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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雄醫學大學
醫學研究所 碩士班

招生說明會

醫研所網頁：http://gim.kmu.edu.tw

http://gim.kmu.edu.tw/


醫學研究所簡介
 醫學研究所：培育基礎及臨床醫學研究人才為目標，教學內容包括基礎

及臨床醫學課程，利用生物科技研究方法，探討及解決臨床醫學問題

 醫研所特色

◦ 基礎與臨床師資充沛

◦ 學習醫學研究專業知識

◦ 結合基礎研究與臨床醫學實務

◦ 培養研究邏輯思考能力

◦ 培養跨領域研究與整合能力

◦ 國際化學術交流管道暢通

◦ 加強產學合作與增加就業競爭力

 研究所整合性必選修課程：「創新創業」與「生醫與智財實務特
論」的跨領域課程。

 碩士班及博士班同時招收基礎背景學生及臨床醫師



醫學研究所簡介
 一試多元選擇，錄取後依研究興趣選填組別

 師資約110名(專任+各學科)，研究領域多元，博士班不分組(基

礎臨床合一)，碩士班涵蓋十大領域

 醫學研究所學生核心能力

◦ 具備邏輯思考與解決問題能力

◦ 具備專業研究能力

◦ 具備跨領域研究能力

◦ 具備自我學習能力

◦ 具備學術倫理素養

◦ 具備國際視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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碩士班學組特色介紹及核心課程(1/2)
• 特色：基礎與臨床合作，從實驗室到病患雙向的全階段研究，探索

與疾病相關的致病機制。

• 核心課程：分生、生統（含實習）。

轉譯醫學組

• 特色：結合基礎與臨床醫學，運用基因體科學及統計學於疾病預防、

診斷及治療。

• 核心課程：基因體學、生統（含實習）。

基因流病學組

• 特色：以神經醫學科學為主軸，結合基礎神經科學的教學研究與臨
床神經精神醫學的務實應用。

• 核心課程：神經科學研究法、行為神經學研究、生統…等。

神經暨精神
科學組

• 特色：本組特色於生物化學與所有生命科學息息相關，成為探究生
命現象最重要的基礎學科。

• 核心課程：生化特論、分子細胞生物學研究方法論。

生物化學暨
分子生物學組

• 特色：利用近代生物科技研究方法，由組織、細胞及分子層次深入

探討生命現象和臨床醫學之相關課題。

• 核心課程：組織學、病理學、生統。

解剖組織暨
病理學組



碩士班學組特色介紹及核心課程(2/2)
• 特色：著重基礎藥理與臨床藥理在疾病治療相關研究之整合，創造

新的研究契機，並強化產學合作，以提升學生畢業後之就業競爭力。

• 核心課程：藥理學、分子藥理學、藥物治療學…等。

藥理暨臨床藥
理學組

• 特色：以呼吸治療為主軸，結合基礎科學與臨床研究，分析與探討

胸腔與重症疾病之致病機制與治療契機。

• 核心課程：呼吸治療研究特論。

呼吸治療學組

• 特色：以疾病為主軸，利用分子生物學與各種質體學研究方法，研
究重要感染與免疫議題；針對本土特定重要的寄生蟲，從不同領域
完整探討寄生蟲免疫學、分子寄生蟲學、致病機轉及藥物治療。

• 核心課程：微生物學、免疫學、寄生蟲學、熱帶基礎醫學…等。

微生物免疫暨
寄生蟲學組

• 特色：從分子、細胞至器官系統的層面，探討動物或人體在不同處
境時的生理功能與機制之變化，針對醫學上的問題或疾病，結合基
礎與臨床之研究進行探討。

• 核心課程：進階生理學、分子醫學、學會論文口頭發表。

生理暨分子醫
學組

• 特色：熱帶醫學及全球衛生之專業課程，培養學生對於熱帶傳染病

和新興（再浮現）感染症之國際觀及訓練臨床診斷及疾病防治之研

究能力。

• 核心課程：熱帶醫學及全球衛生醫學新知（一）～（四）。

熱帶醫學暨全
球衛生學組



碩士班畢業門檻及流程
碩士班學生畢業條件必須

◦ 修畢30學分(含碩士論文、共同必修、跨領域整合課程、學組核心課程、
其他選修)

◦ 通過英文畢業門檻：全民英檢中級初試

◦ 參加至少1次國內外學術/研討會，以第一作者身份，口頭報告或壁報論文
方式，公開論文發表

碩士論文 6學分
共同必修(專討、生醫

技術、典範)  6學分
跨領域課程必選修(創
新創業、生醫與智財實

務特論) 4學分
學組核心 4~8學分
其他選修10學分

英文畢業門檻
(全民英檢中級初試
或同等考試)

至少1次國內外學術/
研討會，並以第一
作者身份公開論文
發表(口頭報告或壁

報論文)

