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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命科學系(所)

畢業學生出路



學生未來就業市場

政府機構 (國家公園署、環保署、農委會、各縣市政府保育課等)

研究機構 (中研院、特有生物中心、林試所、水試所、農試所等)

博物館 (海洋生物博物館、自然科學博物館、海洋科技博物館、台灣

博物館、生態博物園區等)

民間公司 (生技公司、台電、台糖、台鹽、花卉景觀公司、生態環

境顧問公司、生態工程公司、生態旅遊公司、自然資源開發公司等)

各級學校研究或任教 (國小、國中、高中、大學教授)



學生未來可參加之國家考試科目
(本系或本校有開設相關課程)

農業技術、林業技術、農業化學、園藝、

植物病蟲害防治、自然保育、海洋資源、

環保技術、衛生檢驗、衛生技術、水產技術、

環保技術、生物技術、生物多樣性





本系大學部員額共94名

個人申請：59名
個人申請-興翼：1名
繁星入學：15名
特殊選才：1名
台綜大四校聯招運動績優：1名
考試入學：17名

相關考試注意事項請參酌當年度簡章



資料來源：本系系網頁/招生訊息
通過本系第一階段之考生已達基礎水準之上，
因本系考生與他校重複性高，放榜後如為備取
生仍有機會上榜，請勿放棄填寫志願。



新生入學資訊



http://www.osa.nchu.edu.tw/osa/laa/freshman/sys/

中興大學註冊組網頁





生命科學院獎學金

績優學生獎學金

陳清義教授紀念獎學金 (5000元/學年，1名)

李春序教授紀念獎學金 (5000元/學年，2名)

生科系系友會清寒獎助學金

國立中興大學生命科學系研究生服務學習獎助學金

以上獎學金詳見中興大學生命科學系學生專區

其他校方提供獎學金(中興大學學生事務處網頁)

生科系獎學金



生活助學金
申請資格

一、具有本校學籍者可申請，以家庭年收入較低或家庭現況困難者優先
考量。

二、有下列情形之一者，不得申請：（一）休學、退學及轉離本校者。

（二）就讀本校推廣教育班、在職班、學分班、產業碩士專班與遠
距教學者。

三、家庭年所得70萬元以下及前一學期學業成績平均達60分以上者，可
申請保障名額，保障名額人數依該年度經費決定。保障名額以家庭
年收入較低者優先，若遇家庭年所得相同者，以學業成績較高者優
先，不具戶籍登記之中華民國國民不得申請保障名額。

四、前開家庭年所得之應計列人口：（一）學生本人、學生父母或法定
監護人；學生已婚者，加計其配偶。（二）若學生配偶、父母或法
定監護人離異、失聯、家暴困境或服刑等情事者可不計列。





男生宿舍(五棟，約2080床位)

女生宿舍(四棟)

男 女



生活機能



運動與休閒

惠蓀林場
新化國家植物園



學生生活與活動



惠蓀林場生態教育(全程於惠蓀林場上課)
中興大學「惠蓀林場」位於南投縣仁愛鄉，園區面積達7477公頃，海拔高度從450到2420
公尺，高低落差將近2000公尺，因此林相景觀優美、生態豐富、動植物種類繁多。

微積分
本校於暑期規劃大一基礎學科課程-微積分，由本校應用數學系提供微積分課程教學，主
要以網路課程方式進行並配合講師面授及教學助理（TA）線上輔導。

高中科學研習營(限本校策略聯盟高中同學)
暑假打算怎麼過？本校暑假開放不同領域的實驗室，精心設計生動活潑的課程，讓同學
可以提早體驗大學獨立自主的學習方式及大學生活。

