. 教師申請和獲得研究計畫獎（補）助情形如何？ 
 
    本系專任教師每年皆積極申請各類研究計畫案，其研究計畫獎（補）助內容整

理如表 4-3、表 4-4。本系專任教師每年平均獲有ㄧ件以上國科會研究計畫案，及ㄧ

件以上非國科會研究計畫案，對提升教師研究能量大有助益。國科會計劃 2006 至

2008 總共 27 件，每年平均件數 9 件；總經費為 12,712,813，每件研究計畫平均經費

為 470,845 元。 

 

表 4-3 本系教師獲得研究計畫之統計 
    2006 2007 2008 

國科會計畫 
8件 
(4,028,000元) 

11件 
(4,915,548元) 

8件 
(3,769,265元) 

校內及產學合

作計畫 
6件 
(2,793,200元) 

12件 
(4,100,800元) 

9件 
(3,263,500元) 

合計 
14件 
(6,821,200元) 

23件 
(9,016,348元) 

17件 
(7,032,765元) 

 
 

表 4-4 放射技術學系 2006 ~ 2008 國科會計畫 

計畫主持人 計畫編號 計畫名稱 金額 

陳悅生 
NSC95-2622-E-
039-001-CC3 

骨科用幾丁聚醣纖維集束複合股線於

模擬體液中生成類骨質磷灰石之製程

技術評估(育成中心) 
167,000 

陳悅生 
NSC95-2622-E-
039-001-CC3 

提升產業技術及人才培育研究計畫-骨
科用幾丁聚醣纖維集束複合股線於模

擬體液中生成類骨質磷灰石之製程技

術評估 

466,000 

陳悅生 9442699 骨科用幾丁聚醣纖維集束複合股線於 207,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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模擬體液中生成類骨質磷灰石之製程

數評估 

陳悅生 
NSC 
95-2221-E-039-
002 

冷凍乾燥法製造綠梔子交聯明膠之多

孔降解性神經導管之適用性與應用評

估  
573,000 

陳悅生 
NSC95-2221-E-
039-002-  

冷凍乾燥法製造綠梔子交聯明膠之多

孔降解性神經導管之適用性與應用評

估(重點研究計畫)  
573,000 

陳悅生 096426C5 
提升產業技術及人才培育研究計畫

-PLA/幾丁聚醣複合多孔型神經導管支

架之製程技術評估  
207,000 

陳悅生 
NSC 
96-2622-E-039-
001-CC3  

提升產業技術及人才培育研究計畫

-PLA/幾丁聚醣複合多孔型神經導管支

架之製程技術評估 
466,000 

陳悅生 
NSC 
96-2815-C-039-
002-E 

中藥地龍對於神經再生細胞與動物體

內之評估  47,000 

陳悅生 
NSC 
96-2628-E-039-
011-MY3 

結合生醫、紡織及生化工程技術探討通

透性神經管對神經再生之作用與機轉 708,000 

陳悅生 
B9-2 生科-工
程  

利用材料科學評估中醫藥促進神經再

生的作用 190,800 

陳悅生 
97-2815-C-039-
064-E 

利用明膠包附阿魏酸製成生物可降解

性神經導管之適用性與應用評估 47,000 

陳悅生 
NSC 
96-2628-E-039-
011-MY3 

結合生醫、紡織及生化工程技術探討通

透性神經管對神經再生作用與機轉 720,000 

姚俊旭 
95-2221-E-166-
014  

生物評估中藥作為骨替代材料之可行

性及有效組成之作用機 795,000 

姚俊旭 
95-2622-E-166-
005-CC3  

β- TCP/PLLA 複合支架仿人骨雙層結構

之加工技術  577,000 

姚俊旭 
96-2221-E-166-
007 

生物評估中藥作為骨替代材料之可行

性及有效組成之作用機制 935,000 

姚俊旭 
96-2628-E-166-
008-MY3  

製備與評估原花青素低聚物交聯明膠

做為低生物毒性之生物降解性植入材

料  
777,000 

姚俊旭 
96-2218-E-166-
002-  

光聚合 3-D微製造系統與雷射光鉗在生

醫組織工程的應用探討(I)  641,000 

姚俊旭 
NSC 
96-2622-E-039-
005-CC3 

提升產業技術及人才培育計畫-Β-磷酸

三鈣/聚乳酸複合支架支生物適應性分

析  
242,660 

姚俊旭 096426C9  
Β-磷酸三鈣/聚乳酸複合支架之生物適

應性分析 (育成中心) 86,888 

姚俊旭 
NSC 
96-2628-E-039-

製備與評估原花青素低聚物交聯明膠

做為低生物毒性之生物降解性植入材
857,58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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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12-MY3  料 

姚俊旭 
NSC 
97-2622-E-039-
003-CC3  

多孔性雙層幾丁聚醣薄膜添加膠原蛋

白奈米微粒於皮膚組織工程之可行性

評估  
717,000 

姚俊旭 097426H7  
多孔性雙層幾丁聚醣薄膜添加膠原蛋

白奈米微粒於皮膚組織工程之可行性

評估 (育成中心) 
242,880 

施子卿 NSC95-2221-E-
039-001 熱治療時週期性脈動血流之影響 670,000 

施子卿 
NSC 
96-2221-E-039-
010 

耦合周期性脈動血流和組織熱鬆弛時

間常數對距焦型超音波熱手術之影響 423,000 

何永仁 
NSC 
96-2221-E-039-
011  

肝腫瘤射頻電燒手術時血流對熱燒灼

區之研究 382,000 

程大川 
NSC 
97-2218-E-039-
001 

利用動態 B-MODE 超音波影像量測頸

動脈血管壁的彈性 424,000 

許世明 
NSC 
97-2314-B-039-
040  

輻射玻璃劑量計系統之研製及其發光

機制探討 570,000 

總計 12,712,813 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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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4.系所產、官、學、研合作之成效如何？校方有無訂定相關

辦法？ 
 
  本系專任教師每年皆積極申請各類研究計畫案，其產、官、學、研合作之成效整

理如表 4-5。本校為協助新進教師及研究人員投入學術研究，補助經費充實教學與

研究能量，以期提昇本校之學術研究水準，凡新聘到校三年內之教師及研究人員可

於第一學期 8 月 1 日至 15 日止，第二學期為翌年 2 月 1 日至 15 日止向研發處提出

申請，其研究經費一年最高可達五十萬元。產、官、學、研合作計劃 2006 至 2008

總共 27 件，每年平均件數 9 件；總經費為 10,157,500，每件研究計畫平均經費為

376,203 元。 

 