提出學位

考試申請
口試通過完成論文修

正並畢業



學生學習與輔導
 本校提供豐厚獎勵及獎助學金申請，鼓勵研究生：

◦ 獎勵優秀研究生入學獎助金(教務處)

 甄試或考取碩士班，且同時錄取教育部邁向頂尖大學計畫補助之發展國際一流
大學(不含研究中心補助學校)相關領域系所碩士班正取生，第一學年學雜費全免

 甄試或考取博士班，第一學年學雜費全免

◦ 研究生獎助學金申請(學務處)，全職學生皆可申請，每學期$ 2,000/月/名

◦ 研究生績優獎學金(學務處) ，每學期依名額及成績遴選推薦一次，每學期
$20,000/名

◦ 清寒優秀研究生助學金申請(學務處)，每學期(9月、2月)向各學院辦公室
提出申請，每學期$2,000/月/名

◦ 弱勢學生助學金申請(學務處)

◦ 以第一作者發表SCI期刊論文獎勵最高1萬5千/篇(研發處)

 鼓勵學生發表論文、貼poster，並參與學科、研究所或學校舉辦之研
討會或專題演講，以加強專長研究領域及跨領域方面知能



考試入學報名資訊

報名網址：http://enr.kmu.edu.tw

碩士班 博士班(醫學院聯合招生)

報名日期 106年1月11日~1月24日 106年4月6日~4月20日

口試日期 106年3月6日 (週一) 106年5月5日 (週五)

招生名額 27名 醫學院聯合招生

 醫學研究所：http://gim.kmu.edu.tw

 聯絡人：夏恩瑩 ( 2136 #23)

潘儀恬 (2265 #426)

高雄醫學大學 醫學研究所
碩士班涵蓋十大領域，等你來探索

誠摯歡迎您加入!

http://gim.kmu.edu.tw/
http://gim.kmu.edu.tw/index.php/zh-TW/%E7%A2%A9%E5%A3%AB%E7%8F%AD%E7%B5%84%E5%88%A5


轉譯醫學組

以疾病機制為主軸，將實驗室所獲之分子醫
學發現運用於臨床，並以動物模式驗證。

以臨床問題為主軸，探討與疾病相關之病理
機制。

基礎與臨床合作，從實驗室到病患雙向的全
階段研究，探索與疾病相關的致病機制。



領域 師資

癌症 許雅玲、許世賢、林常申..等

幹細胞 蔡英美、橫山一成、林成龍…等

生物抗體 鄭添祿

環境醫學 孫昭玲

老化 邱式鴻

外科 陳英富

本組師資

除本組專任師資外，另有跨領域、基礎臨床
之百名合聘師資可選擇。



碩士班學組簡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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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51120_7基因流病學組招生簡介.ppt
1051120_9神經暨精神科學組招生說明會簡報1041115.ppt
1051120_5生物化學暨分子生物學組招生20151112.ppt
1051120_6-1醫研所106宣傳-解剖.pptx
1051120_6-2研究所招生簡介-病理學組特色 1051115.pptx
1051120_4藥理暨臨床藥理學組招生說明1051115.pptx
1051120_10呼吸治療組 招生說明1051116.pptx
1051120_3-1微免學科106研究所師資簡介.pptx
1051120_3-2(微生物免疫)暨寄生蟲學組-林榮峙報告.pptx
1051120_2生理學組特色說明.pptx
1051120_8醫研所熱醫及全球衛生學組招生簡介1051111修正.pp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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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分子、細胞至器官系統的層面，探討動物或

人體在不同處境時的生理功能與機制之變化。

針對醫學上的問題或疾病，結合基礎與臨床之

研究進行探討。

生理學科 陳贊如
2016/11/21

醫研所學組特色說明



教師姓名 職稱 專長
何美泠
(Mei-Ling Ho)

教授

產學長
骨研中心主任

1. 骨生理學
2. 骨、軟骨細胞生物學
3. 成人幹細胞生物學
4. 骨與軟骨再生醫學
5. 退化性關節炎、骨質疏鬆症、骨質壞死症之病因、預防、

治療研究

許勤
(Chin Hsu)

教授 1. 敗血症的病生理機制
2. 雌激素的神經保護機制

陳贊如
(Tsan-Ju Chen)

副教授

學科主任

1. 神經生理學
2. 神經科學
3. 不同處境影響學習記憶能力之分子機制探討

王昭仁
(Chau-Zen Wang)

副教授 1. 組織特異性基因轉殖鼠研究
2. 細胞訊息傳遞學
3. 骨骼肌肉系統轉譯醫學
4. 成體幹細胞再生醫學
5. DDR1膠原蛋白受器之生理功能研究



教師姓名 職稱 專長
蔡克勵
(Ke-Li Tsai)

副教授 1. 細胞生理學
2. 細胞內離子運輸與調控
3. 細胞分化與死亡機制

鄭琮霖
(Tsung-Lin Cheng)

