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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發展處宗旨與目標

➢ 宗旨
發展以轉譯醫學為導向的世界頂尖創新研究

➢ 目標
 發展融入國際主流架構的特色研究
 研究成果應用於醫藥產業的永續發展
 培育福國利民的優秀研發人才



研究發展處各中心位置圖

共同儀器中心
教研大樓三樓
教研地下一樓

研究推動中心
醫綜前棟三樓

實驗動物中心
醫綜後棟背面



研究中心與核心實驗室

• 抗體及融合瘤核心實驗室

• 斑馬魚模式核心實驗室

• 生醫質譜影像核心實驗室

• 神經科學核心實驗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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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發展處 研究發展委員會

研發處組織

學術倫理
諮議委員會

學倫專案小組

支援委員會教育及行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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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推動中心業務(1/3)

➢ 研究計畫公告與申請
 政府機構：科技部 (康翠娟小姐，分機7112)

 其他政府機構：衛生福利部暨附屬機構、國衛院、教育部等 (楊宗勳
先生，分機7115)

 結盟醫院：新光、國泰、奇美、附醫、萬芳、雙和等 (童雅婷小姐，
分機7122)

 結盟學校：臺北聯合大學系統(北科大、北大、海大) 、臺灣科技大
學(魏毓映小姐，分機7192)；國防大學 (陳國斌先生，分機7111)

➢ 校內研究計畫補助
 新聘教師研究補助 (張壬齡小姐，分機7114)

 整合型研究計畫先期、相對補助 (童雅婷小姐，分機7122)

 特色前瞻研究團隊 (黃淑敏小姐，分機7113)

 橋接計畫補助 (康翠娟小姐，分機7112)

➢ 研究計畫管理 (康翠娟小姐，分機7112；楊宗勳先生，分機7115)

 簽約、請款、變更、專(兼)任助理審核



➢ 研究相關補助

 科技部獎勵/延攬特殊優秀人才、彈性薪資業務 (陳國斌先生，分機
7111)

 學術研究獎 (陳國斌先生，分機7111)

研究論文獎、研究計畫獎、產學合作獎、國際頂尖期刊論文獎、
年輕學者研究獎、最具影響力論文獎

 鼓勵教師指導大專學生參與科技部計畫獎勵 (康翠娟小姐，分機
7112)

 聘任外籍博士後研究人員獎勵 (楊宗勳先生，分機7115)

 優秀博士後研究人員獎勵 (楊宗勳先生，分機7115)

 補助學生及博士後研究人員出席國際會議 (黃淑敏小姐，分機7113)

 鼓勵教師參加國際學術會議補助 (張壬齡小姐，分機7114)

 補助教師及博士生出國研修 (楊宗勳先生，分機7115)

 邀請國內學者短期來校訪問研究獎勵辦法 (楊宗勳先生，分機7115)

研究推動中心業務(2/3)



➢ 英文學術論文編修申請 (魏毓映小姐，分機7192)

➢ 彙整教師研究指標資料(教師續聘) (魏毓映小姐，分機7192)

➢ 研究相關系統之維護與管理

 教師論文著作目錄

 教師研究指標系統 (魏毓映小姐，分機7192)

 SCI/SSCI領域排名系統

 教師專長系統 (陳國斌先生，分機7111)

➢ 師生聯合學術研究發表會 (楊宗勳先生，分機7115)

➢ 全校性學術演講活動 (黃淑敏小姐，分機7113)

➢ 補助系所邀請專家學者蒞校演講 (童雅婷小姐，分機7122)

➢ 獎勵研究及產學績優院系所─研究績優 (童雅婷小姐，分機7122)

研究推動中心業務(3/3)



➢ 研究計畫申請系統

➢ 研究計畫管理系統

➢ 研究計畫回饋獎申請系統

➢ SCI/SSCI期刊領域排名查詢系統

➢ 教師專長登錄與查詢系統

➢ 教師研究指標系統

➢ 教師著作目錄登錄系統

➢ 學生論文獎學金申請系統

➢ 臺北醫學大學暨附屬醫院「學術研究獎」研究論文獎申請系統

➢ 師生聯合學術研究發表會線上申請系統

路徑：

北醫大首頁→研發處→研究推動中心→研究與獎勵申請系統

(http://rd.tmu.edu.tw/page10/url.php?class=502)

研究推動中心相關系統

http://rd.tmu.edu.tw/page10/url.php?class=502


➢ 申請人資格：

凡本校(含附屬醫院助理教授級以上之醫事人員)新聘之專任助理教
授(含由講師升等)、副教授(含由講師升等)、教授、研究人員(助理
研究員以上)，自聘任到職日起1年內，均得提出申請。