表 4-5 放射技術學系 2006 ~ 2008 校內計畫及產學合作計畫 

計畫主持人 計畫編號 計畫名稱 金額 

陳悅生 CMU95-060 
中草藥對坐股神經及 RSC96 許旺細胞

再生之分子訊息途徑探討 600,000

陳悅生 CMU95-059 
生物評估生藥與生醫材料結合應用於神

經再生可行性及作用機制 700,000

陳悅生 CMU96-062 
聚乳酸神經導管之研發並結合銀杏葉酯

對神經再生影響之評估 400,000

陳悅生 CMU96-002 
中藥地龍對於神經再生細胞與動物體內

之評估 30,000

陳悅生 CMU97-067 
利用明膠包附阿魏酸製成生物可降解性

神經導管之適用性與應用評估 30,000

陳悅生 
CMU97-CMC-0

15 神經保護之中醫藥新藥篩選平台之建立 700,000

姚俊旭 CMU97-230 
生醫骨科複合材料結合中藥駐要成份之

可行性評估 500,000

施子卿 CMU95-162 
熱治療時皮膚表面上週期性加熱之數值

模擬研究 400,000

施子卿 CMU96-123 生醫熱傳方程式耦合邊界加熱之研究 500,000

施子卿 DMR-97-031 
利用流體力學原理來比較氣管阻塞病患

於置放氣管支架前後之氣流之改變 300,000

施子卿 CMU97-161 
無線電頻電燒熱手術之生醫熱傳分析研

究 350,000

何永仁 CMU95-162 
熱治療時皮膚表面上週期性加熱之數值

模擬研究 400,000

何永仁 CMU96-123 生醫熱傳方程式耦合邊界加熱之研究  50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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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永仁 DMR-96-056 
熱手術時血液熱凝固對熱劑量分佈之影

響 276,000

程大川 CMU95-280 大腸鏡影像大腸息肉之自動偵測 499,200

程大川 CMU96-140 
乳癌數位化X光攝影之電腦輔助診斷系

統 475,400

程大川 DMR-97-088 
利用三維重組電腦斷層影像作為中耳及

內耳術前評估 150,000

程大川 CMU97-218 肝癌電腦斷層影像之電腦輔助偵測系統 500,000
黃宗祺 CMU96-270 综合式放射治療計畫之劑量分析 300,000
許世明 CMU97-187 攝護腺癌放射近接治療之計量分析 500,000

謝佳宏 CMU 96-110 
利用分子基因影像觀測缺氧誘導因子

-1α 及腫瘤細胞轉移在乳癌癌化過程之

研究 
500,000

孫盛生 DMR-96-066 
探討 ATRA 刺激乳癌細胞株 MCF-7 表

現鈉碘轉運分子的機制 DMR-96-066 194,000

孫盛生 DMR-97-104 
NF-kB 為基礎之分子影像分析運用於藥

物誘發之肝毒性篩檢之可行性評估 194,000

孫盛生 DMR-98-050 
合併鎵-67 與 NF-kB 為基礎之分子影像

分析運用於臨床篩檢中藥誘發之肝毒性

之前瞻性研究 
242,500

蔡伯邦 CMU96-140 
乳癌數位化X光攝影之電腦輔助診斷系

統 475,400

林昭君 DMR-98-130 
以一系列的核磁共振影像評估慢性中風

的病人種完幹細胞後的變化 150,000

楊世能 DMR-98-087 
評估非侵襲性生物冷光影像預測游離輻

射療效:以 NF-κB 基因轉殖鼠為模式 291,000

總計 10,157,5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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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5 教師參與整合性計畫之情形如何? 

 

本系專任教師每年皆積極申請各類研究計畫案，其各項產、官之研究計畫獎（補）

助，本系專任教師每年平均獲有ㄧ件以上國科會研究計畫案，及ㄧ件以上非國科會

研究計畫案，對提升教師研究能量大有助益。面臨國內研究環境之變遷，本系將請

老師們捨棄單打獨鬥之個人研究方式鼓勵朝向基礎臨床整合研究團隊之模式，來進

行研究計畫申請及執行，以發揮群策群力之整體力量，彰顯最佳之研究表現。本系

專任教師參與整合性計畫之情形如表 4-6 所示。 

 

表 4-6 放射技術學系 2006 ~ 2008 參與整合性計畫 

計畫主持人 計畫編號 研究類型 計畫名稱 金額 

陳悅生 CMU95-060 整合型 中草藥對坐股神經及 RSC96 許旺細

胞再生之分子訊息途徑探討 600,000

陳悅生 CMU95-059 整合型 生物評估生藥與生醫材料結合應用

於神經再生可行性及作用機制 700,000

總計:1,300,000 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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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6. 教師研究與專業表現與社會、經濟、文化與科技發展需求

之相關性如何？ 
 

本學系專任教師之聘任以其學術專長、研究領域、學歷與實務經驗來考量，並

經系、院、校教評會三級三審通過後始聘任之。兼任教師之聘任方式原則上以彌補

本系現有師資專長上之不足，並具有相符學歷、專長與實務經驗為優先考量。目前

僅在極少數課程聘請兼任教師授課，所聘兼者均為學有專長之實務專家，因此學生

在理論與實務方面，能有機會接觸到更廣泛的知識範疇。本系教師的專長分別說明

如下： 

  (1) 放射科學 

        何永仁：基礎醫學、放射切面解剖學 

        黃宗祺：放射物理學、放射物理學實驗 

        許世明：保健物理學、臨床輻射劑量學、輻射度量學、輻射度量學實驗 

        蔡伯邦：超音波學 

        孫盛生：核子醫學儀器學、核醫藥物 

        楊世能：放射生物學、輻射劑量學 

        謝栢滄：放射化學、放射化學實驗、核醫藥物學 

        許世宗：電腦斷層學 

        陳東明：放射科學技術概論、放射診斷技術學、放射診斷技術學實驗 

        林明佳：核醫藥物學 

        顏國揚：核子醫學儀器學 

        江志明：磁振造影技術學 

 

  (2) 醫學工程 

        陳悅生：臨床工程概論、專題討論 

        施子卿：臨床工程概論、超音波、放射器材技術學 

        程大川：醫學影像、醫學影像實驗、模具識別 

        劉百栓：應用數學(Ⅰ)、應用數學(Ⅱ)、應用數學(Ⅲ) 

        劉光筠：放射影像原理學 

        謝宜璋：醫用電子學(Ⅰ)、醫用電子學(Ⅰ)實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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醫用電子學(Ⅱ)、醫用電子學實驗(Ⅱ) 

        陳君明：磁振造影技術學 

        黃麒昌：PACS 系統 

 

本系亦另聘放射相關領域之臨床實習指導老師加強學生於臨床放射相關之操

作，陸續會在各大醫院增聘臨床實習指導老師，茲分別說明如下 

 ＊中國醫藥大學附設醫院 

        陳瑞芬：一般及特殊 X 光診斷技術學實習 

        曾琰珺：牙科放射線技術學實習 

詹如珠：X 光心導管技術學實習 

袁方蓁：磁共振技術學實習 

袁孟祺：超音波技術學實習 

卓衍行：磁共振技術學實習 

洪明澤：X 光電腦斷層技術學實習 

林玉芳：X 光電腦斷層技術學實習 

林正豐：放射治療技術學實習、醫學物理學實習(輻射安全) 

