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11年教育部精準健康產業跨領域

人才培育計畫
精準醫學領域/精準醫學推廣教育學分班

一起了解精準醫學吧!

��單位｜��部�訊�科技��司

主辦單位｜國⽴陽明交�⼤學�學�

協辦單位｜國⽴陽明交�⼤學�⽣物

�免疫研�所�國⽴陽明交�⼤學⽣

物�學�訊研�所��理學研�所�

台⼤�準�學推動中⼼

�址｜

        ⾺上�詢���報�

LINE�詢｜http://lin.ee/CsrjL49

             （或��帳�@493rwdcr）

�絡⽅式｜yalinglau@nycu.edu.tw 

               02-28267385 羅⼩�



精準健康產業跨領域
人才培育計畫

�準
�療

��單位���部�訊�科技��司

�詢�訊�02-2826 7385
yal inglau@nycu.edu.tw

上課�點�國⽴陽明交�⼤學(陽明校�)
台�市�投�⽴�街⼆段155�

主辦單位�國⽴陽明交�⼤學�學�

為什麼妳我要開始了
解精準健康/醫療？

��現代�療技�的�步�⼈�益發

�求⾼品質的⽣活�尤其是健�的�

⼼�⽽⽇�⽉異的⼈⼯智�

（Artificial  intell igence，AI）
科技和⼤��則促使�準�療成為未

來�療發展的趨��從傳�的�病治

療��展到利⽤�準�療和�位�療

來預防�診斷和治療�病�

官方網站 課程懶人包

課程報名
(有學籍者)

課程報名
(無學籍但不須學分)

�準�學結合AI技�可�提供病⼈更
�的治療�照�服��利⽤⼤���

⾏�療技�評估��析�品之療效和

成本效益�評估�療�險制度和�品

之可�性�提升國⼈健�之照���

就是�準�療之發展�



�準�學跨�域⼈才培�計畫

報�懶⼈包

課���
提供�準�學的�知�培�AI加值的�療產�⼈才�源��促�國家⽣
技��產�和國⼈健�福祉�

招⽣對� 對�準�學產��興�之⼤學�上學⽣�相關�界⼈⼠�

上課�間 111年7⽉��續開課

上課�點 國⽴陽明交�⼤學��站�告為準

課�收費 學�費�部��收�材費

報�⽅式 �⾒下⽅懶⼈包�⼿⼑報�

�註
課�結��經評成績合格者�給予學�證書�

學��免依各學校單位�免辦法⾃⾏申辦�

 陽明交⼤在學⽣ �校在學⽣ 不具學�者

研討會  免費參加  

暑期課�

(不�學�)
 

免費參加�僅提供�課��

證明（��何�免效⼒）
 

暑期課�

(正式��)
�學��⼀協助加�

學期初加�課��經「校�

�課」�序加�

1,100元/學�
X

暑期課�

(推���)

��加�正式學�者或1111
休學者�課�成績���給

予推�學�

�由本校推���中⼼��

學�可由下⽅表單

4,000

報��⾴報�繳費�不

�⾏報�

/學�

LINE�詢｜http://lin.ee/CsrjL49（或��帳�@493rwdcr）
報���址 正式�報� �學�報�

(不�學�)
研討會報�



MON TUE WED THU FRI SAT SUN

   7⽉    

    7/1,7/8, 7/15 2  

    �準   

18 19 20 21 22 23  

��庫實作 ��庫實作   細�   

25 26 27 28 29 30  

    細�   

   8⽉    

1 2 3 4 5 6  

   ��實� �⽣   

8 9 10 11 12 13  

��實� ��實� ��實� ��實� �⽣   

 細�實作 細�實作     

    8/19,8/26 27  

    ⾏�   

29       

10:00-
12:00
�器-回�
�討論

      

LINE�詢｜http://lin.ee/CsrjL49（或��帳�@493rwdcr）

課����下
�準｜�準�學⾯⾯���端⼤���析
�⽣｜�⽣物相為基準的�準�療
細�｜細�治療�法規
�器｜�器學���度學�基礎（�同步預�課�）
⾏�｜國�⾏�學