相關訊息詳見本校招生組未來學生專區/http://140.120.155.8/



中興大學生命科學系預研生
本系生有資格於五年內取得學士及碩士學位

本校大三學生修業滿五
學期表現優良者，且曾
參與本系教師之指導專
題研究，始得提出申請
本系預研生。

碩士班入學後，由本系
提供第一年獎學金，另
本院於第一年再提供二
至三萬元獎學金。

於大學期間所修之本校
碩士班課程，其成績達
70分以上者經本系認可
，皆可計入本系研究所
畢業學分內。



☺海外姐妹校
本校目前共有224所姊妹校位於世界各地，
合作單位包括了校、院、系、研究中心等。

☺教育部學海飛颺獎助
對象：優秀學生赴國外研修(不含大陸港澳地區)

☺教育部學海惜珠獎助
對象：清寒優秀學生赴國外研修

☺雙聯學制
跨國雙學位制，係指本校與國外學校雙方依簽訂合約，協助所屬學生於一方修業至少滿二學期
後，至對方學校進修，並於符合雙方畢業資格規定後，分別取得兩校學位。

相關訊息詳本校國際事務處

http://www.oia.nchu.edu.tw/chinese/03_exchange/01_exchange.php?MID=19&SID=143
http://www.oia.nchu.edu.tw/upfiles/tw_ser01456211864.doc
http://www.oia.nchu.edu.tw/upfiles/tw_ser01455529698.doc
http://www.oia.nchu.edu.tw/chinese/03_exchange/01_exchange.php?MID=18
http://www.oia.nchu.edu.tw/chinese/02_about/01_about.php


生命科學系(所)
現況說明



 因應現代生技的潮流，自民國91年起將隸屬生命科學院

的植物學系(成立於民國45年)、動物學系(成立於民國83

年)成功地整合成現今的『生命科學系所』，積極打造優

質的學風與研究環境，成為國家孕育新世代生命科學專

業菁英的搖籃。

歷史沿革



1. 腫瘤生物、蛋白生化與生醫材料1. 腫瘤生物、蛋白生化與生醫材料

生物科技學群

朮漠捶 趁/ 鬟 / 馭?????

2 環境生物復育與生物能源

3.幹細胞醫學與發育生物學



生命機能學群生命機能學群



1. 演化遺傳學領域

生物多樣性學群

2. 系統分類學領域

3.生態學領域



講座教師：4名
盧重成教授-頭足類學
周昌弘院士-生物多樣性
鍾正明院士-發育生物學
賴茲院士-古生物學

兼任教師：8名
林金和、吳俊穎、徐士蘭
李勇毅、溫福賢、廖松淵
林正宏、黃文山

助教：3名
謝顯宗、劉聖譽、范宏明

「生理學群」

教授：5名
顏宏真、葛其梅
劉英明、李宗翰
林 赫
副教授：2名
簡麗鳳、黃皓瑄
助理教授：2名
王隆祺、林振祥

「生物多樣學群」

教授：4名
林茂森、薛攀文
林幸助、施習德
副教授：5名
尤少彬、吳聲海
蕭淑娟、高孝偉
許秋容
講師：1名
劉思謙

「生物科技學群」

教授：7名
賴美津、陳鴻震
陳全木、黃介辰
洪慧芝、蘇鴻麟
李龍緣

助理教授：1名
鄭旭辰

合聘教師：13名
侯明宏、劉俊宏、邱英明
楊宗愈、趙裕展、吳素幸
符宏勇、葉國禎、楊文欽
紀凱容、余淑美、賀端華
陳國勤

客座教師：2名
Peter Leith Chesson
Laurie Elizabeth 
Battle

師資介紹



生命科學系(所)