助理教授 1. 細胞及分子生物學
2. 皮膚生理學
3. 扁菱蛋白酶家族之生理功能研究
4. 類凝集素蛋白質家族之生理功能研究

骨科學

神經

科學

其他
(基因轉殖鼠)

敗血

症



醫學研究所

生理暨分子醫學組

畢業生流向

攻讀博士班

台灣

德國

日本

研究助理或

行政人員

大學

教學醫院

研究機構

研發人員

生技公司

公家機關

業務人員

醫藥相關

醫師

護理師

職能治療師

國小老師

高中老師

自行創業



2015/6 送舊

2015/9 迎新



微生物免疫暨寄生蟲學組

微生物暨免疫學科 招生說明會

報告人：張玲麗 教授
2016



Robert Anderson 教授-加拿大Dalhousie 大學

邀請國際知名學者專題演講及協同教學

國際學者協同教學 Professor Izabela Chudzicka-Strugala

馬拉威衛生部顧問 Prof. Anthony David Harries 夫婦

上海大學Zhang教授訪視座談會

教學與學生學習多元化



國際學者協同教學 Yuru Deng, Ph.D

基礎醫學與臨床教學研究相互結合



師生互動良好

每年固定漢神巨蛋海港喝春酒

大家都吃到怕~~~



微免學科教師專長簡介(I)

蔣連財 教授

辦公室： 醫學研究大樓

3樓 微免學科

電話：3121101轉2150,2145,2303

科內分機 轉 12

E-mail：lcch@cc.kmu.edu.tw

專長： 病毒、免疫、中草藥、腫瘤

目前研究方向：抗病毒活性相關研究

張玲麗教授

辦公室： 醫學研究大樓

3樓 微免學科

電話：3121101轉2150,2145,2303

科內分機 轉 10

E-mail：m725006@kmu.edu.tw

專長

微生物學、分子生物學、腫瘤學

目前研究方向

幽門桿菌致癌之致病機轉

包括宿主免疫反應及幽門桿菌毒性因子之探討

神經疼痛之分子機制及藥物治療之研究

免疫細胞及神經細胞在神經疼痛中所扮演之角
色



張仲羽助理教授

辦公室： 醫學研究大樓 3樓

微免學科 317室

電話： 3121101轉2150,2145,2303

科內分機 轉 15

E-mail：cychang@kmu.edu.tw

專長：

細菌學、細菌抗藥機制

目前研究方向

1. 細菌多重抗藥性、抗藥基因散佈及抗藥機轉研究

2. 臨床抗藥性革蘭氏陰性桿菌乙內醯胺酶之盛行率、
基因型、分子流行病學及抗藥性質體散佈之機制

3. 陰溝腸桿菌群之菌種鑑定、抗藥機轉與臨床特性
分析

陳怡菁助理教授

辦公室： 醫學研究大樓

3樓 微免學科

電話：3121101轉2150,2145

科內分機轉17

E-mail： ichich@kmu.edu.tw

專長: 細菌學 細菌免疫學

目前研究方向

Reactive arthritis (Reiter’s syndrome)
的機轉研究

微免學科教師專長簡介(II)



王雙桂副教授

辦公室： 醫學研究大樓

3樓 微免學科

電話： 3121101轉2150,2145,2303

科內分機 轉 23

E-mail：M725006@kmu.edu.tw

專長

病毒學, 細胞生物, 分子生物

目前研究方向

人類巨細胞病毒(human cytomegalovirus)溶

解與潛伏週期的調控

人類巨細胞病毒致癌的機轉探討

海洋天然物抗病毒與抗發炎活性分析與開發

(合作研究)

洪薇鈞助理教授

辦公室： 醫學研究大樓

3樓 微免學科 341室

電話： (07) 3121101轉2150,2145,2303

科內分機 轉16

E-mail： wchung@kmu.edu.tw 

專長: 細菌學 細菌分子流行病學

細菌分子演化學

目前研究方向

 台灣金黃色葡萄球菌之分子演化

 腸球菌之多重抗藥結構與傳遞性分析

微免學科教師專長簡介(III)



林明宏助理教授

辦公室：醫學研究大樓
3樓 微免學科 341室

電話：(07) 3121101轉2150,2145,2303
科內分機 轉11(辦公室)或20(實驗室)

E-mail： mhlin@kmu.edu.tw

專長: 研究自體免疫疾病分子機轉與
研發創新的大腸癌免疫治療策略

實驗室網頁: wp.kmu.edu.tw/mhlin/

實驗室網頁QR Code:

