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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員 工作職掌

組長 綜理本組各項業務

組員：蔡芝葶 (分機

1501）

1. 校外計畫：科技部

2. 校內計畫：新進教師專題研究計畫

3. 研究生/教師出席國際會議之補助、核銷等相關作業(科技部)。

4. 大專生參與專題研究計畫相關作業(科技部) 。

5. 補助大專校院研究獎勵(科技部) 

6. 學術論文獎勵金(期刊論文)相關業務申請。

7. 學術研究管理系統管理與維護。

組員：張文俞

(分機1502）

1. 衛福部、國衛院、教育部及其他政府單位計畫。

2. 校內計畫：專題研究計畫、提升教師研究計畫、年輕研究人才深耕計畫、桂冠研

究人才補助計畫。

3. 學術論文獎勵金相關業務申請。

4. 學術研究發展委員會。

5. 學術研究管理系統管理與維護。

行政組成員與工作職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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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政組成員與工作職掌
成員 工作職掌

組員：戴如淳

(分機1506、1507）

1. 綜理貴重儀器各項業務

2. 提供共同貴重儀器應用教育講習與訓練及舉辦研習會

3. 貴儀使用預約管理系統權限及認證審核及使用預約申請

4. 貴儀使用委託分析及相關技術服務

5. 校院貴儀資源管理及貴儀網頁維護

6. 生物安全委員會議業務

組員：廖彣欣

(分機1508）

1. 貴重儀器室及蛋白質體核心實驗室相關儀器操作

2. 儀器使用費統計及貴儀使用預約管理系統權限

3. 貴儀使用預約申請審核

4. 管理IVIS動物影像系統、3D 病理系統 (超高速共軛焦影像系統)

5. 其他政府單位計畫

組員: 張家禎

(分機1519)

1. 高教深耕一：發展學校特色

2. 高教深耕二：頂尖研究中心

3. 校內創意新計畫、攜手計畫

4. 其他交辦事項 4



實驗動物中心成員與工作職掌
成員 工作職掌

主任
程景章(學校1520)

負責動物中心整體規劃、預算編列、人事及行政管理

獸醫師

關智尤(學校1521)

學校/IACUC執行秘書、校院動物實驗申請表初審、動物健康監測環境監測、

技術協助及諮詢、執行Post-Approval Monitoring (PAM)及行政業務

組員
程景章(學校1520)

學校/負責動物舍管理、行政業務、預算執行、代養費統計核銷及高溫高壓滅
菌鍋運作等

負責人

劉哲育(附醫7801)
負責醫研部動物房整體規劃、行政管理

獸醫師

莊雅玲(附醫7010)

附設醫院/動物健康監測環境監測、技術協助及諮詢、動物檢疫、執行Post-

Approval Monitoring (PAM)及行政業務

技士

張銘在(附醫7011)
附設醫院/高溫高壓滅菌鍋運作、行政業務及協助動物房管理業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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承辦業務



校外研究計畫申辦業務

單位 申請期限

科技部計畫

1.科技部計畫-依函告時間為準(每年約11月來文，12月底前截止收件）。

2.新進教師專題研究計畫(隨到隨審)-申請機構新聘任人員，其資格符合科技部補助專題研究

計畫作業要點規定，且從未申請本部研究計畫者，得於起聘之日起三年內以隨到隨審方式

提出，並以申請一件為限。

國衛院研究計畫
依國衛院函告時間為準，每年約3月左右開始受理申請，先線上傳送申請意願書，方得接受

計畫書申請。

衛福部或其他政府單

位計畫

依各政府機構規定辦理，共分為：

1.補助型計畫：依各補助機構規定，檢齊相關文件函送提出申請。

2.委託型計畫：需依政府採購法規定公開評選，同一標案只能寄送一份投標文件，有意申請

者，請於校內規定時間內先以E-mail會知本組，避免申請項目超過規定件數。

※凡涉及人體試驗、基因重組相關實驗或動物實驗等，應於申請時檢附相關核准文件；未能於申請時提
交者，須先提交已送審之證明文件，爾後再於規定期限內補齊核准文件。欲申請相關同意文件者，請
於各委員會收件截止日前送交各委員會審查。