么煥雯：模具製作暨模擬攝影實習、醫學物理學實習(治療計劃) 

郭清菁：醫學物理學實習(劑量學) 

賴雅慧：核醫造影技術學實習 

江憶如：核醫造影技術學實習 

鄧山階：核醫藥物暨放射性同位素治療實習 

     ＊台南奇美醫院 

        曾文盛：X 光心導管技術學實習 

        何興中：X 光心導管技術學實習 

     ＊中國醫藥大學附設醫院北港分部 

        謝洪其：磁共振技術學實習 

     ＊大里仁愛紀念醫院 

        蕭美琪：一般及特殊 X 光診斷技術學實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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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7. 教師提供社會服務之成效如何？ 
     

本學系不定期舉辦國內、國際性學術研討會，部分教師並擔任國際學術期刊審

查委員、擔任校外學術機構委員、產業公司顧問、國內外期刊編輯委員、國內外學

術研討會主持人、教育部學術升等審查委員、經濟部技術處計畫審查委員及國科會

計畫審查委員等。每年均有多位老師受邀至學術單位與研究機構進行專題演講，相

關資料彙整請見表 4-7。 
 
 

表 4-7 放射技術學系教師參與各項活動資料表 

姓名 機構名稱 服務事項 擔任起 
迄時間 

陳悅生 中國醫藥大學 
擔任專業之審查（學

院、附設醫院研究計劃

及論文審查） 
87-96 

陳悅生 中國醫藥大學 
中醫特考班實習醫院評

鑑及訪視研究所碩、博

士班畢業論文格式審查 
87-96 

陳悅生 中國醫藥大學 中醫藥暨工程科技研討

會論文審查 87-96 

陳悅生 國科會 一般型計劃審查 87-96 

陳悅生 埔里農會 埔里農會農民輔導西螺

農會農民輔導 88 

陳悅生 京華堂實業股份有限公司 京華堂實業股份有限公 
司顧問 88 

陳悅生 晶碁生化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晶碁生化科技股份有限

公司諮詢 89 

陳悅生 國光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國光生物科技股份有限

公司諮詢 89 

陳悅生 荷華達康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荷華達康生物科技股份

有限公司諮詢 89 

陳悅生 華氏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華氏物科技股份有限公

司顧問 90-96 

陳悅生 綠纖維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綠纖維生物科技股份有 
限公司諮詢 92 

陳悅生 台北市中醫師公會 台北市中醫師公會顧問 94-96 
陳悅生 中醫臨床學會 中醫臨床學會顧問 94-96 
陳悅生 工研院生技中心 工研院生技中心訪問 88 
陳悅生 養猪科學研究所 養猪科學研究所訪問 88 
陳悅生 大仁技術學院 大仁技術學院訪問 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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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悅生 中原大學生物醫學工程所 中原大學生物醫學工程

所訪問 92 

陳悅生 逢甲大學紡織系 逢甲大學紡織系提供 
諮詢 94-96 

何永仁 行政院衛生署 行政院衛生署檢驗所 
審查委員 93~94 

何永仁 中華民國放射醫學會 放射醫學會住院醫師訓

練醫院的評鑑委員 92~96 

何永仁 中華民國放射醫學會 常務理事兼編輯委員 92~96 
施子卿 聖約翰科技大學 聖約翰學報審查委員 95/01 ~12 
許世明 中國醫藥大學 輻射防護委員會 97/08~ 
蔡伯邦 中國醫藥大學附設醫院 醫療品質委員會 94/11~95/01 
蔡伯邦 中國醫藥大學附設醫院 醫療品質委員會 95/06~96/05 
蔡伯邦 中國醫藥大學附設醫院 內審委員會 95/06~97/05 
蔡伯邦 中國醫藥大學附設醫院 病人安全委員會 95/06~97/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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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特色 
    目前本系的師資陣容年輕，平時除教學生動活潑外並積極從事相關專業研究工

作，執行國科會、衛生署、原能會等校內外專題研究計畫數目之比例頗高，教師學

術研究成果（期刊論文、研討會論文等）亦有不錯的表現。本系教師研究專長表現

符合開設課程與專業研究領域之需求，而專任教師之聘任合併考量其學術專長、研

究領域、學歷與實務經驗等，並經系、院、校教評會三級三審通過後始聘任之。兼

任教師之聘任方式原則上以彌補本系現有師資專長上之不足，並具有相符學歷、專

長與實務經驗為優先考量。目前僅在極少數課程聘請兼任教師授課，所聘兼任者均

為學有專長之實務專家，因此學生在理論與實務方面，能有機會接觸到更廣泛的知

識範疇。  

    由相關領域的教師負責本系的專業必、選修課程之教學，皆符合其學術專長與

專業研究領域，開設相關課程，使學生獲得最大受益。除秉持教學認真負責之優良

傳統之外，更積極發展研究學群整合團隊，提昇學術研發能力，以積極邁向學術國

際化之目標前進。目前本系依教師之相關專長領域規劃有「放射醫學科學」和「醫

學工程」重點發展方向，並配合學院之發展政策，增設跨領域專業學程，鼓勵學生

多元化專長學習。本系教育的主要目標為培植放射線診斷、放射線治療、核子醫學、

醫學物理、放射線輻射安全與醫學影像的專業人才。 

    本系以物理、化學、數學、電腦資訊，及基礎科學課程為入門，進而再循序進

入生物醫學及放射科學相關課程，課程設計乃根據本校「仁慎勤廉」之辦學理念、

健康照護學院之教育目標「培育與時俱進跨學門領域之博古通今與博學多技的醫學

家」與本系之教育宗旨「培植放射線診斷、放射線治療、核子醫學、放射線輻射安

全與醫學影像的專業人才」，掌握基本學科精髓與科學分析、培養生物生理知識、傳

授放射科學基礎知識、傳授放射技術專業知識、培養人文素養及專業倫理、培養團

對溝通及體認終生學習能力。訂定本系八大教育目標：「基礎醫學」、「醫學物理學與

輻射安全」、「放射線器材學」、「放射線診斷原理與技術學」、「放射線治療原理與技

術學」、「核子醫學診療原理與技術學」、「醫學工程」及「人文素養，團隊合作，終

身學習」並以達到本校教學卓越計畫的「能力化(competence)、人性化(compassion)、

生活情境化(context)及整合建構化(constructivism)」 4C 核心價值培訓學生為主要架

構，進行課程的設計。 

    目前本系(97 學年)的教師現有專任 16 人，兼任 16 人：專任教師含教授 2 人、

副教授 2 人、助理教授 5 人、講師 7 人，兼任教授 1 人，兼任副教授 4 人，兼任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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師 11 人。本系專任教師中有 8 位老師具國內外知名大學之博士學位，其學歷及研究