目前研究方向

發炎性腸道疾病致病機轉之探討

自體免疫性腦脊髓炎致病機轉之研究

天然藥物用於大腸癌之免疫治療策略



為什麼選擇寄生蟲？

微生物免疫暨寄生蟲學組



2015諾貝爾生理醫學獎微生物免疫暨寄生蟲學組

屠呦呦( 1930年12月30日
－ ) ，抗瘧藥青蒿素
(Artemisinin，也稱黃花蒿素)
和雙氫青蒿素
(Dihydroartemisinin)的發現
者，從中國古老文獻中開發
抗瘧疾藥物成分的低溫萃取
方法。

William Cecil Campbell ( 1930年6月28日－ )與大村智 ( Ōmura Satoshi1935年7
月12日－ )共同開發了Avermectin類的抗寄生蟲藥物，此類藥物由鏈黴
菌(Streptomyces avermitilis )發酵產生，其他從阿維菌素衍生的驅蟲劑
包括伊維菌素 (Ivermectin)，Selamectin，多拉菌素 (Doramectin)和
Abamectin。此類藥物對於非洲盛行的絲蟲疾病以及全世界由線蟲引起
的經濟損失有極大的貢獻。



歷史傳承與目前研究
• 1.台灣最早的醫療體系：台大、高醫和國防

• 2.1965年，WHO正式授証台灣為完全根除瘧疾的

國家，高醫繼承了潮州瘧疾研究所的經驗，同

時成為台灣南部傳染病防治的重鎮。

• 3.學者與傳承：謝獻臣校長、陳瑩霖教授、顏全

敏教授

•未來研究方向
1.線蟲與免疫與癌症機轉：AC, Anisakis

2.絛蟲感染與免疫機轉：H. nana

3.吸蟲：

4.原蟲：滴蟲、弓蟲感染

5.藥物開發與分子診斷

微生物免疫暨寄生蟲學組



Zoonotic
Diseases

17:26



高雄醫學大學醫學系寄生蟲學科
http://smedpara.kmu.edu.tw/index.php/zh-TW/

•顏全敏教授兼副院長、科主任

•林榮峙副教授

•李俊德 助理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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招生說明會

106 學年度醫學研究所

藥理暨臨床藥理學組

報告人：葉竹來 教授

本組網頁: http://smedpharm.kmu.edu.tw/

Office: 醫學研究大樓 5F,  TEL: 3121101 ext 2139、2243



藥理暨臨床藥理學組簡介
 本組特色：

1. 以藥物發展、生物科技與產業結合之導向，培養符合國家社會所需之專業藥理人才。

2. 培養學生具備藥理專業核心能力，內容涵蓋基礎與臨床藥理學知識應用、技能及態度之教育。

3. 研究上，著重基礎與臨床藥理在疾病治療相關研究之整合，創造新的研究契機，並強化產學合

作，提升學生畢業後之就業競爭力及輔導其就業。

 本組師資：5位教授，1位副教授，1位助理教授(聘任中)。

 課程安排：包含基礎及臨床藥理學課程模組。

本組核心課程

基礎藥理學組 藥理學及研究設計 8 學分 (上下學期各4學分)

臨床藥理學組 藥物治療學特論 8學分 (上下學期各4學分)

研究方向

 入學補助：獎學金、助學金、教學助理 &

研究計畫兼任助理費。

代謝性疾病及神經退化疾病之藥物開發

發炎及氧化壓力相關疾病之藥物開發

傳統中藥與天然物藥理

心臟血管藥理學

血管平滑肌電生理

細胞及分子藥理學

骨質疏鬆症之藥物開發

抗癌新藥之研發

臨床藥理及環境毒理

藥物流行病學之研究

眼科藥理學

神經行為藥理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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洪秀貞教授

 眼科藥理學與治療學、腦部缺

血性中風治療學神經藥理學、

糖尿病藥物治療及機轉探討

吳炳男教授

 血管平滑肌電生理學、神經及行

為藥理學、細胞及分子藥理學

葉竹來 教授兼科主任

 心臟血管藥理學、骨骼藥理學、

中草藥藥理學
邱慧芬教授

 抗癌新藥開發、臨床藥理及環境毒理、

藥物流行病學、抗癌中草藥分子藥理

羅怡卿教授

 心血管藥理學、神經藥理學、中草藥及

天然物藥理學、新藥開發

楊玉嬌副教授
 藥理學、藥學、中草藥研究、

抗癌藥物研發

本組師資：5位教授；1位副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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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生職涯發展

藥廠、藥商 (臨床研究專員、研發、品管及行銷)

臨床藥學相關領域 (醫院、診所及藥局藥師)

政府單位(衛生福利部..)

生技相關產業 (產品研發、研究助理..)

