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13 年高中生物醫學營招生簡章 

 
一、 培育目的： 

2012 年本校榮登 QS世界大學醫學領域排名前百大殊榮，各學系大學指考排名皆為私立醫學

校院第一名，對於培育更優秀醫療學子負有責任與使命。教育由紮根開始，為鼓勵優秀高中學生

進入大學前，加強其生物醫學專業知能及研究思考能力，將來成為傑出醫學領域之大學生，特甄

選對生物醫學有強烈性興趣及潛力之高中一、二年級學生，於暑假期間參與生物營研習，結合分

子生物學、解剖組織學、生理學、醫學影像等領域及完整的實驗教學及操作，培養學生生物醫學

實驗能力，體會研究態度及精神，規劃為期五天的免費醫學營，通過培訓者由本校出具結業證書，

有助於高中生申請國內外大學入學優勢。 

二、 活動日期：共計五天四夜，研習營期間需全程參與。 

第一梯次：102年 7月 22日（週一）至 7月 26日（週五） 

第二梯次：102年 8月 16日（週五）至 8月 20日（週二） 

三、 活動地點：臺北醫學大學校區為主（住宿本校學生宿舍）。 

四、 主辦單位：臺北醫學大學教務處 

協辦單位：臺北醫學大學醫學院、進修推廣處、學生事務處、楓杏醫學青年服務團 

五、 培育對象及人數： 

針對本國高中一、二年級學生，每所高中推薦五名自然科學表現優異的學生，本校以書面審查方

式，擇優甄選一百六十名（舉辦兩梯次，每梯次八十人）。 

為鼓勵經濟弱勢學生參與，低、中低收入戶、急難救助學生繳寄之書面審查資料另予加分，經審

核錄取且全程參與本次營隊活動者，補助來回車資。 

六、 報名方式及日期： 

一律採網路報名(網路填表，並以限時掛號郵寄報名相關資料)，報名期間為 102/5/7上午 9時起，

報名系統 24小時開放，唯 5/17截至下午 6時止。於 102/5/17前檢附書審資料(郵戳為憑)，郵寄

至「110 台北市信義區吳興街 250號 臺北醫學大學教務處招生組收」，(信封註明：高中生物醫學

營甄選資料)。 

七、 甄選方式：一律採書面審查，請備齊下列資料(依順序放置，請勿裝訂成冊) 

1. 生物醫學營甄選報名表(網路報名，並列印出甄選報名表，黏貼大頭照，並請家長於下方親自

簽名)。 

2. 高中歷年成績單(高一生請檢附 101 學年度上學期成績單、高二生請檢附 100 學年度上下學期

及 101學年度上學期成績單) 。 

3. 學校推薦函一封(附件一)。 

4. 高中老師推薦函一封(彌封後請老師簽名、推薦函格式不拘)。 

5. 自傳 600字(附件二)。 

6. 其他有利審查資料(如：學生幹部／社會服務／社團參與／獲獎優良事蹟等)。 

八、 重要時程提醒： 

重要日期 內容 

5/7上午九點～5/17下午六點 網路報名及繳交書面審查資料(郵戳為憑) 

5/29～6/4 書面審查 

6/7 網路公告錄取名單、到營通知單及轉帳帳號 

6/7～6/11 繳交保證金 (6/11 截止，未繳者視同放棄) 

6/19 備取生遞補截止日 

第一梯次 7/22～7/26、第二梯次 8/16～8/20 生物醫學營活動期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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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 師資陣容： 