領域專長如表 4-8 所示；其中 2 位教師具有放射師專業證照，並有 1 位教師具有輻

射防護師相關專業證照，其擔任本校輻射防護委員會總幹事一職，協助本校相關輻

射防護業務及規範建立。為使本校學生獲得最大的學習效果，教師亦另外依據個人

專長適當支援本校各領域教學，包含臨床醫學研究所、醫學系、藥學系醫學物理、

醫工專論等相關課程。 

 

表 4-8 放射技術學系 97 學年度兼任教師研究領域及專長 

姓名 職稱 最高學歷 研究領域及專長 授課課程 

陳悅生 
專任 

教授 

美國愛荷華大學

醫學工程博士 

生醫材料、組織工

程、醫學工程 

臨床工程學、專題研究、

專題報告 

姚俊旭 
專任 

教授 

中原大學 
化學系博士 

醫學工程、生醫材

料、組織工程 
放射診斷器材學 

劉靖 
專任 

副教授 

國立中興大學 

物理研究所博士

非線性物理、 統

計物理、原子物理
普通物理學 

施子卿 
專任 

副教授 

大同大學 

機械工程博士 

生醫熱傳、熱治

療、超音波 

程式語言、臨床工程學概

論、放射治療儀器學、超

音波學、高溫腫瘤熱治療

學、治療用超音波學專

論、普通物理學 

何永仁 
專任 

助理教授

國防醫學院 

醫學系學士 
放射治療 

放射科學與技術概論、放

射切面解剖學、臨床醫學

概論、特殊攝影技術學、

放射診斷學、電腦斷層

學、放射學專論 

程大川 
專任 

助理教授

國立成功大學 

醫學工程博士 

醫學影像、模式識

別 

醫學影像處理(I)、醫學影

像處理實驗(I)、醫用電子

學 (I)、醫用電子學實驗

(I)、醫學影像處理(II)、醫

學影像處理實驗(II)、模式

識別、模式識別實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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黃宗祺 
專任 

助理教授

美國德州西南醫

學中心博士 
放射治療 

放射物理學(II)、放射物理

學實驗(II)、輻射安全 

許世明 
專任 

助理教授

國立陽明大學/ 

生醫影像暨放射

科學系博士 

輻射度量、放射物

理 

放射物理學、保健物理

學、輻射劑量學、輻射度

量學及實驗、放射治療儀

器學、臨床輻射劑量學 

謝佳宏 

(合聘) 

專任 

助理教授

國立陽明大學/ 

生醫影像暨放射

科學系博士 

分子基因影像及

治療 

分子影像、分子醫學、腫

瘤生物學、分子細胞生物

學、放射生物學、放射腫

瘤學、核子醫學 

孫盛生 專任講師
中國醫藥大學 

醫學系學士 

核子醫學、正子掃

描 

臨床核醫技術學、書報討

論 

蔡伯邦 專任講師
國立陽明大學 

醫學系學士 

特 殊 攝 影 技 術

學、臨床醫學概論
放射線學概論、 放射線學

楊世能 專任講師
中山醫學大醫 

學系學士 

頭頸部放射線治

療 

臨床醫學概論、放射診斷

學 

楊明祥 專任講師
中山醫學大學 

醫學碩士 

介入性神經放射

線學、神經放射線

學 

臨床醫學概論、放射診斷

學 

劉峻成 專任講師
中國醫藥學院 

中醫學士 
胸腔放射 

臨床醫學概論、放射診斷

學 

林維卿 專任講師
中國醫藥學院 

醫學士 

腹部影像、特殊及

介入性放射 

臨床醫學概論、放射診斷

學 

林昭君 專任講師
高雄醫學大學 

醫學士 

腦部功能磁振造

影 

臨床醫學概論、放射診斷

學 

謝栢滄 兼任教授
中原大學 

化學博士 
放射化學 

放射化學、放射化學實

驗、核醫藥物學 

劉百栓 
兼任副教

授 

國立中興大學 

化工博士 
生醫材料 

應用數學( )Ⅰ 、應用數學

( )Ⅱ 、應用數學( )Ⅲ  

許世宗 
兼任副教

授 

國立交通大學 

管理科學碩士 
醫學影像 電腦斷層學 

陳東明 兼任講師
亞洲大學健康管

理碩士 
放射診斷 

放射科學技術概論、放射

診斷技術學、放射診斷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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術學實驗 

蕭安成 兼任講師
國立陽明大學 

放射碩士 
放射物理 

放射物理學( )Ⅰ 、輻射度

量學、輻射度量學實驗 

林明佳 兼任講師
中國醫藥大學 

醫學碩士 
核醫藥物學 核醫藥物學 

劉光筠 兼任講師
國立成功大學 

資訊工程碩士 
放射影像 PACS 原理與應用 

藍仁鴻 兼任講師
德國斯圖佳大學

物理碩士 
放射物理 

放射物理學( )Ⅱ 、放射物

理學實驗( )Ⅱ  

顏國揚 兼任講師
國立陽明大學 

放射碩士 
核子醫學儀器 核子醫學儀器學 

陳君明 兼任講師
國立中興大學 

電機碩士 
磁振造影技術 磁振造影技術學 

江志明 兼任講師
國立中興大學 

生命科學碩士 
磁振造影技術 磁振造影技術學 

黃麒昌 兼任講師
亞洲大學 

生物科技學碩士
PACS 系統 PACS 系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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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問題與困難 
 

(1) 本系創系僅有六年，許多軟硬體設備及研究空間等資源須再補強方能發

揮教學及研究之效能。研究空間以及研究生、助理等人手方面仍需加強，

研究設備也需要經費撥款，來提升本系的研究能力。 

(2) 本系多數專任教師其研究資歷較淺，缺乏相關經驗，且研究所需之軟硬

體等設備，稍嫌不足。系上學生亦缺乏參加國際研討會及到國外見實習

的經驗。 

(3) 本系尚未設立研究所，系上專任教師只能招收專題生參與研究，而專題

生參與國際研討會人數則較少、研究人手稍嫌不足。 

(4) 國科會計畫競爭激烈，教師獲得計畫的難度越來越高；另外，本系為新

設立系所，獲得產學合作計畫案機會亦較少。 

 
(四) 改善策略 
 

(1) 軟硬體設備透過學校年度預算編列，持續補強各教師相關設備；而研究

空間學校則已規劃本校安康校區之空間給予本系專任教師、在附設醫院

也有相當面積的實驗室提供教師及研究生、助理進行實驗，相信本系以

後之研究動能將會大大提升。本系亦將持續爭取研究所的設立，藉以增

加本系之研究能量。 

(2) 鼓勵本系教師及專題生持續參與國內及國際學術研討會，擴展研究視

野，提昇研究能量，以利爭取相關研究計畫經費，藉以充實專任教師個

人研究所需之軟硬體等設備；因此，本系教師發表於 SCI、EI 等具有審

查制度之國內外期刊，其數量與品質可望提升。系上積極爭取學生到國

外見實習的經費，近年來已經陸續獲得到美國、德國的醫院見習機會，

以後盼望能夠跟中國，香港的醫療機構合作，讓系上學生的專業技術及

國際觀能夠更加擴展。 

(3) 面臨國內研究環境之變遷，本系將請老師們捨棄單打獨鬥之個人研究方

式鼓勵朝向基礎臨床整合研究團隊之模式，來進行研究計畫申請及執

行，以發揮群策群力之整體力量，彰顯最佳之研究表現。藉由老師專長

之發揮及專題研究計畫之參與，落實實務型的教學課程，例如「書報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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論」、「專題研究（Ⅰ）～（Ⅳ）」，及部分實驗臨床實際操作課程，以充