7

行政組-研究推動業務



科技部新進教師隨到隨審計畫

科技部計畫類別 科技部通過率

一般型研究計畫 43%

新進教師研究計畫 62%

新進教師研究計畫 (每人1次) 85-95%

8 9 11 12 8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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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政組-研究推動業務



校內研究計畫申辦業務
計畫類型 重要規定及申請期限

年輕研究人才深耕計畫
及

桂冠研究計畫

深耕計畫申請資格：本校專任教師年齡在45歲以下，或附設醫院專任主治醫師年齡在50歲以下，且於

學校或醫院無配置專任研究人力。

桂冠計畫申請資格：近三年內第一或通訊作者SCI或SSCI正式論文發表不少於20 篇，CJA總分不少於

1500 分。

申請時間：每年6/15-6/30。

※經費編列原則：補助博士後研究人員或專任助理。

專題研究計畫

申請資格：校院專任研究人員。

申請時間：依實際公告日期。

※經費編列原則：個別型不可編列設備費。

新進教師專題研究計畫

申請人(研究計畫主持人)資格(以下兩者皆需符合)：

(一)本校新聘到校三年內之助理教授及講師。
(二)已到職滿一年(含以上)之申請者，需有執行中或曾申請科技部具研究性質之專題研究計畫。

申請時間：每年8/15-8/31。

※經費編列原則：可編列設備費，但與計畫無相關之項目不予補助，如辦公室設備。

提升教師研究補助計畫
申請資格：當年度無任何校內外研究計畫補助之校內專任教師。

申請時間：依實際公告日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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論文獎勵辦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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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醫藥大學暨附設醫院學術論文暨學術專書發表獎勵辦法

1.該篇論文已確實被Web of Science (WOS)資料庫收錄，即可提出申請

2.於學術研究管理系統列印申請單，並送交研發處辦理

3.新進教師特別獎勵部份：

(1)新聘到校一年內可提出申請
(2)近5年以第一作者或通訊作者發表之正式期刊論文
(3)近5年之學術專書
(4)最高補助金額：教授50萬；副教授30萬；助理教授30萬

(5)已支領彈性薪資之新進教師，不適用本特別獎勵。
(6)符合申請科技部新進人員研究計畫者，需先提出計畫申請證明，始可申請本
特別獎勵。

(7)當年度未執行科技部計畫之教授或副教授，不適用本特別獎勵。

行政組-研究推動業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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論文發表單位寫法

依據中國醫藥大學教師聘任及升等研究部分最低標準，升等代表著作必須在author-

affiliation著名本校為其服務單位。

教師同時具附設醫院及學校教職身份，論文發表單位寫法範例如下：

行政組-研究推動業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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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進教師研究資源

1. 加入研究中心，並參與
研究中心會議

2. 校級研究中心會議

研究指導

1. 科技部新進教師隨到隨
審計畫

2. 校內新進教師專題研究
計畫

3. 深耕/桂冠研究計畫
4. 加入研究中心，研究中

心提供研究經費
5. 各學院儀器費用
6. 任務型研究計畫

• 中亞合作平台
• 科技部相對補助款
• 攜手計畫

研究經費待遇

1. 本薪
2. 新進教師論文特別獎勵
3. 論文獎勵金
4. 科技部獎勵優秀人才彈

性薪資(門檻低)

行政組-研究推動業務



貴重儀器室

1. 統籌本校各院、所、系、中心之貴重儀器資源之使用、管理與維護，並規劃
貴重儀器之添置，以落實共同貴重資源共享、提升使用效率。

2. 支援全校研究發展，服務本校師生。

3. 接受校內/外委託分析及技術服務。

4. 提供共同貴重儀器應用教育講習與訓練及實驗室之安全規範等機制。

開放時間：
通過認證者---全年無休
尚未認證者---週一~週五、08:00~17: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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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政組-貴重儀器業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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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員 戴如淳 廖彣欣