課��表
��疫�影響�可�會�所變動��上�站�詢�況和�室

課���站

�準�學

課�⾏事�



MON TUE WED THU FRI SAT SUN

   3⽉    

    3/4,3/25   

    專題演講   

   4⽉    

   14 15   

   專題演講 實��明會   

    22   

    
校�課�

�合�明會
  

    29   

    專題演講   

   5⽉    

  ⽇期未定  20   

  
臺⼤場

�合�明會
 專題演講   

   6⽉-8⽉    

 ⽇期未定  6/16- 6/18 6/18  

   
台灣國

�健�

��療

照�展
研討會  

   7/28 7/29 7/30 7/31

    亞�⽣ 技⼤展  

   9⽉-12⽉    

 ⽇期未定   ⽇期未定   

 
期中成果

發表會
  �界參訪   

   12/1 12/2 12/3 12/4

    台灣�療 科技展  

 ⽇期未定      

 經驗�享會      

LINE�詢｜http://lin.ee/CsrjL49（或��帳�@493rwdcr）

活動�表
��疫�影響�可�會�所變動��上�站�詢�況和�室

課���站

�準�學

課�⾏事�



陽明交⼤�學� /�準�療跨�域⼈才培�課�
�準�學⾯⾯���端⼤���析

課���

本課���臨床�師講授�病之病⽣理�制�基因和�物�靶治療�學者�

⼤���析�病治療成效��界專家開發�病�檢早期發現診斷和治療之�

準檢測�包括其核⼼知識和�理政��並���研��向實�剖析�問題�

��

招⽣對� 碩��⼠⽣�研�⼈員��界相關⼈⼠�

上課�間

111年【07/01(星期五)、07/08(星期五)、07/15(星期五)】
三⽇實�課��為08:50−18:10�中午不供�
*��疫�影響�則會改成線上課�����注意�站�告

上課�點 國⽴陽明交�⼤學��站�告為準

課��站
https://reurl.cc/nzNWYD ��站(�學�者由�預先報�)
https:// �學�者�註冊會員�報�繳費

學�收費
�學�者�陽明交⼤免費/�校���校��課加�(1,100元/1學�)
�學�者��由本校推���中⼼�⾴報�繳費(4,100元/1學�)

�註
課�結��經評成績合格者�給予學�證書�

學��免依各學校單位�免辦法⾃⾏申��

⽇期 講題 �師��

 �準�療��靶治療 楊志��授/院⻑(臺⼤癌�中⼼�院)

07/01 治病先驗基因�基因檢測和�⼦檢測 陳淑貞技�⻑(⾏動基因)

(五) 基因檢測在�傳性癌症的應⽤ 林怡��經理(�健⽣技)

 �準�療�癌症�檢早期發現診斷和治療 曾�⽟�⼠(上準���)

 回��討論 林�⽟�授(陽明交⼤�學�)

 �準�療 產���⽣兒 鍾尹禎�⼠(�源⽣技)

07/08 ��基因檢測  �⽣兒⽤�基因檢測
陳冠志執⾏�事, 劉��副�經理
(世基⽣�)

(五) 法布瑞⽒症治療�研�(�同步預�課�) ⽜�明主�(��兒童�學部)

 �位健�  AI健�� 楊智��授(陽明交⼤⽣�所)

 回��討論 林�⽟�授(陽明交⼤�學�)

 �病之�準�療 陳���師(���院) 

 Gene therapy and individualized therapy ����授(台⼤⼩兒部)

07/15 �準�療  �相 劉君豪�經理(�爾思⽣物科技)

(五)
 

結合真實世界健����⼈⼯智�預測�群健�狀

�
陳�恭�師/院⻑(台�市⽴關渡�院)

 回��討論 林�⽟�授(陽明交⼤�學�)

LINE�詢｜http://lin.ee/CsrjL49（或��帳�@493rwdcr）



陽明交⼤�學� /�準�療跨�域⼈才培�課�
�⽣物相為基礎的�準�療

課���
本課���校���師和�界專家講授�⽣物⽣物�制�並�臨床��

研��⽣物和⼈�的�病和治療的應⽤�

招⽣對� 碩��⼠⽣�研�⼈員��界相關⼈⼠�

上課�間

111年【08/05(星期五)、08/12(星期五)】
兩⽇實�課��為08:50−18:10�中午不供�
*��疫�影響�則會改成線上課�����注意�站�告

上課�點 國⽴陽明交�⼤學��站�告為準

課��站
https://reurl.cc/nzNWYD ��站(�學�者由�預先報�)
https:// �學�者�註冊會員�報�繳費

學�收費
�學�者�陽明交⼤免費/�校���校��課加�(1,100元/1學�)
�學�者��由本校推���中⼼�⾴報�繳費(4,100元/1學�)

�註
課�結��經評成績合格者�給予學�證書�

學��免依各學校單位�免辦法⾃⾏申��

⽇期 講題 �師��

 Bacteria: introduction & applications ����授(陽明交�⼤學�免所)

08/05 Analysis of microbial growth and metabolism ����授(陽明交�⼤學�免所)

(五) Anaerobic bacterial cultivation
�信志�授/主�
(⻑庚�技�/�⽣物相研�中⼼)

 Fungi, identification and mycobiota
R. Kirschner�授
(臺灣⼤學�林環境��源學�)

