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醫學研究所 歷任 所長
謝獻臣 1977.8 - 81.7 4年 熱醫所

1981.8 - 87.7   6年 醫研所

黃德揚 1987.8 - 88.7 2年 “

陳瑩霖 1988.8 - 91.7  3年 “

余幸司 1991.8 - 93.7   2年 “
1996.8 - 00.7   4年 “

黃宗人 1993.8 - 96.7  3年 “

辛錫璋 2000.8 - 04.7 4年 “

鐘育志 2004.8 - 06.7  2年 “

蔡英美 2006.8 - 至今 2年 “

( )

( )

另設博士班及碩士班班主任



醫學研究所 歷任 班主任
博士班主任 碩士班主任

1981.8 ~ 84.7 蔡瑞熊 張瑞烽
84.8 ~ 85.7 蔡瑞熊 張均昌
85.8 ~ 87.7 黃德揚 張均昌
87.8 ~ 91.7 李昭男 張均昌
91.8 ~ 92.7 張均昌 陳順勝
92.8 ~ 93.7 余幸司* 陳順勝
93.8 ~ 96.7 黃宗人* 莊麗月
96.8 ~ 2000.7 余幸司* 莊麗月

2000.8 ~ 04.7 辛錫璋* 莊麗月
04.8 ~ 06.7 鐘育志* 莊麗月
06.8 ~至今 蔡英美* 莊麗月,顏正賢

*所長兼博士班主任



醫學研究所碩士班第一屆

基礎醫學組

1981-83  張玲麗 王蓮成

1981-84  林貴香 方耀珠 蔡烟力 陳玲娜

臨床醫學組

1981-84  趙垂勳 李家和 鐘育志



醫學研究所博士班研究生申請
學位論文考試資格

2004年以前入學之博士班研究生，須符合下列
條件之一

1.提出二篇原著論文：須在就讀博士課程期間
完成且均為博士論文之一部份；其中至少

一篇以第一作者發表於SCI的期刊

2.提出一篇原著論文：須以第一作者發表於

SCI之 I.F. 1.5 以上或該學門相關領域
排名前百分之四十以內之期刊



醫學研究所 博士班第一屆

1981年8月1日錄取4名
葛應欽 (1984年1月 理學博士)

黃宏圖 (1985年6月 理學博士)

柯成國 (1985年6月 醫學博士)

黃俊雄 (1986年6月 醫學博士)



1985.07.17
於校友會館三樓

醫學研究所 博士學位

後排左起:黃俊雄、葛應欽、柯成國、黃宏圖、林賢美
(1982-85)



1984.6.22 於中正文化中心至德堂舉行畢業典禮



醫學研究所博士班研究生聚餐 1985.07.17
於校友會館三樓

蔡瑞熊 謝獻臣 黃德揚 陳瑩霖前排
左起



1985.07.17 於校友會館三樓



1985年教育部核准碩士班研究生直攻博士班

王起杰，鍾蝶起 (第一屆)

現在每年直攻博士班名額上限為當年博士班

招生的40%，可達錄取7位

鍾美英教授1987年6月畢業，為本所

第一位女性理學博士，目前服務

於本校藥學系



1987.08.01醫學研究所成立10週年



慶祝研究所成立十周年，師生、校友與來賓於
勵學大樓前合影(1987.08.01)



畢業生的
回顧與感言

博士班 柯成國

博士班 黃宏圖

碩士班 林貴香

碩士班 劉景寬



博士班 柯成國

博士論文要求質要好、量要夠，所以做起
來實在不容易，更難的是學位論文之部份或
全部不得提出升等使用，所以在考慮升等
時，須同時兩篇不相同的題目，為學位及升
等使用，這是我畢業當年教育部之新規定。
博士班的畢業是深入研究的開始，體會到愈
入愈不能自拔之困境。

成立十週年紀念特刊 p17



博士班 黃宏圖

將來醫學研究所的不同學門，若能更進
展使各學門強化，並能獨立成為專精的研
究所則更佳，如分出成立解剖學、生理
學、病理學、微生物、生化學、臨床等研
究所，如此可大增師資數量及品質，以突
顯高醫的能力，當然要先有周詳的籌劃，
方能成功，進一步到達國際水準。

成立十週年紀念特刊 p17



碩士班 林貴香

在高醫服務匆匆已過14個年頭，這14個年
頭裡，支撐我走過無數荊棘直到現在除了本
身的興趣外，最重要的是親情、恩情與友
情。親情是來自父母、公婆與先生的關懷與
體諒。恩情是來自諸位師長的提拔和大力支
持，友情是來自全國從事病毒研究工作的友
人的協助與鼓勵。在此謹以真誠的心感謝所
有賜給我親情、恩情與友情的人。