除本校生物醫學領域教授外，更邀請中央研究院院士授課，師資陣容強大。 

十、 醫學營內容： 

針對醫學營學生設計完整的教學活動如下： 

基礎科目：課堂講習結合分子生物學、解剖組織學、生物學、生理學及基因組學等領域。 

專題演講：以簡單有趣的方式，介紹新的生物醫學議題。如：分子的世界、再生醫學材料、生

殖醫學、癌症幹細胞、醫學影像等。 

實驗操作：培養學生實驗操作及觀察的能力。如：質體 DNA製備、電泳、大腸桿菌培養、細

胞轉型、膠體染色、肺功能實驗、心臟功能實驗等。 

大體解剖：認識大體老師及大體解剖實驗。 

助教輔導：提供學習助教 TA輔導制度，解決學生個別學習問題。 

專題研究：提供數個議題，學生自選主題，完成一份專題研究報告，擇優選出最佳研究，予以

獎勵。 

團康活動：每日課程結束後安排各類輕鬆有趣又豐富的團康活動。 

十一、 活動費用： 

本營隊每人費用約為 NT$10,000(含：講師費、助教費、講義、實驗材料、餐費、住宿費、營

服、活動費等)，由高中學校推薦，經本校甄選錄取之學生全額免費。但為使學生珍惜活動資

源，本營隊需收取保證金 NT$3,000，活動期間全程參與者於醫學營結束後退還保證金，否則

依出席比例退還。低、中低收入戶（須檢附鄉鎮市區公所級以上之政府低、中低收入戶證明，

不接受村、里級證明）及家庭突遭變故或急難學生（由學校出具證明即可）提出證明者，免繳

保證金。 

十二、 補助交通費用： 

1. 為鼓勵經濟弱勢學生參與活動，若為低、中低收入戶（須檢附鄉鎮市區公所級以上之政府低、

中低收入戶證明，不接受村、里級證明）及家庭突遭變故或急難學生（由學校出具證明），

全程參與活動者，得補助來回交通費用。 

2. 補助之大眾運輸工具車資：可補助捷運、台鐵(自強號)、客運或高鐵。 

3. 需檢附乘車之車票核銷，活動結束後一週內請填寫附件三表格，連同「來回車票」寄回本校，

補助費用再由本校匯款至學生帳戶中。逾期未將車票寄回或未提供身分證明資料者，恕不

予補助。 

十三、 注意事項： 

1. 醫學營期間全程參與，並繳交專題報告者，由本校發給「生物醫學營結業證書」。 

2. 一律採網路報名並郵寄相關資料，報名書審資料裝入 B4 信封中，於 5/17(五)前以限時掛號

方式寄出，郵戳為憑，逾時不予受理，資料不全者恕不受理報名，報名時所繳的任何表件

及資料，無論錄取與否一律不予退還。 

3. 所有書面資料切勿裝訂成冊，請依序整齊放置並以迴紋針或長尾夾夾妥即可。 

4. 醫學營錄取名單、匯款帳號及到營通知於 6/7(五)網路公告，錄取學生請於 6/11(二)前繳交保

證金，逾期未繳費者視同放棄，得由備取生遞補。 

5. 因課程包含小組報告，歡迎學員自備筆電。 

6. 個人資料保護法相關說明與運用詳見附件四。 

7. 活動資訊查詢 http://w2.tmu.edu.tw/enrollment/ 或電洽 02-27361661轉 21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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樣 張 

臺北醫學大學 2013 年高中生物醫學營報名表(範例) 
 

姓名  身分證字號  

照片浮貼一張 
背面需寫姓名、就讀高中 

就讀高中 

請填寫高中校名全銜 

高中代碼          ／ 

                  高中 

（    ）年級 

身分 
（2-5項需檢
附證明文件） 

1.□一般生 

2.□低收入戶 

3.□中低收入戶 

4.□家庭突遭變故 

5.□急難家庭子女 

照片實貼一張 

出生 
年月日 

西元       年   月   日 本國生 □是      □否 

聯絡電話 
（日）： 

（夜）： 
e-mail  

飲食習慣 ○葷 ○素 血型  性別 □男      □女 

緊急連絡人 姓 名  關係  手  機  

保險受益人 姓 名  關係  手  機  

通訊地址 郵遞區號□□□ 

   市  市鎮     村   鄰 

   縣  區鄉    里   路(街)  段  巷   弄  號 樓 

特殊疾病                            請務必詳實填寫，以利緊急醫療處理 

曾參加的營隊        T恤尺寸 
□2L 

□M 

□XL 

□S 

□L 
□XS 

選擇參加梯次 

每人限參加一梯次，若您選擇單一梯次，當該梯次額滿則無法更換至另一梯次。 

□第一梯次：102年 7月 22日（週一）至 7月 26日（週五） 

□第二梯次：102年 8月 16日（週五）至 8月 20日（週二） 

□兩梯次皆可：兩梯次時段皆可配合，由本校安排。 

參加動機 
(請簡要敘述， 

100字為上限) 

 

本活動資訊來源（可複選）： 

□高中輔導室  □師長推薦  □報紙  □雜誌  □科學人網站  □海報  □親友推薦 

□臺北醫學大學網頁  □以前參加過本活動的人推薦  □其他                      

家長同意簽章 

茲同意子弟           參加臺北醫學大學辦理之高中生物醫學營， 

研習期間願遵守團體紀律，如因不守規定而發生意外事件，願自行負責。 

家長                    簽章 

中華民國 102年    月    日 



臺北醫學大學 2013 年高中生物醫學營 

學校推薦函 
 

 

茲推薦本校  年級             同學參加臺北醫學大學高中生物醫學營，並保

證學生會全程參與貴校活動。若本校學生參與活動期間有重大違規情形，或未全程

參與，將影響未來本校推薦學生之錄取情形。 

 

 