 回��討論 ����授(陽明交�⼤學�免所)

 ���植�治療  (Fecal Microbiota Transplantation) ��汌�師(����院�����科)

08/12 Human microbiota and diseases ����授/所⻑(陽明交�⼤學⽣�所)

(五) 益⽣�衍⽣產品�介�功�性���性測試

�⽂城�⼠

(台�檢驗科技���限�司�事⻑�
陽明交�⼤學產�講座)

 益⽣�產品之⽣產�製��⾏�
陳勁初�⼠/�經理
(��王⽣技���限�司)

 回��討論 ����授(陽明交�⼤學�免所)

LINE�詢｜http://lin.ee/CsrjL49（或��帳�@493rwdcr）



陽明交⼤�學� /�準�療跨�域⼈才培�課�
細�治療�法規

課���
本課���臨床端��界執⾏端之專家�講授細��基因�治療�

�物發展�實�試驗��物�理�上市�測����析�

招⽣對� 碩��⼠⽣�研�⼈員��界相關⼈⼠�

上課�間

111年【07/22(星期五)、07/29(星期五)】
兩⽇實�課��為08:50−18:10�中午不供�
*��疫�影響�則會改成線上課�����注意�站�告

上課�點 國⽴陽明交�⼤學��站�告為準

課��站
https://reurl.cc/nzNWYD ��站(�學�者由�預先報�)
https:// �學�者�註冊會員�報�繳費

學�收費
�學�者�陽明交⼤免費/�校���校��課加�(1,100元/1學�)
�學�者��由本校推���中⼼�⾴報�繳費(4,100元/1學�)

�註
課�結��經評成績合格者�給予學�證書�

學��免依各學校單位�免辦法⾃⾏申��

⽇期 講題 �師��

 基礎細�治療理論和初代細�培�
呂隆昇助理�授

(��⽣�材��組織⼯�研�所)

07/22 Development and translational considerations
of stem cell therapy(�⽂授課)

徐浩�⼠(沛爾⽣�)

(五) 細�治療�再⽣�學之現況�國�趨� 林世嘉執⾏⻑(台灣�界�盟)

 CAR-T therapeutic in Hospitals 張裕享�師(台成細�治療中⼼)

 回��討論 林�⽟�授(陽明交⼤�學�)

 ��法�LDTS�冊 �嘉�經理(陽明交⼤基因�)

07/29 幹細�治療�應⽤ 洪�珮�經理(向�⽣�)

(五) CAR-T therapeutic in Taiwan ��旻�⼠/�⻑(台灣��)

 再⽣�療法規�Exosome⾯⾯� 洪⽂怡�⼠(��署)

 回��討論 林�⽟�授(陽明交⼤�學�)

LINE�詢｜http://lin.ee/CsrjL49（或��帳�@493rwdcr）



陽明交⼤�學� /�準�療跨�域⼈才培�課�
�器學���度學�基礎

課���
本課�主�建⽴學員的 AI的基本和應⽤�⼒��銜�AI��品研發
課��

招⽣對� 碩��⼠⽣�研�⼈員��界相關⼈⼠�

上課�間

本課�為�同步預�課����同學�⾃⾏於111年7⽉1⽇⾄8⽉28
⽇之間��課��站�看課�影��

本課�回��討論�間為111年08/29(⼀)  10:00-12:00 線上同步討論

上課�點 國⽴陽明交�⼤學��站�告為準

課��站
https://reurl.cc/nzNWYD ��站(�學�者由�預先報�)
https:// �學�者�註冊會員�報�繳費

學�收費
�學�者�陽明交⼤免費/�校���校��課加�(1,100元/1學�)
�學�者��由本校推���中⼼�⾴報�繳費(4,100元/1學�)

�註
課�結��經評成績合格者�給予學�證書�

學��免依各學校單位�免辦法⾃⾏申��

講題 �師��

Introduction to Machine Learning 巫坤品�授(陽明交�⼤學⽣�所)

Machine Learning Fundamentals: Linear Algebra (I) 王�超副�授(陽明交�⼤學⽣�所)

Machine Learning Fundamentals: Linear Algebra (II) 王�超副�授(陽明交�⼤學⽣�所)

Machine Learning Fundamentals: Dimension Reduction 王�超副�授(陽明交�⼤學⽣�所)

Linear Regression 林��副�授(陽明交�⼤學⽣�所)

Logistic Regression 林��副�授(陽明交�⼤學⽣�所)

Support Vector Machine 林��副�授(陽明交�⼤學⽣�所)

Feature Engineering 林��副�授(陽明交�⼤學⽣�所)

Artificial Neural Network (I) 巫坤品�授(陽明交�⼤學⽣�所)