實學生的實作及研究能力。 

 
(五) 小結 
 
    本系的師資陣容年輕，平時除教學並積極從事相關專業研究工作，執行國科會、

衛生署、原能會等校內外專題研究計畫數目之比例頗高，教師學術研究成果（期刊

論文、研討會論文等）亦有不錯的表現。本系對教師之教學品質有相當之要求外，

對於學術研究及專業表現亦非常重視，教師依據自身的專長並配合學校及本系之未

來發展方向，積極爭取校內外研究計畫，從事放射醫學之相關研究。本系專任教師

每年皆有文章發表於 SCI、EI 等具有審查制度之國內外期刊，其數量與品質，亦逐

年提升。本系教師每年均積極參與國內及國際學術研討會，並發表論文，增進學術

交流並提升本系相關領域之能見度，本系教師亦受邀至各學術研究單位演講，並踴

躍參與國內和國際學術研討會並發表論文，促進學術交流，亦提升本系在國內外相

關領域之能見度，本系並鼓勵年輕教師多參與國內及國際學術研討會，擴展研究視

野，提昇研究能量，以利爭取相關研究計畫經費，藉以充實專任教師個人研究所需

之軟硬體等設備。大專生的部分，系上積極為同學爭取去國外見實習的機會，近年

來已經有 6 位同學分別到美國、德國的醫院，參與研究的工作，系上也非常鼓勵同

學參加國內外的專題研討會，來增進同學們的專業領域以及國際觀。 

    本系專任教師每年皆積極申請各類研究計畫案，本系專任教師每年平均獲有ㄧ

件以上國科會研究計畫案，及ㄧ件以上非國科會研究計畫案，對提升教師研究能量

大有助益。本系專任教師每年皆積極申請各類研究計畫案，其各項產、官之研究計

畫獎（補）助，對提升教師研究能量大有助益。面臨國內研究環境之變遷，本系將

請老師們捨棄單打獨鬥之個人研究方式鼓勵朝向基礎臨床整合研究團隊之模式，來

進行研究計畫申請及執行，以發揮群策群力之整體力量，彰顯最佳之研究表現。藉

由老師專長之發揮及專題研究計畫之參與，落實實務型的教學課程及部分實驗臨床

實際操作課程，充實學生的實作及研究能力。本學系專任教師之聘任以其學術專長、

研究領域、學歷與實務經驗來考量，並經系、院、校教評會三級三審通過後始聘任

之。兼任教師之聘任方式原則上以彌補本系現有師資專長上之不足，並具有相符學

歷、專長與實務經驗為優先考量。目前僅在極少數課程聘請兼任教師授課，所聘兼

者均為學有專長之實務專家，因此學生在理論與實務方面，能有機會接觸到更廣泛

的知識範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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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項目五  畢業生表現 
 

（一）現況描述 
 

本系畢業生之專業能力符合系所設立目標的期望，在升學與就業方面均有良

好表現。 

 
5-1.畢業生專業能力符合系所教育目標之程度 

本系成立的教育宗旨在於訓練學生具備紮實的放射線診斷、放射線治療、核子

醫學、放射線輻射安全與醫學影像的專業知識與技術、對基礎醫學的認識、以及對

放射科學本質與特性的深入了解。期望由本系畢業的學生均具備有利用放射科學理

論和技術，以解決醫學與醫療問題的能力。在畢業後無論是繼續深造或投身於臨床

醫學產業擔任專任放射師、輻射防護師均能勝任愉快。 

本系每位畢業生皆可參加專業技術認證的國家考試，取得放射師證照；同時也

可進一步報考輻射防護執照，在未來進入職場前奠定更多專業的本職學能。95 學年

度已有第一屆畢業生共 39 人，96 學年度醫事放射師執照高等考試錄取 34 人，通過

率高達 87.18%。第二屆畢業生共 40 人，參加 97 學年度醫事放射師執照高等考試共

39，錄取 34 人，通過率亦高達 87.18%。本系第一屆及第二屆畢業生共有 10 人考取

國內知名大學研究所。足見畢業生的專業能力符合系所教育目標，才能展現如此優

異的竸試成績。 

 
5-2.畢業生在升學與就業之表現 

本系畢業後，除可繼續報考各類相關研究所繼續深造之外，也可出國留學，追

求更高深的專業知識，或進入醫學放射技術研究；另一方面，也可選擇進入職場，

從事放射診斷技術、放射治療技術、核子醫學技術等領域從事相關工作，亦可從事

醫學物理師、劑量師、保健物理師、醫學工程師等職務，對未來有志從事醫療服務

工作的學生而言，亦是一條極具前瞻性及發展性的選擇。 

本系第一屆及第二屆畢業生已有多人考取國內知名大學研究所 (表5-1) ，也都

是與本系高度相關之研究所。第一屆畢業生到放射或腫瘤相關醫療單位任職計有18

位，第二屆有9位(表5-2) ，這些都是可以高度發揮所學的就業場所（第二屆畢業生

則因剛離校不久資料尚待收集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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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5-1 本系畢業生高中研究所榜單(97.12 資料) 

學年度 姓名 研究所 

黃乙哲 中國醫藥大學臨床醫學所放射組碩士班 

陳玉芬 陽明大學生物醫學影像暨放射科學系碩士班

廖文伶 陽明醫學工程研究所碩士班 

95 學年度 

第一屆 

黃竹健 中原大學醫學工程所碩士班 

陳怡珊 

黃薄迎 

郭韋廷 

中國醫藥大學臨床醫學所放射組碩士班 

李浩緯 臺大醫學工程研究所碩士班 

陳思妤 陽明大學生物醫學影像暨放射科學系碩士班

96 學年度 

第二屆 

周建男 中原大學醫學工程所碩士班 

林思妤 

清華大學「核子工程與科學研究所」碩士班

成功大學「衛星資訊 暨地球環境研究所」 

碩士班 

 

 

97 學年度 

     第三屆 

 
林慧如 

台灣大學「醫學工程研究所」碩士班 

清華大學「生醫工程與環境科學系」碩士班

陽明大學「生物醫學影像暨放射科學系」 

碩士班 

 