特色教學研究空間規劃



3.生物資訊暨遠距教學核心實驗室 4.形態解剖與生理核心教學實驗室

1.生化暨微生物教學核心實驗室 2.動物細胞操作核心教學實驗室



5.植物組織培養核心教學實驗室 6.動物胚胎與活體影像核心教學實驗室

7.生物資源及水生生物核心教學實驗室 8.基礎生命科學核心教學實驗室



動物標本館
特色說明：
一、收集並編目生命科學系教師研究之動物標本。提供校內及校外研究

人員使用。
二、收集並製作脊椎動物骨骼及內臟標本供教學使用。
三、收集並製作保育類野生動物及產製品標本，提供行政及執法機關鑑

定保育類野生動物的服務。



P2-等級鼠房內室獨立微環境控制IVC飼育器之建構



植物溫、網室設施



生命科學系

學生學習與課程規劃



生命科學系
基礎與核心課程

生物化學
遺傳學及實習
普通化學及實習
有機化學及實習
生命科學及實習
生物統計學及實習

生命機能
植物生理學及實習
動物生理學及實習

細胞生物學
專題討論…

生物科技
生物技術學及實習

分子生物學
微生物學
專題討論…

生物多樣性
系統分類學及實習
生態學及實習
專題討論
演化學…

修業年限:4年

畢業應修學分數
130 學分



中興大學生命科學系

可修輔系、雙學位或相關學程
學士班先修碩士班課程，學士班逕讀博士班
１、◎現代文學學程 １５、◎環境生物科技
２、◎中草藥生物科技學程 １６、◎國際農業學程
３、◎農村休閒事業管理學程 １７、◎農業電子化（Ｅ化）學程
４、◎植物健康管理學程 １８、◎防災科技學程
５、◎水資源管理學程 １９、◎環境保育及污染防治學程
６、◎食品加工與管理學程 ２０、◎生物資訊學程
７、◎植物生物科技學程 ２１、◎資通安全管理與應用學程
８、◎動物生物科技學程 ２２、◎數位典藏學程
９、◎機光電系統整合學程 ２3、◎幹細胞與組織工程學程
１０、◎製造工程學程
１１、◎積體電路設計學程
１２、◎通訊網路學程
１３、◎半導體工程學程
１４、◎醫學工程學程



生命科學系

學生活動



中興大學少年科學營

中興大學生命科學營



生科營、少科營花絮



中興大學生科週



【花漾年華】~~紀念舊植館活動

緣起：舊植館原為生科系之系館，即將在明年初被拆除，學生透過辦理一
系列活動藉以呈現舊植館縱向的生命歷程，展覽內容大概分為歷史展覽和空
間裝置藝術兩部分，讓舊植館能在這次展覽下重新再活一次，讓大家了解並
體會關於舊植館的一切。



【花漾年華】~~紀念舊植館活動

聯合報99.12.6 B2版

大學報99.12.10 4版



【花漾年華】活動花絮



【生命科學系師生聯誼與學生選課輔導】

選課及研究輔導：新生座談會、兩位課業導師、三組召集人、指導教授。

生涯規劃及生活輔導：師生座談會、導生聚、16位大學部導師、3位研究
所導師、諮商中心系列活動、系學會社團指導教師。



迎新生花絮





暑期墾丁生態研習營





生 科 之 星 - 莎 莎 公 主

應屆畢業的外籍生
但莎莎以高中全校
第一名畢業的優異
成績申請來台念書，
大學在本系適應良
好，與同學及老師
相處融洽，中文流
利的她，也曾獲全
國外籍生歌唱比賽
冠軍。莎莎目前已
返回母國聖克里斯
多福，準備攻讀美
國在當地附設醫學
院的醫學學位。



生命科學系(所)

教師指導生物創意競賽績效



生技產業是目前台灣的一大
發展重點，兩兆雙星裡頭就
有一顆「星」代表著生技產
業。可惜的是，「星」代表
的是有發展成為兆元產業的
潛力，要實際升級為「兆」
仍需要更多的努力。正因為
如此，政府才會推出各種推
廣計畫，希望學術研究成果
快快投入應用，進入實際產
業，讓期刊論文能夠變成銀
子，期待未來能夠創造出更
多的飯碗。

Crazy  Ideas! 研 究 也 瘋 狂?



