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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8學年度第一次教務會議紀錄 
一、時間：108 年 9 月 18 日（星期三）中午 12 時 10 分 

二、地點：管理大樓七樓工商管理學系大會議室 

三、主席：歐陽品教務長 

四、出（列）席人員：如後附簽到表                         紀錄：楊仁志 

五、報告事項： 

（一）教務會議出席情形說明 

本校教務會議負責宣達、審議教務規章辦法及教務相關業務。經統計 107

學年度教務會議（共召開 4 次）出席率偏低者，計有顱顏口腔醫學研究

所出席 1 次，臨床醫學研究所出席 1 次、呼吸治療學系出席 2 次。各教

學單位委員如因故無法出席時，應指定人員代理，以確保教師教學及學

生學習權益。 

（二）教學助理職務內容說明 

日前教務處接獲老師反應，該系將多數教學助理人力留用於系（所）辦

公室，未符教學助理設置目的。本校「教學助教（理）任用及評核作業

要點」第三點略以，教學助理係指在學生協助教師進行教學活動，負責

分組討論、分組實驗或實習、課業諮詢服務、批改作業或語文練習之助

理；除協助課程教學工作外，不得要求教學助理從事與教學無關之事務，

亦不可代教師授課。請各系（所）留意規定並配合辦理。 

（三）本校 108 學年度學生申請雙主修、輔系名額及條件說明如下： 

   1、雙主修辦法第二條規定申請資格條件： 

     前兩學期各學期學業平均成績在 75 分以上，或前兩學期學業成績總

平均名次在同系同級學生數前百分之十以內（各學系另有規定者，從

其規定）。 

     前兩學期各學期操行成績在 80 分以上。 

   2、輔系辦法第二條規定申請資格條件，由各學系訂定，經教務會議通過

後公告之。 

   3、接受雙主修之系別、名額、及申請資格，詳如附件一，P.1~P.2。 

   4、接受輔系之系別、名額、及申請資格，詳如附件二，P.3。 

   畢業時審核規定： 

   1、雙主修：加修學系與原系必修科目性質不同者達二分之一以上，應修

滿加修學系全部必修科目取得雙主修資格。加修學系之必修科目與主

學系必修科目內容相同者，經加修學系主任同意，得免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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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輔系：輔系學分應在主修學系規定最低畢業學分以外加修之；輔系課

程均視為該生選修科目且不得與主學系課程相同。輔系之專業（門）

科目學分如有缺修或不及格時，不得請求以主系之專業（門）必修科

目兼充之。若因此而學分數不足者，得由輔系指定替代科目以補足所

差學分，並檢具書面報告送教務處備查。 

   3、請各系依以上原則辦理。 

（四）成績繳交及更正事項說明： 

   1、成績繳交：教師配合學校規定，應於期限內繳交所有成績，以維護學

生權益。 

107 學年度第二學期遲交名單 

學院 系所 年級 課程 教師 

醫學院 顱顏口腔所 
1 

臨床齒顎矯正學(2) 
劉人文

臨床齒顎矯正學(4) 

2 顱顏口腔生物學 陳昱瑞

管理學院 企業所博士班 2 輔具之產品創新設計策略與計畫 蔡采璇

107 學年度第一學期遲交名單 

學院 系所 年級 課程 教師 

醫學院 
顱顏口腔所 1 臨床齒顎矯正學(1) 劉人文

顱顏口腔所 3 臨床齒顎矯正學(3) 劉人文

管理學院 商管專業學院 1 企業實習 郭珍利

   2、更改成績： 

     成績經任課教師上傳後，系統即不得更改，計算及登錄成績務請慎

重；如確因教師之失誤必須補、更正成績時，授課教師或課程負責人

應以書面說明，於二週內檢附資料及時辦理，以免影響學生畢業、成

績排名等事宜。 

     107 學年度第二學期成績更正案共計 22 件，詳如附件三，P.4，編號

19 至 22 案為逾期申請案。 

（五）自 108 學年度第一學期起，正式啟用「學分學程管理系統」，「申請修讀

／放棄跨院系學分學程」，改採電子傳簽方式辦理。 

（六）為確保課程授課品質，課程負責教師邀請其他教師協助授課，須優先邀

請本校專兼任教師授課。若需邀請未具有教師資格之教師協助教學，需

檢附學經歷（簡歷）連同薪級核定表，呈教務長核准，再安排參與授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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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108 學年度第一學期計有 188 筆課程未完成「教學大綱」、「課程屬性」、