成立十週年紀念特刊 p18



碩士班 劉景寬

在獲至學位之時，感受到研究能力所
得到的肯定，內心的喜悅更增強繼續從
事研究工作的興趣與決心，也因此再勵
鍊自己而投考博士班，日子雖是一貫的
忙碌，對個人生命而言，却極具激發意
義的。

成立十週年紀念特刊 p19



第五任院長蔡瑞熊(首任校長)

鑑於研究空間之需，

1996年完成

醫學研究大樓之建築

增添硬體設備，

提供更好的學習與

研究環境



醫學研究大樓

1993.12.31動土典禮

1996年6月15日 落成

總工程：2億8仟8佰多萬元
教育部：1億5仟萬元貸款

補助利息之一半
個人及團體贊助：

蔡昭雄(1仟萬元)等



醫學研究大樓落成-於捐資興學芳名錄前合影
1996.6.15



余幸司所長：
高雄醫學院

醫學研究所簡介

過去二十年
醫研所承擔
高雄醫學院
研究之整合
及推動的
火車頭大任

p35

1997.06.10



黃俊雄：醫研究所二十週年感言

我是第一屆博士班最後一位的畢業生。

迄今昔日研究，

實驗的情景仍歷歷在眼前。

雖物換星移，主客觀環境改變，

但作研究中，實驗仍是基本要求。

成立二十週年紀念特刊 p36



葛應欽：十年一覺高醫夢

謝院長期勉一句話：「你要繼續把本土

醫學研究的論文投到國際學術刊物發表」

橫在前面真是困難重重，語文的限制？

很鄉土的材料，可以提供給國際學術界

新的發現嗎？

國際學術界接受來自台灣南部一個

小醫學院的研究水準嗎？

答案: 高醫土博士的學術成果仍可被國際肯定

成立二十週年紀念特刊 p37



陳順勝：二十年讓人懷念的歲月

在接任班主任早期我發現高醫醫學研究所，

很像游擊部隊：有科、有教授、有研究生，
藏在四處，但每年都有成果。

人家來參觀，很難告訴來賓他們在哪裡，

很像隱藏在森林裡的游擊隊，看得到的

只有所長兼博士班班主任、我這位碩士班

的主任，算是游擊隊隊長與副隊長。

成立二十週年紀念特刊 p39



江宏哲：感恩與感言

醫學研究所的成立，是在「賽洛瑪」
(1981.7.25) 颱風強烈侵襲南台灣之後，

三棟主要校舍與圖書館的救災復建工作

很快完成，我們這一批高雄醫學院碩士班

第一屆研究生，在蛻變後的高醫校園裡，
舉行開學慶祝的活動，師長與同窗好友們
臉上流露著興奮與期待。

成立二十週年紀念特刊 p41



醫學研究所編制及其他所之設立

1994年8月，擁有專任師資之編制員額，

專任師資目前有助理教授以上19位
1994年8月原基礎醫學組中之生化學組設

生物化學研究所 正式獨立招生。

2004年8月藥理學組、生理學組、遺傳學組設

藥理學研究所、生理及分子醫學研究所、

醫學遺傳研究所 正式獨立招生。



醫學(含熱帶醫學)研究所歷年畢業人數統計

熱醫所 醫研所

碩士(34) 碩士(623) 博士(242)
理學 醫學 理學 醫學 理學 醫學

1979 5 0
1980 6 2
1981 2 3
1982 7 4
1983 3 2 2
1984~2008 405 216 152 90
合計 23 11 407 216 152 90

畢業年度

碩士: 657(理學-430, 醫學-227)    博士: 242(理學-152, 醫學-90)



研究所畢業校友之成就

醫療相關之服務

學術研究及教育工作(教授63位)

服務於衛生行政機關

投入醫藥相關之企業



實現設立的目標
(一) 帶動本校各級教師研究風氣

(二) 提昇本校研究水準，讓醫學科技在

本校生根

(三) 造就不少人才師資

今後努力的方向
不僅成為國內最好的研究所之一，

也希望成為國際上具學術地位的研究所，

在國際學術界占一席之地


	醫學研究所 歷任 所長
	醫學研究所 歷任 班主任
	醫學研究所碩士班第一屆
	醫學研究所博士班研究生申請�學位論文考試資格
	醫學研究所 博士班第一屆
	醫學研究所博士班研究生聚餐
	博士班  柯成國  
	博士班  黃宏圖
	碩士班  林貴香
	碩士班  劉景寬
	第五任院長蔡瑞熊(首任校長)
	黃俊雄：醫研究所二十週年感言
	葛應欽：十年一覺高醫夢
	陳順勝：二十年讓人懷念的歲月
	江宏哲：感恩與感言
	醫學研究所編制及其他所之設立
	醫學(含熱帶醫學)研究所歷年畢業人數統計
	研究所畢業校友之成就
	實現設立的目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