推薦學生甄選方式： 

□ 學校舉辦甄選活動評比： 

（報名甄選人數     名，經評比後推薦    名，該學生為第__ _名） 

□ 師長推薦 

□ 學生自我推薦 

□ 其他：                                 

 

 

 

 

 

推薦人簽名：校長        

學校名稱： 

加蓋關防： 

（小關防） 

 

 

             

                                    中華民國 102年    月    日 

附件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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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自傳 (600字為限，可電腦打字) 

 

附件二 



臺北醫學大學 2013 年高中生物醫學營 

交通費補助申請表 

姓名  
身分證
字號 

 

參加梯次 
□第一梯次：102年 7月 22日（週一）至 7月 26日（週五） 

□第二梯次：102年 8月 16日（週五）至 8月 20日（週二） 

身分 

□低收入戶 

□中低收入戶 

□家庭突遭變故 

□急難家庭子女 

申請補
助金額 

                 元 

（依據您寄回的車票金額補助，

最高可補助高鐵費用） 

就讀高中 

請填寫高中校名全銜 

高中所在縣市           ／ 

                   高中 

 

年級 

 

 車種 
□捷運  □台鐵 

□客運  □高鐵 

聯絡電話 （日）：                      （夜）： 

戶籍地址 

（區、里、鄰， 

務必填寫） 

   市  市鎮     村   鄰 

   縣  區鄉    里   路(街)  段  巷   弄  號  樓 

匯款金融機構 

（限本人） 

            銀行              分行 

            郵局              支局          

重要提醒 

1.需繳交上列填寫的金融行庫或郵局之存摺封面影本一份，以利核對憑辦。

（影本中之姓名、行庫名稱、帳號等均需清晰） 

2.來回車票請一併附上，請於參加活動後一週內寄回本校（110台北市信義

區吳興街 250號，臺北醫學大學教務處招生組收），不需黏貼。逾期或

單據不齊者，不予補助。 

存摺影本粘貼處，請浮貼 

本人存摺影本 

（影本中之姓名、行庫名稱、帳號等均需清晰） 

若本人無存摺，請檢附家長存摺並附上相關關係證明 

(如戶籍謄本影本、身分證影本) 

附件三 



臺北醫學大學 2013 年高中生物醫學營 

個人資料保護法相關說明與運用 

依據「個人資料保護法」(以下簡稱個資法)第8條及第9條規定所為以下「個人資料蒐集、處

理及利用告知事項」。 

一、機構名稱：臺北醫學大學 

二、個人資料蒐集之目的： 

基於辦理本校營隊相關之活動、提供相關資料、證明使用之資(通)訊服務，資(通)訊與資

料庫管理、教育研究及統計研究分析、學(員)生資料管理、學術研究及完成本營隊活動必

要工作或經學(員)生同意之目的。 

三、個人資料之蒐集方式： 

透過學(員)生網路報名或書面遞交而取得學(員)生個人資料。 

四、個人資料之類別： 

本校所蒐集之學(員)生個人資料作為活動處理所需之基本資料包含： 

識別個人者、個人描述、家庭其他成員之細節、學校紀錄、資格或紀錄、等個人資料類

別，內容包括姓名、國民身分證、生日、相片、性別、教育資料、緊急聯絡人、住址、

電子郵遞地址、聯絡資訊、轉帳帳戶、中低收入戶或低收入戶證明等。 

五、個人資料處理及利用： 

(一) 個人資料利用之期間： 

除法令或中央事業主管單位另有規定資料保存期限外，以上開蒐集目的完成所需之

期間為利用期間。 

(二) 個人資料利用之地區： 

台灣地區(包括澎湖、金門及馬祖等地區)或經學生授權處理、利用之地區。 

(三) 個人資料利用之對象： 

本校及教育部或其他中央事業主管單位，詳細名單名稱或如有新增，將於本校網站

（http://www.tmu.edu.tw/）公告。 

(四) 個人資料利用之方式： 

本校之活動作業與相關資訊之發送通知，提供進行活動相關聯繫、及研究、統計使

用。 

六、學生如未提供真實且正確完整之個人資料，將導致無法進行活動報名、緊急事件無法聯

繫等等，影響學生活動及後續服務之權益。 

七、學生得依個資法規定查詢或請求閱覽；請求製給複製本；請求補充或更正；請求停止蒐

集、處理或利用；請求刪除。學生得以書面方式與本校聯絡，行使上述之權利。 

八、學生確認提供之個人資料，均為真實且正確；如有不實或需變更者，學生將立即檢附相

關證明文件送交本校辦理更正。 

九、本校得依法令規定或主管機關或司法機關依法所為之要求，將個人資料或相關資料提供

予相關主管機關或司法機關。 

附件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