升學 (國內外博士班進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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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組師生關係融洽 教學相長

同儕相互學習相伴玩樂 氣氛和諧

多元學習的活潑風氣

~誠摯歡迎您的加入~



醫學研究所碩士班
生物化學暨分子生物學組

侯自銓 (Tzyh-Chyuan Hour, PhD)

教授/主任 (Professor/chief)



生物化學暨分子生物學組 介紹

1

本組目前共有9位專任教師，現有之專任教師師資均具有博士學位，
教師結構包含5位教授、2位副教授及2位助理教授、1位助教、1位行
政人員。教師之學術專長皆與生物醫學相關，各教師之專長彼此可相
輔相成，專任教師所學專長皆與授課科目相符。

2
本組教師聘用機制以增進本科多元發展為目標，教師之專業領域
均符合國家健康產業政策或社會發展趨勢，故本科之教師專領域
也可涵蓋基因體、蛋白質體、代謝體及生物資訊，師資陣容完整。

3
開課教師授課內容皆以個人專長為主，目前開設之課程均有
專精的教師負責，充分滿足教學及學生學習需要。

4
教育部核准本組今年招生名額為13位(甄試入學6位) ，
平均每年每位專任教師指導碩士班學生人數為1至2人。



序號 職 稱 姓名 最高學歷 專 長 開課名稱

1 教授 莊麗月 高雄醫學大學
博士

細胞生物學、分子生物學、腫瘤生物學、
細胞訊息傳遞、糖尿病腎病變

分子細胞生物學研究方法、細胞生物
學特論、細胞訊息傳遞

2 教授 張基隆 高雄醫學大學
博士

營養免疫學、細胞及分子生物學、腫瘤
生化學、過敏免疫

高級代謝質體學特論、營養與免疫學、
營養與免疫學、免疫生物化學特論

3 教授 洪義人
美國馬里蘭大

學博士
分子及微生物遺傳學、Genome-Wide新基
因搜尋、蛋白-蛋白交互作用及訊息傳遞

分子生物學特論、分子遺傳學特論、
科學研究及論文寫作方法、神經生化
學特論

4 教授
兼主任

侯自
銓

台大醫學院生
物化學博士

分子腫瘤學、細胞生物學、化學癌瘤學、
訊息傳遞、分子毒理學

生物化學特論、腫瘤生化學特論、臨
床生化學特論

5 教授 呂濟宇 高雄醫學大學
博士

質譜儀分析、微小化分離技術、蛋白質
體學

分離技術之原理與應用(含實驗)

6 副教授 黃啟清 美國猶他大學
博士

酵素機構、酵素動力學、蛋白質化學、
同位素效應

蛋白質化學特論、酵素學特論

7 副教授 黃阿梅 陽明大學遺傳
研究所博士

細胞生物學、分子生物學、腫瘤生物學、
細胞訊息傳遞、細胞週期調控

生物技術研習、生物資訊及其應用

8
助理
教授

邱顯肇 比利時魯汶
大學博士 蛋白質化學、蛋白質體學 蛋白質體學歷(英文授課)

9
助理
教授

王焰增 中山大學化學
系博士

電腦輔助藥物設計、分子模擬 生物化學特論，生化專題討論

師資、學術專長和教學科目



序號 職 稱 姓名 最高學歷 專 長 開課名稱

1 教授 莊麗月 高雄醫學大學
博士

細胞生物學、分子生物學、腫瘤生物學、
細胞訊息傳遞、糖尿病腎病變

分子細胞生物學研究方法、細胞生物
學特論、細胞訊息傳遞

2 教授 張基隆 高雄醫學大學
博士

營養免疫學、細胞及分子生物學、腫瘤
生化學、過敏免疫

高級代謝質體學特論、營養與免疫學、
營養與免疫學、免疫生物化學特論

3 教授 洪義人
美國馬里蘭大
學博士

分子及微生物遺傳學、Genome-Wide新
基因搜尋、蛋白-蛋白交互作用及訊息傳
遞

分子生物學特論、分子遺傳學特論、
科學研究及論文寫作方法、神經生化
學特論

4 教授
兼主任

侯自銓 台大醫學院生
物化學博士

分子腫瘤學、細胞生物學、化學癌瘤學、
訊息傳遞、分子毒理學

生物化學特論、腫瘤生化學特論、臨
床生化學特論

5 教授 呂濟宇 高雄醫學大學
博士

質譜儀分析、微小化分離技術、蛋白質
體學

分離技術之原理與應用(含實驗)

6 副教授 黃啟清 美國猶他大學
博士

酵素機構、酵素動力學、蛋白質化學、
同位素效應

蛋白質化學特論、酵素學特論

7 副教授 黃阿梅 陽明大學遺傳
研究所博士

細胞生物學、分子生物學、腫瘤生物學、
細胞訊息傳遞、細胞週期調控

生物技術研習、生物資訊及其應用

8
助理
教授

邱顯肇 比利時魯汶
大學博士 蛋白質化學、蛋白質體學 蛋白質體學歷(英文授課)

