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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語
生物科學
為生命的、充滿多元化且具綜合性的科學，
就讀本系不但可以豐富您的人生，同時也充
實您在生物科學各領域的專業能力，以應用
於日後基礎生物學及應用生物學的研究工作，
更培養在現今社會的競爭力

3



簡史

 76 學年成立生物學系
 81 學年設立生命科學研究所碩士班
 86 學年成立生命科學研究所博士班
應系所名稱合一制更名為『生物科學系 (大學部、碩士班、
博士班)』

 88 學年開設「碩士學程在職進修專班」
目標為兼顧基礎及應用生物科學的教學和研究工作，以培
養生物科學的研究及教學人才。



教育目標

培養基礎生物科學研究人才

培養基礎科學教育人才

培養基礎生物應用人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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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學部學生核心能力要求

基本專業知識
獨立思考及發掘問題的能力
執行實驗實作及應用之能力
表達及呈現生物科學相關知識之能力
持續學習之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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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所學生核心能力要求

進階專業知識
獨立思考及發掘問題的能力
執行實驗、分析及詮釋實驗結果數據之能力
表達及呈現進階生物科學相關知識及研究成果之能力
持續學習之能力
生物科學倫理觀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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師資
 專任教師共有18位、中央研究院院士暨本校榮譽講座教授、本校
榮譽退休教授2位、合聘教師12位、兼任教師5位(含1位外國籍約
聘教師)，教師的研究領域概略分成兩大方面

 甲組 (生態與分類學組)
生態學、動植物分類學、演化生物學、行為生態學、生理生態學、
群聚生態學、理論生態學、生物多樣性、昆蟲學

 乙組 (分子與細胞生物學組)
分子生物學、細胞生物學、免疫學、腫瘤學、組織學、微生物學、
神經科學、遺傳工程、基因體學、生物質譜學、植物生理生化及
動物生理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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植物族群遺傳與演化研究室

專長領域
生物地理學、保育生物學、植物遺傳學、族群遺傳學、分子演化學、親緣地理學、保育遺傳學、
生物多樣性
研究方向與興趣
1.東亞植物區系生物地理與植物親緣地理學研究。
2.台灣珍稀瀕危植物物種保育策略、保育管理單位與保育遺傳單元分析。
3.分子鑑定技術開發、植物微衛星體與相關分子標誌開發、分析與應用。
4.農作物馴化作用歷史、過程與可能來源探討，相關功能性基因與基因家族遺傳演化研究。
5.以生態基因體學重建大地理區系物種形成過程歷史。
最高學歷
臺灣師範大學博士

江友中特聘教授

保育及生態學研究室

專長領域
生態學、行為生態學、生殖生理學
研究方向與興趣
1.臺灣獼猴族群與行為生態
2.生物多樣性與保育
3.生態與永續發展
4.榕屬植物與榕小蜂行為及生態研究
最高學歷
美國俄亥俄州立大學博士

徐芝敏教授



昆蟲系統分類與演化研究室

專長領域
昆蟲學、鱗翅學、演化生態學、擬態生物學、親緣生物地理學、植物與昆蟲之關係、生物多樣性
資料庫、水生植物學
研究方向與興趣
1.昆蟲之系統分類、親緣關係與演化生態
2.擬態、偽裝、警戒性與其相關防禦機制之演化與生態
3.植食性昆蟲與植物的交互作用
4.台灣與東亞之博物學史
5.野生動物貿易之監測與管理
6.入侵生物學
最高學歷
英國倫敦大學帝國學院生物科學系博士

顏聖紘副教授

生理生態與生態模式研究室

專長領域
生理生態學、兩棲爬蟲學、昆蟲呼吸生理、生態模式
研究方向與興趣
1.外溫動物的溫度生理及生態適應
2.蝗蟲的呼吸生理及水分平衡
3.機制性模式的發展與應用
4.環境變遷對生物的影響
最高學歷
國立台灣師範大學生命科學系博士

黃淑萍副教授

https://sites.google.com/view/lizard-ecology-lab/home


植物生態研究室

專長領域
植物生態學、植物物候學、群聚生態學、計量生態學
研究方向與興趣
1.氣候變遷對於森林生態系的影響
2.物種多樣性的維持機制
3.動植物交互關係
最高學歷
國立臺灣大學博士

張楊家豪助理教授

族群生態研究室

專長領域
Theoretical ecology, Population dynamics, Dynamic energy budget, Life history
研究方向與興趣
1.Impact of ontogenetic development on population and community dynamics
2.Mineral limitation, element recycling and population dynamics
3.State-dependent life histories and ecological interactions
最高學歷
Ph. D, University of Calgary, Canada