表 5-2 第一屆畢業生就業現況(97.12 資料) 

屆別 姓名 相關專業證照 就業情形 

賴鈺儒 醫事放射師執照 中國醫大附醫腫瘤科 

周佳伶 醫事放射師執照、輻射防護師執照 台北榮總放射科 

李月惠 醫事放射師執照、輻射防護員執照 台北榮總放射科 

陳孟銓 醫事放射師執照 中國醫大附醫腫瘤科 

郭勻如 醫事放射師執照 林口長庚動物分子影像中心研究助理 

蘇峰毅 醫事放射師執照 中國醫大內湖分院放射科 

林群偉 醫事放射師執照 國泰醫院腫瘤科 

陳俞伶 醫事放射師執照 成大附醫放射科 

一 

李姝昇 醫事放射師執照 中國醫大附醫放射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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應承達 醫事放射師執照 中國醫大附醫腫瘤科 

陳蕙蘭 醫事放射師執照 中國醫大附醫放射科 

傅安利 醫事放射師執照 高雄國軍 803 醫院放射科 

詹安俐 醫事放射師執照 中國醫大附醫放射科 

林煒柔 醫事放射師執照、輻射防護師執照 台大醫院腫瘤科 

謝佳傑 醫事放射師執照 奇美醫院診斷科 

張志雄 醫事放射師執照 台大放射科 

蘇琡惠 醫事放射師執照、輻射防護師執照 宏亞醫院 

楊蕙慈 醫事放射師執照 新光醫院牙科 

謝岑妏 醫事放射師、輻射防護師 台北榮民總醫院放射科 

呂彥萩 醫事放射師、輻射防護師 基隆長庚放射科 

林昀萱 醫事放射師 陽明大學醫放系研究助理 

宋庭溱 醫事放射師 台北榮民總醫院放射科 

王逸潔 醫事放射師 台大放射科 

杞宜靜 醫事放射師 台北榮民總醫院放射科 

陳郁嘉 醫事放射師 台中仁愛健檢中心 

陳雅涵 醫事放射師、輻射防護師 大林慈濟放射科 

二 

孫維劭  中國醫藥大學放射系研究助理 

 
5-3.畢業生在校所學與畢業後就業具有高度關聯 

系上對於學生畢業後的出路問題，已利用各種機會進行說明與輔導。例如邀請

相關領域的產業界人士進行專題演講，讓本系學生明白自己所學的專業在產業界應

用之情形，除了加強學生對本科系的認同外，也可以讓學生更能了解畢業後可能發

展之方向。 

第一屆畢業生中通過醫事放射師執照高等考試計有34人，要到國內各醫療院 

所就業是相對容易。但因個人生涯規劃，目前統計有4位就讀研究所(表5-1)放射或腫

瘤相關院所就職計有18位(表5-2)，原有14位於軍中服役，最近已相繼退伍，因此共

有17位待業或從事非放射相關工作，第二屆畢業生則因剛離校不久資料尚待收集

中。如表5-3。由此表可看出，本系畢業生在校所學與畢業後就業狀況具有有高度關

聯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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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5-3 第一屆畢業生就業比例一覽表(97.12 資料) 

 第一屆 第二屆 

國內研究所 4/39=10.2% 6/40=15.0% 

各大醫院放射相關部門或從事放射相關

工作 
18/39=46.2% 

9/40=22.5% 

服役中 0 10/40=25.0% 

其他(待業或從事非放射相關工作) 17/39=43.6% 15/40=37.5% 

 
5-4.系所蒐集並參考畢業生與相關機構或人員（雇主）之意見，做為系

所持續品質改善之作法  
因本系成立僅6年，95年度才有第一屆畢業生，為了解雇主對本系畢業生就業的

狀況，本系主動與畢業生就業之雇主連繫做問卷調查，調查表如表5-4。 

結果顯示本系第一屆畢業生中，願意就聘僱本校畢業生就職狀況回答問卷者共七

人，雖然願意回答問卷的雇主有限，但結果極具價值，將能提供本系在教學與課程

安排上的重要參考。就問卷回答內容來看，整體的評價都相當不錯。其中雇主評定

本系畢業生需加強的項目為：國際觀與外語能力及基本法律通識知識。這些都是本

系一年級學生通識課程必修內容。就實際學習的時空背景來分析，一年級學生很難

將課程與未來就業將會面臨的問題做連結。而四年級學生即將進入職場前的教育又

沒有相關的課程，故將建議本校通識教育權責單位將語文與法律相關通識教育課

程，尤其與職場有相當大關聯性的課程挪到四年級來開課，藉以增進本系畢業生職

前的通識人文及法治素養教育。 



 - 169 -

表5-4 雇主滿意度問卷調查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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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5 畢業生在證照考試之表現 

本系於 92 學年度首次招生，95 學年度已有第一屆畢業生共 39 人，96 學年度醫

事放射師執照高等考試錄取 34 人，通過率高達 87.18%。在全國多所高教體系放射

相關系所中排名第二，僅次於高雄醫學大學。第二屆畢業生共 40 人，參加 97 學年

度醫事放射師執照高等考試 39 人，錄取 34 人，通過率亦高達 87.18% (表 5-5)。 

圖 5-1 為第一與第二屆畢業生考照人數比較圖，兩屆畢業生都有相當高的考照

率。 

 

表 5-5 本系第一、二屆畢業生與各校醫事放射師考照率比較一覽表(97.9 資料) 

 

學校 
中國醫藥

大學 
陽明大學 長庚大學 

高雄醫學

大學 

中山醫學

大學 

96 學年度

錄取率 

(34/39) 

87.18% 

(25/29) 

86.21% 

(12/19) 

63.16% 

(36/40) 

90% 

(52/70) 

74.29% 

97 學年度

錄取率 

(34/39) 

87.18% 

(17/17) 

100% 

(19/26) 

73.08% 

(32/43) 

74.42% 

(50/90) 

55.56% 

 

 

圖 5-1 第一與第二屆畢業生數、考照人數與錄取人數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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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屆畢業生於96學年度醫事放射師執照高等考試有3位學生分別高中全國排

行榜前十名，分別為第三名蘇峰毅、第四名應承達、第六名林煒柔。第二屆畢業生

更於 97 學年度醫事放射師執照高等考試高中榜首李開群，實為全系的最佳典範。 

雖然本系成立時間較晚，較少學長姊可以提供有關高普考經驗分享，但在系上

老師與本校附設醫院放射部門的同仁們的細心輔導協助下能獲得超高的錄取率，而

且名列前矛，不但保障了畢業生的就業競爭力，同時也為本系增添不少光彩。另外

共有 15 位畢業生又再接再厲，考取輻射防護員、師高考等證照(表 5-6)。 

 

表 5-6 輻射防護專業測驗及格人員名單(97.12 資料) 