9

助理
教授

王焰增 中山大學化學
系博士

電腦輔助藥物設計、分子模擬 生物化學特論，生化專題討論

師資、學術專長和教學科目



課程架構
以分子生物學、細胞
生物學及現代生物化
學研究技術及訓練，
探討生命科學的本質
，結合基礎醫學研究
與臨床醫學運用，以
培養現代生物科技人
才。

課程架構理念與教育目標

教育目標
課程以生物醫學為
主軸由淺入深安排
生物化學課程，讓
學生吸收精華的知
識，學習到最紮實
生物化學知識及實
驗研究技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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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友姓名 服務單位

邱顯肇 高雄醫學大學生化學科 助理教授

張永福 高雄醫學大學生物系 副教授

洪文俊 國衛院癌症組副主任/教授

楊堉麟 中華醫事科技大學生物醫學研究所 教授

黃昭祥 中華醫事科技大學生物科技系 教授

陳韻雯 國立成功大學藥理所 助理教授

陳昶翰 高雄長庚轉譯中心 副研究員

胡祐甄 高雄醫學大學醫檢學程 助理教授

鄭筱翎 輔英科技大學健康美容系 助理教授

郭國華 盛德信-德英生技公司 董事長

畢業所友們在各領域獨當一面



解剖組織暨病理學組

報告人: 陳永佳



解剖組織組特色:

師資選擇多樣:
神經、血管、癌症、生殖內分泌

就業機會多:
研究助理、研究人員、解剖助教等

與其他領域整合容易
法醫、細胞生物、分子生物、藥理等



老師專長與研究方向
劉克明 教授 日本昭和大學醫學博士 專長:  醫學教育

黃宏圖 教授 高雄醫學大學醫學研究所 博士
專長、研究方向: 電子顯微鏡、發炎反應

陳世杰 副教授 美國德拉瓦大學生命與健康學院博士
專長、研究方向: 電子顯微鏡、砷對血管內皮細胞之異常反應

謝侑霖 副教授 台灣大學解剖學暨細胞生物學博士
專長、研究方向: 組織切片、周邊神經病變之探討

陳永佳 副教授 台灣大學解剖學暨細胞生物學博士
專長、研究方向: 抗癌機制、睪丸、腎上腺細胞固醇類生合成作用、中草藥保健
食品開發



何宛怡 助理教授 高雄醫學大學醫學研究所 博士 專長:解剖學

蕭廷鑫 助理教授 高雄醫學大學醫學研究所 博士 專長:解剖學

李怡琛 助理教授 高雄醫學大學醫學研究所 博士
專長、研究方向: 乳癌、肺癌標靶、急性肺損傷

林含貞 助理教授 台灣大學解剖學暨細胞生物學博士
專長、研究方向：缺血再灌流對消化器官的影響

老師專長與研究方向



學科儀器設備
2



• 研究病因、致病機轉、形態變化及疾病的科學，介於基
礎醫學與臨床醫學之間的橋樑。

• 整合基礎醫學與臨床醫學領域
細胞生物、分子生物、免疫學及形態學等的技術
研究設計方向：1.疾病原因或疾病間相關性探討

2.臨床治療指引印證研究

• 結合臨床病理組織庫
病例對照研究



教師姓名 專長、研究領域

楊曉芳副教授/
病理學科主任

專長：外科病理學、細胞病理學、乳癌病理學、肝癌病理學

蔡志仁教授
專長：腫瘤學、泌尿道腫瘤、胃腸道腫瘤、神經腫瘤
及分子病理之研究



報告人：李佳陽助理教授

106學年度醫學研究所

基因流病學組

學組招生說明會

2016年11月21日

本組網頁: https://goo.gl/cccmJg

基因體醫學科網頁: http://smeddmg.kmu.edu.tw/

公衛學科網頁: http://smedph.kmu.edu.tw/



為何選擇基因流病組?
-符合「後人類基因體計畫」的國際研究趨勢

1990-2003

HGP

2004-2010

2011-2020

Beyond

2020

ED Green et al. Nature 470, 204-213 (2011) doi:10.1038/nature09764



為何選擇基因流病組?
–擁有發展「精準醫療」之核心知識與技術

「精準醫療」是國際醫學發展新主流
歐巴馬總統於2015年1月30日宣布，將展開一
項高達2.15億美金的「精準醫學計畫
(Precision Medicine Initiative)」，希望透過百
萬人的基因資料分析，探討癌症、糖尿病等
疾病的基因病因，找出新藥，為不同病患量
身打造治療方法。

世界各大生技產業及藥廠重點發展方向

基因流病組畢業生專業技能符合產業需求!