工作職掌

儀器-專人操作
1.流式細胞分選儀(BD FACSAria)

2.雷射掃描共軛焦分光光譜顯微鏡(Leica TCS SP8)

儀器-使用者自行操作
1.流式細胞分析儀(BD FACSCanto)

2.落地型超高速離心機
3.冷凍切片機
4.臨床級顯微鏡
5.雷射奈米粒徑Zeta電位量測儀
行政業務
1.貴重儀器操作、管理及教育訓練
2.貴儀網頁維護
3.生物安全委員會

儀器-專人操作
1.蛋白質體核心實驗室
儀器-使用者自行操作
1.小動物光學活體影像系統 (IVIS)

2.高解析度二維電泳掃瞄器
行政業務
1.貴重儀器操作、管理及教育訓練
2.研發處網頁維護
3.貴重儀器使用費統計

貴重儀器室成員及工作職掌

行政組-貴重儀器業務



研發處 貴重儀器室

1.流式細胞分選儀(BD FACSAria)

2.流式細胞分析儀(BD FACSCanto)

3.雷射掃描共軛焦分光光譜顯微鏡(Leica TCS SP8)

4.小動物光學活體影像系統(IVIS)

5.超高速共軛焦影像系統(ANDOR Dragonfly，3D影像系統)

6.即時定量聚合酶反應系統(Q-PCR)

7.海馬生物能量測定儀(Seahorse XFe24)

8.多光譜高脈絡掃描暨分析工作站(TissueFAXS Spectra Plus Cytometer) 

9.長時間活細胞影像連續工作站(IncuCyte S3 System )

10.正反雙向細胞成像系統(Revolve)

11.流式細胞高速四向分選儀(Flow Cytometry Cell Sorter / FACSAria III)

12.全自動微量細胞分析儀(NucleoCounter NC-3000)

戴如淳
廖彣欣

質譜儀

蛋白質體核心實驗室
1.基質輔助雷射脫附游離飛行式質譜儀(MALDI-TOF/TOF ) 

2.液相層析-電噴灑法質譜儀(HCT ultra PTM Discovery system)

3.高解析液相層析-四極棒飛行式質譜儀(nanoUHPLC-ESI-Q TOF mass spectrometry)
陳朝榮老師

代謝體實驗室
1.離子遷移飛行時間串聯式質譜儀(Vion IMS QTof)

2.串聯四極桿質譜檢測儀(Xevo TQ-XS) 李德彥老師

癌症大樓蛋白質體實驗室 高效四極桿傅立葉轉換電場軌道阱質譜儀系統(Orbitrap Exploris 480) 
張為超
副研究員

影像分析

雙光子顯微影像系統平台 雙光子顯微影像核心設備 阮文滔老師

癌症大樓十樓動物中心
3D非侵入式活體影像系統(IVIS Spectrum System) 

三維高感度活體動物螢光冷光成像系統(IVIS Spectrum)

張銘在
管理師

光譜儀
藥學院核磁共振光譜儀實驗室
(水湳校區)

核磁共振儀(NMR,AVANCE NEO 400MHZ) 趙子華老師

C
o
re F

a
cility

貴重儀器中心/Core Facility 
行政組-貴重儀器業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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衛生福利資料科學中心-中國醫藥大學研究分中心

16

Dry Lab 研究平台 負責人

衛福部資料分中心 湯智昕研發長

健保資料庫 高嘉鴻主任

大數據中心 郭錦輯主任

分中心

台大

北醫

陽明

中研院

長庚

國衛院

中醫大

成大

高醫

慈濟

 107年7月建置完成，配有10個獨立作業區，提供校院同仁進行全
國健保資料與其他大數據資料之分析

 地點: 互助大樓7樓

衛生福利資料科學中心-
中國醫藥大學研究分中心

獨立作業區

行政組-衛福部資料分中心



實驗動物照護及使用委員會(IACUC)及動物中心之任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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實驗動物中心