夏燦風助理教授

https://changyang.weebly.com/


植物系統分類與演化研究室

專長領域
親緣基因體學、系統分類學、生物地理學、雜交演化、多倍體演化、比較基因體學
研究方向與興趣
1.植物雜交演化及多倍體演化研究
2.多倍體植物之生態地理分佈研究
3.基因體比較與植物演化
4.植物親緣基因體研究
最高學歷
美國聖路易大學生物系博士

劉世慧助理教授

專長領域
Entomology, Systematic Biology, Paleontology, Phylogenetics, Biodiversity
研究方向與興趣
1. diversity, evolutionary history, and systematics of beetles
2. molecular and morphological phylogenetics 
3. the fossil record and its integration into phylogenetic studies 
4. taxonomy of the hydrophiloid and myxophagan beetles
最高學歷
Ph.D. in Zoology (Charles University, Prague, Czech Republic)

費卡契助理教授

https://sites.google.com/view/shihhuiliulab/home


呼吸神經生理學研究室

專長領域
呼吸神經生理學、脊髓損傷醫學、神經科學
研究方向與興趣
1.脊髓損傷對於呼吸神經管制之影響
2.開發促進脊髓損傷後呼吸功能恢復之治療策略
最高學歷
國立臺灣師範大學博士

李昆澤教授

分子腫瘤學研究室

專長領域
分子腫瘤學、免疫學、微生物學
研究方向與興趣
1.腫瘤易感基因TSG101啟動子調控機制之探討
2.腫瘤易感基因TSG101在細胞內功能之探討
最高學歷
美國德州大學西南醫學中心博士

陳錦翠教授



植物分子生物學研究室

專長領域
植物生理學、植物逆境生理學、植物分子生物學
研究方向與興趣
1.乙烯及非生物性逆境誘導甘藷葉片老化的研究
2.抗氧化物保護對抗乙烯及非生物性逆境誘導的甘藷葉片老化研究
最高學歷
美國肯塔基大學博士

陳顯榮教授

腫瘤免疫實驗室

專長領域
微生物學、免疫學、腫瘤生物學
研究方向與興趣
1.腫瘤免疫
2.細菌抗腫瘤機制研究
最高學歷
成功大學基礎醫學研究所博士

李哲欣教授



細胞生物暨組織工程研究室

專長領域
生物化學、細胞生物學、組織工程
研究方向與興趣
1.轉型生長因子（TGF-beta）在血管平滑肌細胞成熟過程中扮演的角色
2.第一型肌蛋白如何影響細胞的化學驅性以及移動
最高學歷
美國聖路易大學博士

陳俊霖教授

神經訊息傳遞學研究室

專長領域
藥理學、神經生理學
研究方向與興趣
1.神經滋養因子及神經活性對運動神經與肌細胞形成突觸之調控
2.藥物成癮機制之研究
3.神經性蛇毒蛋白作用機制之研究
最高學歷
國立台灣大學藥理學博士

劉昭成副教授

http://thisrobot95.wix.com/chencllab


生物質譜儀應用研究室

專長領域
生物質譜學、生物分析方法開發、脂肪體學與代謝體學應用
研究方向與興趣
1.質譜儀生物分析及蛋白質體學方法開發
2.質譜儀組織切片影像分析
3.神經脂肪體學
4.發炎疾病的脂肪學與代謝體學
5.藥物代謝與動力學研究
最高學歷
美國約翰霍普金斯大學彭博公衛學院博士

汪海晏副教授

斑馬魚及酵母菌分子遺傳研究室

專長領域
斑馬魚及酵母菌遺傳學、血管生物學、基因體學、自由基生物學
研究方向與興趣
1.探討斑馬魚胚胎發育過程中血管生成之分子機制
2.氧化逆境及鋅逆境對斑馬魚心血管發育之影響
3.探討酵母菌細胞如何反應鋅缺乏逆境之分子機制
最高學歷
美國威斯康辛大學-麥迪遜校區博士

吳長益副教授

http://changyiwu.wix.com/zebrafish-yeast


植物基因體及分子遺傳研究室

專長領域
植物生理生化、分子遺傳、生物資訊、基因組學
研究方向與興趣
1.氣候變遷對植物開花影響
2.溫度調控絨氈層發育之分子機制
3.溫度調控開花時間之分子機制
最高學歷
國立成功大學生命科學系博士

黃明德助理教授

光合作用研究室

專長領域
光合作用研究、生物物理學、植物生理學、基因工程、基因體學與轉錄體學
研究方向與興趣
1.溫泉紅藻的光合作用調節機制
2.紅藻基因轉殖系統的建立
最高學歷
德國波茨坦大學馬克斯普朗克研究所國際學校「初級代謝與植物生長研究學程」