時間 輻射防護專業考試 姓名 

輻射防護員 林煒柔、李月惠 
96年 

輻射防護師 陳佳欣、周佳伶 

輻射防護師 

楊家羽、林煒柔、蘇琡惠、 

蘇峰毅、張志雄、陳玉芬、 

郭勻如、黃乙哲、李月惠、 

呂彥萩、陳雅涵、謝岑妏  

 
97年 

輻射防護員 張瑾瑜 

 

5-6 系所建立聯繫管道，追蹤畢業生生涯發展之情形 
 

    為加強放射系歷屆畢業生與系上學生互動，並使系上學生能瞭解未來工作出路

及發展方向，第一屆畢業生已成立放射系系友會。因本系成立僅 6 年，95 年度才有

第一屆畢業生，因此本系於 97 年 5 月 17 日特別邀請畢業生回母系開座談會(圖

5-2~5-5)，一方面將畢業後的經驗傳承給學弟妹，一方面也可將教育目標不足之處回

饋給母系知道，做為自我改善的依據。座談的重點包括：對就業的學生，本系所開

課程是否足夠，內容是否充份，對就業需求而言是否合適。對繼續深造的學生，所

開課程是否足以考研究所，內容需不需要深化或廣化等等問題。對無法參加的系友

也發問卷調查(表 5-7)，回收他們的意見，做為本系自我檢討改善的基礎，並完成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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友會組織章程，完成系友會網頁設置 http://www.wretch.cc/blog/cmubirs。 

本系亦敦請黃宗祺老師與許世明老師擔任畢業校友與系上聯絡的主要負責老

師，提供畢業生有關就業與求學的相關諮詢。 

 

 

 

 

 

圖 5-2 系友回娘家邀請函 

http://www.wretch.cc/blog/cmubir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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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5-3 系友回娘家流程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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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5-4 黃榮村校長蒞臨本系系友回娘家活動 
 
 
 
 

 

 
 
 
 
 
 
 
 

 
 

 

圖 5-5 系友回娘家活動聯誼球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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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5-7 畢業系友就業滿意度問卷調查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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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友會組織章程 

第 一 條 本會名稱為中國醫藥大學生物醫學影像暨放射科學系系友會 

          (以下簡稱本會)。 

第 二 條 本會宗旨在維繫畢（肄）業系友之情感，積極協助系務發展 

          並促進系友與在學學生之互動與交流，協助各級系友在學術 

          及事業上之發展，並促進資訊交流為宗旨。 

第 三 條 本會會址設於中國醫藥大學生物醫學影像暨放射科學系系辦 

          公室。  

第 四 條 本會之任務如下： 

                  一、定期追蹤系友動向，更新系友通訊錄。 

                  二、辦理放射相關領域學術實務及教育推廣活動。  

                  三、輔導畢業系友升學、出國深造、進修。 

                  四、輔導系友就業、創業並提供必要之社會資源回 

                      饋學校。  

                  五、促進系友聯繫，舉辦系友聯誼活動。 

                  六、其他符合本會宗旨之活動。 

  

第 五 條 凡中國醫藥大學生物醫學影像暨放射科學系(原放射技術學系)畢業、肄

業系友及任教於或曾任教於放射系之教師皆具會員資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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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特色 
 
(1)來自醫學中心的支持 

本系有多位在中國醫藥大學附設醫院任職的醫師及放射物理師為本系的專兼任

老師，他們的臨床實務是本系教學最佳的輔佐。本校附設醫院放射診斷科、核子醫

學科及腫瘤治療科有國內最先進的醫療儀器設備，學生透過與專業醫師及放射技師

的交流與請益獲得相關操作技術、操作經驗、及設備的原理等知識。換句話說，本

系學生可隨時掌握放射技術相關課程最新的資訊，而此類資訊是從傳統過時的儀器

中學不到的。因此，能結合傳統基礎儀器及先進臨床設備作為本系教學與實務訓練

的素材是本系辦學的重要特色之一。 

 
(2) 就業資訊之專題演講 
本校設置有畢業生輔導組(http://www2.cmu.edu.tw/~cmcscom/)，輔導全校學生畢業

就業方面的資訊。本系 95 學年度才有第一屆畢業生，系上對於學生畢業後的出路問

題，已利用各種機會進行說明與輔導。例如邀請相關領域的產業界人士進行專題演

講(表 5-8)。讓本系學生明白自己所學的專業在產業界應用之情形，除了加強學生對

本科系的認同外，學生更能了解畢業後可以發展的方向。 

 

表 5-8  輔導學生畢業就業資訊之專題演講 

日期 演講者 題目 地點 

96.6.13 陳悅生主任 
漫談放射的現在、未

來及發展 
立夫 105 講堂 

96.9.28 
希望森林網站 

總監李良達 

學習成長與職涯

的規劃 
立夫 105 講堂 

96.12.06 林書弘先生 
卡內基講座--人際

關係 
立夫 105 講堂 

97.3.25 李惠仁教授 

放射線技術師在

放射醫學中所扮

演的角色 

立夫 101 講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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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職場的參訪與訓練 

本系為提昇學生畢業競爭力，規劃不定期的職場參訪。此參訪的設計，目前已

實施的是參觀放射相關的研究所。而職場訓練課程則安排在大四上學期。原則上利

用學期結束後第一個星期，學生即將放寒暑假時參觀國內的研究所，此時因大四學

生正在實習，大一新生還在北港，因此無法參加，原則上以大二以及大三學生為主。

本系於96學年度上學期結束前，以大二學生為對象，到國內陽明大學醫學影像及放

射科學研究所參觀，事後獲得學生們正面反應。參觀研究所的目的在於讓學生們認

識國內的相關研究所的研究方向，提前了解是否合乎自己的興趣。 

 

 

(4)國考輔導 
為使學生能專注於國考，提昇國考及格率，在國考前舉行多次模擬考試，除使學

生了解本身程度外，也使導師及各科老師能及時輔導學生，期望能更進一步提昇國

考及格率。相關的輔導措施如下： 

   

˙輔導一：國考科目加強輔導 

1、鼓勵學生於考前一個月到校唸書集中複習，並開放本系會議室及學生實驗

室供學生自習用。 

2、安排本系教師擔任國考課程輔導老師，負責輔導及解答學生所提各科問題。 

 

課程輔導科目如下:  

 

上課時數 輔導科目 

基礎醫學（含解剖學、生理學、病理學） 

醫學物理學與輻射安全 

放射線器材學（含磁振學、超音波學） 

放射診斷原理與技術學 

放射線治療與原理與技術學 

共 72 小時 

核子醫學診療原理與技術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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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輔導二：舉行三次模擬考試 