基因檢測技術

疾病與基因相關性分析

藥物與基因交互作用分析

環境因子、環境變遷與基因交互作用分析

癌症、動脈硬化、糖尿病、失智症等新藥開發

預防醫學與公共衛生政策發展



基因流病學組簡介

學組特色

運用基因體科學及流病統計學於疾病預防、診斷、治療及預後

教學及研究上，結合基礎科學、流行病學與臨床醫學，提供跨學科研究及多元
學習，培養學生實證技能與專業知識

重視產學與國際合作，關心族群健康相關議題，推展研發成果於轉譯醫學應用
，以促進改善人類健康

研究領域結合基礎科學、臨床醫學與流行病學，探討基因、環境與疾病的交互作

用及對族群健康的影響，包含：

生理與病理機轉探討、生物標記與基因診斷技術開發、新藥與治療新法研發

、衛教與公共衛生政策研究等

生物科技、基因體醫學及公共衛生專業之課程安排，多元選課自由度高

核心課程：基因體學(英)、生物統計學特論、實習

學術研究與產業應用並重：教師獲得許多校外計劃，專利與技轉數量持續增加中

助學金補助：獎學金、助學金、教學助理＆研究計畫兼任助理費



學組教師介紹
2位教授，2位副教授，4位助理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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姓名/職稱 研究領域/專長

莊弘毅
教授
兼公衛學科主任

專長：職業醫學、家庭與社區醫學、臨床流行病學、生物統計學
研究範圍與方向：重金屬毒理學、職業與環境行病學、家庭與社區醫學等之臨床流行
病學

黃孟娟教授
專長/研究領域：腎臟病與糖尿臨床營養介入、營養基因流行病學、毒物暨脂肪代謝
與發展、臨床營養(營養師臨床研究)、營養與環境對嬰幼兒發展之流行病學研究

謝翠娟副教授
專長：遺傳學、基因體學、表觀遺傳學、分子生物學、生物實驗安全管理
研究領域：腎臟病變、新陳代謝症候群與糖尿病分子病理機轉、肥胖及糖尿病相關新
藥及天然藥物研發、環境醫學

蔡世盟副教授 專長/研究領域：公共衛生學、流行病學、生物統計學

李佳陽助理教授

專長：癌細胞能量代謝、腫瘤微環境、急慢性發炎之作用機轉、發炎體的調控
研究領域：1.針對Warburg effect的分子機制，探討能量代謝的轉變如何影響癌細胞生
長及轉移。2.探討發炎體的活化對癌細胞生長及轉移所扮演的角色。3.開發抗發炎藥
物，並探討其對發炎體活化及腫瘤細胞生長之影響

杜鴻賓助理教授 專長/研究領域：流行病學研究設計與應用和生物統計方法與應用

董宜青助理教授 專長/研究領域：臨床病毒學、病毒分子流行病學、傳染病學

劉于鵬助理教授
專長：癌症轉譯醫學、幹細胞生物學、神經科學
研究領域：腫瘤的發生與制癌物質誘發、基因突變與基因體多型性具有高度的相關性



學生未來職涯發展

產業界

高雄醫學大學
醫研所碩士班
基因流病學組

教學與研究

•進修國內外研究所
(遺傳及基因體相關醫學
研究；生物科技；生物資
訊等)

•研究助理
•研究人員(實驗室)
•教師/教授

• 生物科技公司
研發/技術人員

• 生物科技公司
銷售/業務人員

• 自行創業

檢定/證照
•國家專利師證照考試
•公務員高考三級技術類
•公務員特考法務部調查
局調查人員三等考試
•經濟部專利商標審查人
員二等考試



重視學生國際化、國際合作交流積極
歷年皆有國際學生至本組研究實習
(美、加、葡萄牙、土耳其、印尼)

↑國際學者Dr. L. V. K. S. 

Bhaskar from India

↑國際學者Dr. Ozaki from 

RIKEN, JP

↑學生參與國內外會議及發表論文

↑帶領學生校外產業界參訪



重視學生國際化、國際合作交流積極
歷年皆有國際學生至本組研究實習
(美、加、葡萄牙、土耳其、印尼)

↑國際學者Dr. L. V. K. S. 

Bhaskar from India

↑國際學者Dr. Ozaki from 

RIKEN, JP

↑學生參與國內外會議及發表論文

↑帶領學生校外產業界參訪

基因流病學組

~誠摯歡迎您的加入~



醫學研究所

熱帶醫學暨全球衛生學組

學組負責人：師健民教授

TEL: 07-3121101分機2136轉29 

E-mail:cmshih@kmu.edu.tw

教育宗旨

（一）培育具有熱帶感染症相關之研究、診斷、治療及預防之專業
研究及防治實務人才

（二）學習熱帶醫學及全球衛生之專業知識及實務技能

（三）建立學生國際觀及獨立思考能力

mailto:cmshih@kmu.edu.tw


學組特色

• 全國唯一

• 培育符合政策需求之專業人才

• 研究環境及設備齊全新穎 (國研大樓)