傅瀚儀助理教授



教學實驗室
理SC 1014 解剖學暨生理學實驗室
理SC 3008 生物學實驗室
理SC 3009 微生物學實驗室
理SC 3010 生物形態學實驗室
理SC 3014 生物技術實驗室
理SC 3019 植物生理學實驗室



公共實驗室

 理 BI1010低溫實驗室

 理 BI4017離心機室

 理 BI4018放射性同位素室

 理 BI5002~5005細胞培養室

 理 BI6014~6015~6018實驗動物中心

 理 BI2013~2014電子顯微鏡室

 理 BI1005野生動物實驗室

 理 BI1001植物標本館

 理 BI6012地圖室

 理 BI7003~7004溫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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獎學金

大專學生參與專題研究計畫
為鼓勵大學部學生參與教授專題研究計畫，二年級以上學生
可由指導教授向行政院國科會提出申請，核准者每月提供
6000元獎學金。

研究成果報告經評定成績優良而有創意者，由科技部頒發
「大學生研究創作獎」獎金二萬元及獎狀一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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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生科系國科會大專生計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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姓名 級別 專題名稱

林彥霆 111 利用影像系統偵測不同區段脊髓於挫傷後的含氧狀況

柯佳辰 111 急性損傷期提升血壓對於脊髓組織出血與血漿外滲之影響

李士奇 111 利用CRISPR-Cas9技術建構NADP(H)依賴性固醇脫氫酶(nsdhl)突變株斑馬魚以探討其對血管發育的重要性

徐碩謙 112 探討生物棲地探究與實作課程對學生環境永續素養之影響

呂紹辰 112 評估脫水程度對蜥蜴血液滲透壓改變的影響

高瑄蔚 112 好茶部落固有小米之分類研究

陳孟云 112 常壓高氧對頸部脊髓挫傷後呼吸功能與脊髓神經發炎之影響

呂天馨 112 子宮抹片臨床研究

曾品心 112 Rasl11b對斑馬魚胚胎血管發育的影響 (The effects of Rasl11b on vascular development in zebrafish)

陳振瑜 112 探討運動賀爾蒙鳶尾素治療巴金森氏症之潛力與機轉



獎學金

 國立中山大學大學部學生書香獎
學生在校期間 (不含延長修業之學生) 學業成績在各班級中名列前5%
且無不及格科目者，每學期頒發獎狀及獎金。

 「神農獎」研究競賽獎學金

 周昌弘院士獎學金

 蔡奇助先生紀念獎學金



修業與課程

 大學部
 課程規劃：最低畢業學分數128，修業年限3-4年
 限修本學系大學部專業必選修課程至少64學分

 碩士班
 課程規劃：最低畢業學分24，不含碩士論文，修業年限1-4年
 學生亦可選修中等學校教師教育學程班

 博士班
 課程規劃：最低畢業學分18，不含學位論文，修業年限2-7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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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校期間可從事研究及選讀外系之課程

 《生物技術學程》
本學程旨在提供完整的現代化生物科技教學與訓練，使參加本學程
的學生于修畢學程後，具備生物技術專業能力，增加研究或就業的
競爭能力。修完本學程規定科目、學分，畢業時，可 依本校相關規
定申請核發學程證書

 《中等學校教師教育學程班》
大學部學生在本校就讀一年以上者，其前一學年學業成績在全班學
生數前百分之五十以內者，或研究生均得申請修習教育學程；其畢
業後，由本校負責申請初檢，安排教育實習機會及辦理複檢工作

24



在校期間可從事研究及選讀外系之課程

 《修讀輔系》
在校學生（不含延長修業年限）於二年級起至四年級止，可申請修
讀他系為輔系，凡修滿輔系規定之科目與學分成績及格者，其畢業
生名冊、歷年成績表、畢業證書將加註輔系名稱，不另授予學位

 《加修雙主修》
本校大學部學生修畢前一學年課程，其學業成績優異者，得自二年
級至四年級第一學期止，申請加修性質不同學系為雙主修；以雙主
修資格畢業者，所申請之中、英文歷年成績單、英文學位證明、畢
業生名冊、畢業證書等，均加註雙主修學系名稱

25



畢業後工作展望

學術
國內外各大學研究所進修，如生物醫學、生物科技、生命科學、植物學、
動物學、生態學、海洋科學、科學教育等相關科系繼續深造

就業
基礎生物及生物技術之研究工作

生物製劑、製藥之研究及開發工作

生態保育之專門技能工作

生物學之教學工作

高等考試或生物技術或生物檢定

學士後醫學系及中醫系

專利與法律顧問
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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