➢ 補助原則：以100萬元為上限。

➢ 申請補助項目：

申請人得依其研究需要編列研究相關費用。

➢ 執行期限：一年。

➢ 繳交資料

 1.申請表。2.請人之個人資料表。3.申請截止日期前五年已出版最
具代表性或與研究內容相關之學術著作（至多五篇）。

 科技部計畫申請證明文件。 (申請表經審查通過但未繳交本項證明
文件者，得先撥予50%經費，待申請人提出科技部計畫申請後，
再核撥剩餘50%經費)。

新聘教師研究補助申請



學術倫理課程規定：
科技部修正「補助專題研究計畫作業要點」(106.01.04)

 106年12月1日起，首次申請科技部計畫之

日前三年內，完成至少六小時之學術倫理教

育課程訓練。

 計畫開始執行後所聘首次執行科技部計畫之

參與研究人員應於起聘日起三個月內完成修

習六小時之學術倫理教育課程訓練。

●說明：〝首次申請”係指<從未申請過,第一次申請>

〝首次執行”係指<第一次通過計畫開始執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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課程認列說明：
(一) 「臺灣學術倫理教育資源中心」網站
（https://ethics. nctu.edu.tw）。

(二) 教學發展中心及教學資源中心辦理學術倫
理教育課程。

(三) 各院系所學位學程及通識教育中心辦理學
術倫理研習課程。

(四) 人資處、教務處及研究發展處等校方認可
單位辦理相關學術倫理之教育課程。

●上述(二)~(四)課程須經本校「教職員工學
習發展系統」及「學術活動網」登錄完成並
經主辦單位核發修課證明後始得認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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Q：申請投稿論文之英文編修，是否需要付費？每年可申請幾次？修改
時間多久？

A：依據現行「英文學術論文修訂申請作業要點」，目前僅規範每篇編修
次數，以2次為原則，符合規定者，全額補助編修費用；編修時間分為一
般件及急件，前者約2-3週，後者為1週。

如仍有疑義，可洽詢研發處魏小姐(分機7192)，謝謝。

英文編修QA



實驗動物中心組織架構

台北醫學大學研究發展處實驗動物中心

飼育與代養 行政與支援 研究與教育

動物籠位管控
動物進駐管控
動物到貨驗收

飼育及服務費用核銷
動物中心使用說明會
實驗動物計畫書申請

儀器教育訓練
研究技術服務
生理影像平台

實驗動物照護及使用委
員會(IACUC)
 動物實驗審核
 飼養環境監督
 人道管理監督

支援ㄧ校三院研究需求



實驗動物中心業務

➢動物實驗代養

➢實驗設計、獸醫學諮詢及動物檢疫管理

➢動物實驗儀器相關技術服務與諮詢

➢動物實驗專業操作訓練課程

➢動物實驗代操作服務

➢「實驗動物照護及使用委員會」聯絡窗口



實驗動物中心教育訓練

➢六大核心訓練課程
➢動物房使用規範

➢實驗動物人道管理與法規

➢實驗動物疼痛評估與安樂死

➢實驗動物操作技術Ⅰ-小動物保定與麻醉

➢實驗動物操作技術Ⅱ-小動物管餵、採血與注射

➢實驗動物操作技術Ⅲ-小動物解剖與組織採樣



飼育與代養-空間配置

 1F/B2F一般飼養區
 小鼠、大鼠、倉鼠

 生理及影像核心設施服務
(限飼養於1F之大小鼠)

 2F SPF飼養區
 小鼠

 免疫缺陷鼠/基因轉殖鼠

 4F中型動物飼養區
 大白兔、天竺鼠、來亨雞、小鼠、大鼠

 動物行為觀察設施



飼育與代養-入室申請與進駐

實驗動物計畫申請書
(IACUC)

動物中心入室申請 動物訂購與入駐

由計畫主持人申請 線上填寫表單後列印擲回 待通知有籠位後始可訂購



 非侵入式3D活體影像系統(IVIS 200)
 小鼠肺功能系統
 迴避行為系統
 飲食及活動分析系統
 八頻道生理監視系統
 血壓機
 氣麻機

 水迷宮
 五頻道滾輪系統
 24hr行為觀察系統
 動物無線生理遙測系統

動物實驗儀器概況



動物技術服務
• 小動物核磁共振醫學影像系統(7T MRI) 

• 微米級小動物電腦斷層掃描(micro CT)

• 小動物非侵入式活體影像系統 (IVIS 
XRMS)