• 跨領域之基礎醫學及臨床優秀師資群

• 研究領域廣泛；碩士研究論文主題具 多樣選擇性

本學組研究領域涵蓋 ”熱帶醫學及全球衛生” 相關之

1. 分子流行病學研究

2. 致病原之分子診斷

3. 致病機制研究

4. 臨床治療

5. 國際醫療實務



師資 最高學歷 專長 主要執行研究計畫

師健民
教授

美國哈佛大學
博士

熱帶醫學

病媒傳染病

人畜共通病

•建立一套登革熱感染監測及預警系統

•台灣地區伯氏疏螺旋體菌感染相關之皮膚性B細

胞淋巴瘤探究

陳宜民
特聘教授

美國哈佛大學
博士

愛滋病研究
肝癌研究

病毒學

•台灣男男間性行為者愛滋病及行傳染病介入行

研究及期成效評估

•發展具調控胺酸氮甲基轉移表現之小分子先導

藥物作為抗肝癌之治療

陳彥旭
教授

高雄醫學大學
博士

臨床感染症

登革熱研究

•Prostasin蛋白酶抑制登革病毒複製之機轉研究

•以活化自噬機制研發多菌性敗血症之治療策略

盧柏樑
教授

高雄醫學大學
博士

臨床感染症

登革熱研究

•結核病防治研究

•院內感染症研究

•愛滋病臨床研究

王聖帆
助理教授

國立陽明大學

博士

病毒學

微生物診斷

•建立HIV-1抗藥性與功能性治療評估分析平台

•內源性半乳糖凝集素-3 對於HIV-1 CRF07_BC重組

病毒出芽與細胞與細胞接觸傳遞感染的影響



課程地圖



歡迎有志青年加入我們的研究



106學年度醫學研究所碩士班

神經暨精神科學組

招生說明會

報告者：陳秀蘭助理教授

日期：105.11.21

本組網頁: http://smedneuro.kmu.edu.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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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學及研究連結國家社會及產業需求/實用性與研發潛力

 失智症研究群 :支援高齡少子化社會

 腦中風研究群 :支援心血管病高風險社會

 睡眠障礙研究群 :支援高壓低抗社會

 成癮防治研究群 :支援 E 世代社會

 精神疾病研究群 :支援高壓力高變化的社會衝擊

 基礎神經科學 : 以細胞及動物行為模式, 探討神經疾病之機轉及治療

 基礎與臨床教師教學研究合作 :神經轉譯醫學發展與產學合作

2

教授 副教授 助理教授 具博士學位

神經學科 3 4 4 8

精神學科 4 0 0 3

總計 6 5 4 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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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色實驗室

主持人 研究室名稱/專長

劉景寬教授 神經心理學研究室

賴秋蓮教授 事件相關電位研究室

林瑞泰教授、林秀芬副教授、
趙雅琴副教授

腦中風研究室

徐崇堯副教授 睡眠醫學研究室

楊淵韓副教授 失智症轉譯醫學研究室

王志煜與陳秀蘭助理教授 神經細胞暨行為分子生物研究室

顏正芳教授 兒童青少年精神醫學、成癮醫學、精神醫學、性別研究

陳正生教授 老人精神醫學、憂鬱症、失智症與生物精神醫學

楊品珍教授
自閉症候群及注意力缺陷過動症，此兩大兒童精神發展
性疾患的基礎病理及臨床治療性研究

柯志鴻教授 網路遊戲成癮之神經認知暨腦影像學研究



高醫附醫
神經科睡眠中心

神經心理學
檢查室

事件相關電位
檢查室

醫學系神經學科動物
睡眠實驗室

4

腦波檢查室

電學檢查室



細胞培養室
5

一般實驗操作室

磁振造影(MRI)檢查室

動物認知行為分析
實驗室

肌電圖檢查室 純音聽力 (PTA) 檢查



6

醫學研究所-神經暨精神科學組

誠摯歡迎您跨入神經及精神科學領域

邀請您參與神經醫學科學研究



招生說明會

106 學年度 醫學研究所

呼吸治療學組

蔡忠榮主任



課程規劃

畢業應修

共30學分

碩士論文 6學分

共同必修

典範學習 0 學分

生物醫學研究技術 2 學分

專題討論 4 學分

6學分

本學組核心必選修(呼吸治療研究特論) 2學分

其他選修 16學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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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進階呼吸治療之專業臨床與基礎課程。

2、以呼吸治療為主軸，結合基礎科學與臨床研究，

分析與探討胸腔與重症疾病之致病機制與治療契機。

3、培養學生具備呼吸治療儀器設備之研發與資訊整合之能力。

學組特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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姓名/職稱 專長/研究領域

蔡忠榮副教授
呼吸治療學系主任

呼吸治療、重症醫學，肺部復原，
環境醫學

鍾飲文教授
內科學、胸腔醫學、重症加護醫學、
呼吸照護、環境與職業性肺疾病

陳秀玲副教授
一般小兒科學、新生兒科學、重症
新生兒與早產兒治療、兒童胸腔醫
學

劉博侖副教授
肺腫瘤與心衰竭之分子生物學、癌
症生物學、中草藥及天然物療效之
研究

師資介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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