動物中心

英才校區
實驗大樓2-3F

醫研部動物房

附設醫院
癌症大樓10F

水湳動物中心

生醫產學研發
大樓7-10F、B1

動物代養設施

1. 校院動物飼養及管理業務
2. 定期健康監測
3. 提供實驗及外科訓練手術環境
4. 規範法規、試驗諮詢及教育訓練
5. 動物人道安樂死，屍體集中凍存清運

IACUC

1. 校院動物實驗申請表審核管
理業務

2. 年度監督報告表彙整函報農
委會

3. 提供動物飼養空間規劃諮詢
4. 動物實驗計畫審查後監督

(PAM)任務執行



相關系統介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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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計畫相關事項說明

路徑：研發處網頁→行政組→其他計畫相關→研究計畫管理與執行相關事項說明

網址：https://cmurdc.cmu.edu.tw/ADC/information.html



學術研究管理系統

系統小叮嚀
本系統之資料將納入本校教師學術研究績效評定使用，及作為校內各項獎補助計畫
申請基本資料使用，請各位老師務必隨時將個人研究表現資料維護至最新狀態，以
免個人權益受損。

新手使用指引
1. 系統路徑：學校首頁→點選〔校園入口網〕→進入資訊入口網→應用系統→教師
作業→學術研究管理系統。

2. 登入系統：帳號、密碼預設身分證字號。

系統架構

1. 申請作業：提供期刊論文、專書、專利、研討會、研究計畫、獲獎、研究專長、
尋求研究合作、技術轉移、碩博士論文登錄等，各項學術研究之建立、管理功能。

2. 查詢作業：提供作者、各單位承辦人員查詢各項學術研究資料，及作者學術資料
修改申請等功能，並包括「CJA試算作業」及「個人著作查詢」二項功能。

3. 報表列印：提供學術論文發表獎勵金申請表列印功能。
4. 個人資料管理：提供個人基本資料設定及密碼變更功能。

系統管理人
1. 各位老師對本系統有任何建議及指教，請聯絡本組 (分機1501、1502、1519)。
2. 本系統維護：本校資訊中心林裴妤小姐(分機16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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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內研究計畫申請系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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貴重儀器虛擬貨幣獎勵金
申請方式
學術管理系統→期刊論文申請作業→致謝獎勵金申請人→申請確認(送出申請）→審核人員不定
期進行審查

行政組-貴重儀器業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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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因重組實驗申請業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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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因重組實驗線上申請：
請詳閱基因重組實驗室守則，至學術研究管理系統→申請作業→基因重組實驗申請作業進行申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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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因重組實驗申請業務

線上「分審」及「決審」

全程作業時程僅需:3-5天

管理
• 生物安全教育訓練時數
• BSL-2 Lab 管理



雲端實驗中心管理系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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路徑：
1.具學校及醫院教職員身分
學校：校園入口網站→應用程式→雲端實驗中心
醫院：應用程式→應用系統→雲端實驗中心

2.不具學校及醫院教職員身分
研發處網頁→雲端實驗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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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實驗室使用管理

2.藥品耗材管理與
查詢

3.電子實驗紀錄簿

4.雲端數據儲存與
分析

實驗室管理系統 實驗動物計畫系統 動物入室及代養管理系統 貴重儀器使用預約管理系統

1.申請表填寫及查詢

2.審查同意書列印

1.動物使用填報及入
室代養申請

2.分籠、移出、犧牲
或再移入申請

3.動物代養費管理

1.儀器資料管理

2.預約儀器作業

3.儀器使用費管理

雲端實驗中心



雲端實驗中心
實驗動物計畫系統 動物入室及代養管理系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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線上入室代養等相關作業及動物代養費用查詢

全程作業時程僅需:3-5天

計畫申請及變更，申請通過後可直接列印
審查同意書



貴重儀器使用預約管理系統

雲端實驗中心

1.使用權限申請/展延
2.儀器預約申請
3.計畫主持人儀器使用費查詢及繳費流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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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報完畢，謝謝聆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