• 電解質及血液氣體分析

• 尿液分析

• 石蠟切片、包埋及染色

• 血液生化分析

• 血液血球分析

• 密閉櫃式X光照射儀



共同儀器中心業務

貴重儀器採購與評估

貴重儀器使用管理與實驗諮詢

貴重儀器訓練課程與儀器新知研討會

海報輸出服務

• 影像核心

• 質譜核心

• 流式細胞核心

• 核磁共振核心

• 生物資訊核心



共同儀器中心核心實驗室

影像核心 質譜核心

核磁共振核心流式細胞核心

生物資訊核心

基礎研究設施

技術支援
儀器訓練

額外服務
(海報印刷)



Hitach HT-7700 穿透式電子顯微鏡 (TEM)

Hitach H-600 穿透式電子顯微鏡 (TEM)

Hitach SU-3500 掃描式電子顯微鏡 (SEM)

Hitach S-2400 掃描式電子顯微鏡 (SEM)

影像核心 (Imaging Core)



影像核心 (Imaging Core)

Tissue Gnostics 類流式固態組織細胞儀

DeltaVision 去迴旋積螢光影像顯微鏡

Leica SP5 雷射共軛焦顯微鏡

細胞離子影像偵測系統

螢光顯微鏡



API 2000 Triple Quadrupole Mass Spec. (三段四極桿式質譜儀)

Time-of-Flight Secondary Ion Mass Spec. (飛行時間二次離子質譜儀)

Waters SYNAPT G2 High Definition Mass Spec. (四級柱飛行時間質譜儀)

Thermo X Series II Inductively Coupled Plasma Mass Spec. 

(感應耦合電漿質譜儀)

質譜核心 (Mass Spectrometry Core)



Becton Dickinson FACSCalibur

Becton Dickinson FACScan

FACSCantoll

FACSAria III Cell Sorter

流式細胞核心 (Flow Cytometry Core)



Bruker Fourier 300 MHz 核磁共振儀 (Compact NMR) 

Bruker 500 MHz 核磁共振儀 NMR

核磁共振核心 (NMR Core)



蛋白質體學 (Proteomics) 分析

系統生物學 (System Biology) 分析

基因體學 (Genomics) 分析

轉錄體學 (Transcriptomics) 分析

生物資訊核心 (Bioinformatics Core)

Functional Analysis for Disease/Drug and Genomics Association

Genetic Epidemiology and Genetic Statistics

Microarray Data Analysis (DNA 微陣列)

Next Generation Sequencing (NGS) Data Analysis (次世代定序分析)

Development of Biological Tools and Databases

Computational Biology

Proteomics

Data Mining

Genomics Analysis (SNP, GWAS, Epigenetics, and Metagenomics)

Transcriptomics Analysis (RNA expression/alternative splicing profiling, GSEA) 

Proteomics Analysis (Metabolomics, Protein Structure and Functional Analysis)

Systems Biology Analysis (Pathway Reconstruction and network Analysis)



張資昊醫學資訊研究所副教授 (兼 Core Manager)

張偉嶠臨床藥物基因體學暨蛋白質體學碩士學位學程教授

李元綺醫學資訊研究所副教授

王紋璋轉譯醫學博士學位學程助理教授

黃翠琴癌症生物學與藥物研發博士學位學程助理教授

蘇家玉醫學資訊研究所助理教授

生物資訊核心 教授資訊

服務窗口: 02-27361661#2630

E-mail: bioinfo@tmu.edu.tw



基礎研究設施

電子順磁共振儀

全波長多功能微盤分析儀

即時核酸定量系統 (ABI 7300)

即時核酸定量系統 (LC 2.0)

即時核酸定量系統 (LC 480)

表面電漿共振生物分子感測系統 (ProteOn)

生物能量測定儀 (Seahorse XF24)



基礎研究設施

綜合分析系統

渦輪氣動式離心機

桌上型高速離心機 (Hermle Z323K)

超高速離心機 (L-90K)

桌上型超高速冷凍離心機 (MAX-E)

鼠卵細胞專用顯微注射系統暨倒立螢光顯微鏡



共同儀器中心校外合作機構

國防醫學院

貴重暨共同儀器中心

國家衛生研究院

核心儀器設施中心



每年8~9月，公開徵求貴重儀器提案

貴重儀器採購流程



貴重儀器使用流程



貴重儀器認證紀錄表單

貴重儀器認證流程



貴重儀器預約系統

貴重儀器預約流程

https://rdsys.tmu.edu.tw/icweb/


感謝聆聽
敬請指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