2008年經濟部工業局生技創意競賽

名次 作品名稱 指導教授 參賽隊員

佳作 腸病毒大作戰之乳你所願 陳全木、陳小玲 蔡東州、黃俊諺
凃家瑋、簡琬真

佳作 細菌性汞離子結合蛋白MerP
於植物抗環境逆境之應用

黃介辰 林國興、何攖寧
陳韋均

名次 作品名稱 指導教授 參賽隊員

銅牌獎 汞你做明日健康之星 陳全木、陳小玲
黃介辰

吳孟容、劉琪玲
蔡定融、陳奕璋

佳作 蛋白質大爆炸 鄭旭辰 吳杰義、曹耀峰
王釣瑩、黃琬珉
黃元鴻

大學生組

研究生組



生科系教師指導高中學生生物科展

溫福賢老師指導台中女中劉欣明同學參加2011年第十
屆旺宏科學獎生物組金牌獎。研究主題「吃飯學問大，
米中有玄機-米象生存策略之探討」。

溫福賢老師指導台中一中廖至騏同學參加2011年台中
一中科學展生物組第一名；2012年臺灣國際科學展覽
會微生物學科大會獎及四等獎(一、二、三等獎從缺)。
研究主題「別再用拖鞋打小強了!MRSA超級細菌的剋星
在小強的腸道中」；及101學年度榮獲旺宏科學獎優等，
作品名稱為「Super star!發現剋制MRSA超級細菌的新
抗生素」。

溫福賢老師指導台中一中張法理同學參加2011年台中
一中科學展生物組第二名；2012年第52屆中區科學展
佳作。研究主題「白花婆婆的秘方-咸豐草萃取物抑制
多重抗藥性金黃色葡萄球菌(MRSA)生長之探討」。



生科系教師指導高中學生生物科展

黃介辰老師指導明道中學詹彥廣同學、林聖傑同學、
張翔華同學榮獲第55屆中小學科展高中組特優，作品
名稱：農藥終結者-探討以農藥為碳源的微生物。

黃介辰老師指導臺中私立明道高級中學陳聖仁同學榮
獲2013台灣國際科學展覽會大會獎：二等獎，作品名
稱：「暗“腸”玄機!-魚腸腸內菌的拮抗作用」。

許秋容老師指導台中一中楊哲寧及劉冠澤榮獲第54屆
國立暨縣(市)公私立高級中等學校分區科學展覽會高
中組生物(生命科學)科優等獎，作品名稱：生根卷柏
葉綠體移動之研究。



生科系教師指導台中女中生物科展
榮獲2009國際科技展覽會金牌獎

溫福賢老師指導台中女中曾依晴同學參加2009臺灣國際科學展
覽會以研究「從麵包蟲體內分離出可分解保麗龍之菌種」為主
題，榮獲英特爾國際科技展覽會(Intel ISEF)五項大獎大會微生
物學科首獎、大會微生物學科一等獎、美國獸醫學會一等獎、
美國微生物學會五等獎及Lemelson基金會獎。



台 中 一 中 高 瞻 計 畫

恭賀台中一中高瞻班葉旭航同學榮獲
2008年生物奧林匹亞競賽金牌，2009

年化學奧林匹亞競賽金牌。

恭賀台中一中高瞻班張睿哲同學獲選
2009年度生物奧林匹亞競賽銀牌。



台 中 一 中 高 瞻 計 畫

林赫教授指導台中一中高瞻
班陳其寬同學獲獎第七屆旺
宏科學獎生物科金牌，雙面
夾攻─紫杉醇與維生素甲酸
混合使用的研究。



台 中 一 中 高 瞻 計 畫

黃介辰教授指導台中一
中高瞻班陳柏瑞、劉人
碩同學以『牧草產氫』
為研究主題獲2009新加
坡國際科學競賽大會總
冠軍。

http://c.yam.com/news/plink/r.c?http://n.yam.com/view/mkphotopage.php/20090603804611


教師研究表現



中興大學生命科學系教師申請科技部計畫表現

年度 科技部計畫數量 核定金額

100 13 27,410,000

101 15 39,240,000

102 10 34,202,000

103 15 43,487,000

104 16 45,608,00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