Artificial Neural Network (II) 巫坤品�授(陽明交�⼤學⽣�所)

LINE�詢｜http://lin.ee/CsrjL49（或��帳�@493rwdcr）

⽇期 講題 �師��

08/29(⼀) 回��討論(上午10:00-12:00) 巫坤品�授(陽明交�⼤學⽣�所)



陽明交⼤�學� /�準�療跨�域⼈才培�課�
國�⾏�學

課���

本課���國���廠和�材�售專家講授�關產品(�品��材)⾏
�的理論�應⽤�包括�售⽬��定位�品�定位佈局�並�組討論

相關���

招⽣對� 碩��⼠⽣�研�⼈員��界相關⼈⼠�

上課�間

111年【08/19(星期五)、08/26(星期五)】
兩⽇實�課��為08:50−18:10�中午不供�
*��疫�影響�則會改成線上課�����注意�站�告

上課�點 國⽴陽明交�⼤學��站�告為準

課��站
https://reurl.cc/nzNWYD ��站(�學�者由�預先報�)
https:// �學�者�註冊會員�報�繳費

學�收費
�學�者�陽明交⼤免費/�校���校��課加�(1,100元/1學�)
�學�者��由本校推���中⼼�⾴報�繳費(4,100元/1學�)

�註
課�結��經評成績合格者�給予學�證書�

學��免依各學校單位�免辦法⾃⾏申��

⽇期 講題 �師��

 國�⾏�學-I �紀成�授(陽明交⼤�理科學�)

08/19 國�⾏�學-II �紀成�授(陽明交⼤�理科學�)

(五) 由⽣�政�看國�⾏�
劉祖惠主�

(⾏政院科技會報辦�室⽣衛��組)

 �材國�⾏� 陳⾄揚協理 (德淵企�)

 回��討論 林�⽟�授(陽明交⼤�學�)

 ��/⽣物製劑 林佳黎�⻑ (��)

08/26 CDMO/⽣物相�� 張志���⻑(台�)

(五) 學��/原��/�健
陳�仁�事⻑(⽣展)
(�製��會理事⻑/現��健��品
�會理事⻑)

 臺灣健�產�之國�⾏��略 錢�良�授(台⼤�學院)

 回��討論 林�⽟�授(陽明交⼤�學�)

LINE�詢｜http://lin.ee/CsrjL49（或��帳�@493rwdcr）



陽明交⼤�學� /�準�療跨�域⼈才培�課�
�準�學核⼼�⼒實作-I

課���
本課��合專�課��開設實作課���利學員�⼿�驗��證講

授課�知識�並為�來步��場之實�製�預作準��

招⽣對� 碩��⼠⽣�研�⼈員��界相關⼈⼠�

上課�間

111年【07/18(星期⼀)、07/19(星期⼆)、08/09(星期⼆)、08/10(星期三)】
四⽇實�實作課��為08:00−18:00�中午不供�
*��疫�影響�則會改成線上課�����注意�站�告

上課�點 國⽴陽明交�⼤學��站�告為準

課��站
https://reurl.cc/nzNWYD ��站(�學�者由�預先報�)
https:// �學�者�註冊會員�報�繳費

學�收費
�學�者�陽明交⼤免費/�校���校��課加�(1,100元/1學�)
�學�者��由本校推���中⼼�⾴報�繳費(4,100元/1學�)

�註
課�結��經評成績合格者�給予學�證書�

學��免依各學校單位�免辦法⾃⾏申��

⽇期 講題 �師��

07/18  ⽣物��庫�作-1   ⽣物�學��庫��
陳建鋒 副研�員
(陽明交⼤基因�中⼼)

(⼀)  ⽣物��庫�作-1   ⽣物�學��庫��
陳建鋒 副研�員
(陽明交⼤基因�中⼼)

07/19  ⽣物��庫�作-2   癌症�學��庫��
陳建鋒 副研�員
(陽明交⼤基因�中⼼)

(⼆)  ⽣物��庫�作-2   癌症�學��庫��
陳建鋒 副研�員
(陽明交⼤基因�中⼼)

08/09  �準��相�析  細�培� (I) ����授(陽明交⼤�免所)

(⼆)  �準��相�析  細�培� (II) ����授(陽明交⼤�免所)

08/10
 �便��相�析
 ���便樣品��理�DNA���PCR

����授(陽明交⼤�免所)

(三)  ⼈���相試驗  �⽣物相���析 ����授(陽明交⼤�免所)

LINE�詢｜http://lin.ee/CsrjL49（或��帳�@493rwdc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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師�陣容堅強��來報�「�準�療跨�域⼈才培�課�」�

LINE�詢｜http://lin.ee/CsrjL49（或��帳�@493rwdcr）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