1、預定考試時間為每年 4 至 6 月。 

2、考試科目:與國考科目相同 

3、考試題目：型式與國考相同，並以電腦閱卷，題目由各科老師負責。 

4、考試地點：商借學校教室。 

5、成績公佈：e-mail 至學生信箱。 

6、試後輔導：於每科模擬考試後，立即由出題老師協助解答及課程輔導（3 小時/

科）。 

 

˙獎勵學金： 

1.三次模擬考平均分數排名： 

             

名次 金額 

第一名 2,000 元 

第二名 1,500 元 

第三名 1,200 元 

第四名 800 元 

第五名 500 元 

共計 6,000 元 

 

2.國考獎勵(圖 5-6)： 

               

名次（全國） 金額/每人 

第 1 名 30,000 元 

第 2 名 20,000 元 

第 3 名 10,000 元 

第 5~10 名 5,000 元 

第 11~50 名 2,000 元 

國考及格 1,000 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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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5-6  第一屆畢業生領國考獎勵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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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問題與困難 
因本系成立僅 6 年，95 年度才有第一屆畢業生，對系務與教學課程設計成果的

優缺點尚待畢業生上職場後的表現作檢驗，而這也非一朝一夕可以完成將要累積

數屆的資料，包含畢業校友的回饋與雇主的評語。 

 

（四）改善策略 
已採取雙管齊下的方法： 

 

一、由學校學務處畢業生輔導組加強與畢業生之聯繫和畢業生追蹤調查，學校將發

給每位在校生與新生永久有效的e-mail信箱，期望畢業生離開校園後能透過此信箱

持續與系上保持永久性聯絡。 

 

二、本系黃宗祺老師與許世明老師擔任畢業校友與系上聯絡的主要管道，任何時間

皆可提供有關就業與求學諮詢。系上將透過本系校友會加強與畢業校友問卷調查，

採e-mail與電話線上問券方式搭配進行。當就業資料建立完成後，將每年與雇主就

本系畢業生作書面與電話線上問卷方式搭配進行，請見佐證資料5-4。定期蒐集畢業

生與相關機構或人員之意見，將對本系誠懇的建議提至系務會議作討論，尋求適當

的解決方案，持續改進系所品質。 

 
（五）總結 

雖然本系畢業生人數不多，且部份尚在服役中，但根據調查資料顯示，95 及

96 學年度第一屆及第二屆畢業生各 39 人中，通過醫事放射師執照高等考試同為 34

人，通過率高達 87.18%如表 5-5，在未來進入職場時取得最基本的入場券。另外共

有１５位畢業生又再接再厲，考取輻射防護員、師高考等證照(表 5-6) ，更能呈現

高度專業水準。本系畢業生也已有十位考取國內知名大學研究所如表 5-1，足見本

系畢業生的專業能力十分符合本系所訂教育目標，也因此才能展現如此優異的竸試

成績。這個結果除了顯示了本系所制定的教育宗旨及開設的課程，相當符合職場及

升學上的實際需要之外，相信以本系優異畢業生的表現，加上系友及在校師生對系

上的凝聚力，學校與附設醫院的支持，將使本系更加成長茁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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肆、總結 
 

十多年來，台灣高教體系在數量方面的發展有驚人的進步。問題是，量變是否

帶來質變？雖然教育部曾積極推動研究型大學整合計畫，希望短期間台灣能有一至

三所大學達世界一流水準，然而只要看看數據即可發現，台灣高教品質不僅無法與

歐美先進國家相提並論，部分指標就連在亞洲的排名也是大有努力的空間。換句話

說，表面上台灣的大學數量確實大幅增加了，可實際上，大部分大學校院之辦學品

質卻不堪聞問，高教質量嚴重失衡的問題已經成為台灣高教最嚴峻的挑戰。 

過去臺灣不太重視評鑑，直到高等教育評鑑中心成立後，才更有系統、更有規

模的推動。我們了解，大學的目標在傳遞知識、創造知識及提供服務，大學評鑑即

在針對大學的使命與目標，檢視大學有無據以達成、有無進步，以維持某種程度的

品質；具體而言，系所評鑑則從大學的教學切入，從教師、課程、畢業生狀況等面

向，了解大學的目標有無落實。我們相信，藉由評鑑計畫的落實，台灣高教品質的

提升是指日可待的。 

本系於 92 學年度成立初期，立即面臨多項嚴厲的挑戰。首先是師資來源的不

足，再則是空間及設備的缺乏。上述問題不但會直接影響學生受教的權利，也是這

次大學評鑑指標的重點。所幸在學校的大力支持及本系師生的共同努力下，已逐步

的改正上列缺失。目前，本系 16 位專任師資中，基礎及臨床老師各有 8 位。基礎教

師在聘任面談時，系主任均告知基礎及臨床老師的合作是極其必要的。故本系有一

項相當傲人的特點就是，基礎及臨床老師合作無間，在教學及研究工作均有十分突

出的表現。至於教學空間的問題，本校附設醫院本著校院一家的精神，不計成本的

將原第二醫療大樓腫瘤治療科，約 550 平方公尺樓板面積的空間移交給本系作為放

射化學實驗室、輻射度量實驗室及分子醫學影像實驗室使用。為了近一步充實各實

驗室的教學研究設備，黃榮村校長特別提撥本系 400 餘萬元經費採購放射化學及輻

射度量等儀器，以落實教學。此外，為了配合 98 學年度本系即將更名為「生物醫學

影像暨放射科學系」，校方已正式決議將斥資 4000 餘萬元採購多項生物醫學影像設

備，包括 MicroPET、MicroSPECT 及 MicroCT 等儀器，搭配原有 IVIS 200 系統，

本系除了持續進行放射技術相關研究外，活體生物醫學影像的教學與研究也將列入

未來 10 年重點發展項目。 

2008 年九月份第 15 期評鑑雙月刊中，特別探討了是否應把畢業生的「就業力」

列為評鑑大學績效的新指標。本系草創之初，已經很明確的訂定學生畢業的同時必

須掌握基礎學科精髓之能力、具有生物生理的知識、具有醫學工程基礎知識、具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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放射技術專業知識、培養人文素養及專業倫理及培養團隊合作及終身學習的能力。

課程經過多年的檢討與改進，本系畢業生「就業力」的提升已初見成效。在兩屆的

畢業生中，已有 10 人進入國內知名大學放射科學或醫學工程相關的研究所就讀。另

外，亦有十數名畢業生進入各醫學中心放射或腫瘤相關單位任職。更值得一提的是，

本系兩屆畢業生參加醫事放射師執照高等考試及格通過率均高達 87.18%。其中，第

兩屆畢業生李開群更高中榜首。這些傲人的成績在在都說明了本系畢業生的專業能

力已相當符合創系時所訂定的教育目標，也因此才能展現如此優異的竸試成績。 

 總結，本系師生經過六年的勵精圖治，已逐步的將此次大學評鑑指標的各重點

項目一一達成。本著奮發向上的精神，我們將精益求精，在放射科學的領域中持續

進步，共同維護台灣傲世的醫療品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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