及「教學進度」填報作業（統計至 108 年 8 月 31 日），影響學生選課作

業。未繳交課程占本學期應繳交課程的 12.34%，各院缺交率及各單位缺

交課程數，詳如附件四，P.5。 

（八）本學期課程經上學期期末預選後，截至開學前（統計至 108 年 9 月 2 日）

共有 128 筆課程異動，占全校課程 6.96％，其中新增（或加開）課程 20

筆、停開課程 4 筆、課名異動 2 筆、授課語言異動 1 筆，其餘為授課教

師、時間異動，詳如附件五，P.6~P.10。 

學期別 
105 

（上） 

105 

（下）

106 

（上）

106 

（下）

107 

（上）

107 

（下） 

108 

（上） 

異動率 2.19% 2.23% 6.04% 1.14% 3.20% 3.86% 6.96% 

（九）請各位主管持續宣導本校推行講授性課程進行平時學習評量，以瞭解學

生學習成效與預警。106 學年度第二學期（3 次以上）執行率約 74.41%，

107 學年度第二學期執行率為 70.29%。仍須請各系繼續配合執行，詳如

附件六，P.11。 

（十）本校學則第四十七條第一項第一款略以，畢業年級相當於國內高級中等

學校二年級之國外或香港澳門地區同級同類學校畢業生，以同等學力入

學後，應在規定之修業期限內增加其應修之畢業學分數至少十二學分。 

107 學年度醫放系有 1 位學生以此管道入學（中五學制學生），依上述規

定，於 108 年 4 月 25 日醫學院課程委員會提案通過加修 12 學分之指定

科目為，普通生物學(1)(2)-基礎班（共 4 學分）、普通生物學實驗(1)(2)

（共 2 學分）、校內其他各系課程（含通識課）（共 6 學分）。提本次

教務會議追認。 

（十一）108 學年度第一學期線上「教學意見調查」特殊課程不施測申請時間至

108 年 10 月 15 日截止，經提出不施測申請者，則該課程不會有線上「教

學意見調查」結果。惟為落實全校課程全面評鑑，於提出不施測申請

時，系所應經過課程委員會同意，並說明該課程替代性評鑑方式（可

採用教學資源中心提供之課程評量問卷或自行設計評量表），並於學

期第 19 週前，將各課程評鑑結果彙整檢討後的會議紀錄送交教學資源

中心存查。 

預計自本學年起，教學意見調查結果填答率未達 20%之課程將統計結

果，唯其結果在各類別排名時不列入統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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六、討論事項： 

（一）案由：107 學年度第二學期成績更改案，請討論。（提案單位：註冊組） 

說明：本次成績更改案計 4 門課程，提出成績更改者，詳如附件七(略)。 

決議：照案通過。 

（二）案由：檢具「長庚大學醫學系醫師科學家(MD-PhD)修業辦法」修正條文

對照表，詳如附件八，P.12~P.13，請討論。（提案單位：醫學系） 

說明：依 108 年 5 月 23 日醫學院院務會議決議辦理。 

決議：1、照案通過。 

2、請醫學系另行研擬配套措施，以提升學生就讀意願。 

（三）案由：修正本校「增設調整院系所學位學程及招生名額審查作業辦法」

第二條，請討論。（提案單位：招生組） 

說明：1、因應近年增設調整院系所學位學程及招生名額案之審查內容多

與教務處註冊、課務、研教及招生業務相關，修正本組織成員。

免除總務長及圖書館館長為審查小組成員，增加教務處註冊組

組長、課務組組長、研教組組長、招生組組長為審查小組成員。 

2、為使本辦法組織成員明確，擬將副校長均納入本辦法組織成

員，修正召集人由校長指定之。 

3、修正條文對照表，詳如附件九，P.14。 

4、本修正案經教務會議通過，陳請校長核定後公告實施。 

決議：照案通過。 

（四）案由：檢具「長庚大學教學助教（理）任用及評核作業要點」修正條文

對照表，詳如附件十，P.15，請討論。（提案單位：研教組） 

說明：1、依 108 年 6 月 6 日 108 學年度教學助理助學金審核會議決議辦

理。 

2、新增教學助理任用規定，大學部教學助理以任用四年制學士班

四年級學生，研究生教學助理以任用三年級（含）以下碩士生，

或任用五年級（含）以下博士生為原則。 

決議：照案通過。 

（五）案由：檢具「長庚大學碩、博士學位考試實施辦法」修正條文對照表，

詳如附件十一，P.16~P.20，請討論。（提案單位：研教組） 

說明：配合學位授予法修正相關條文。 

決議：照案通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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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六）案由：檢具「長庚大學學生修讀學分學程辦法」修正條文對照表，詳如

附件十二，P.21，請討論。（提案單位：課務組） 

說明：1、自 108 學年度第一學期起，「申請修讀學程」已改由透過線上

核簽之電子表單。 

2、為因應暑期學程與日後推行的微學程，簡化申請之規定。 

決議：照案通過。 

（七）案由：檢具「長庚大學創意微電影競賽辦法」修正條文對照表，詳如附

件十三，P.22~P.25，請討論。（提案單位：教學資源中心） 

說明：依 108 年 8 月 20 日 108 學年度第一次創意微電影甄選委員會會議

決議辦理。 

決議：照案通過。 

七、臨時動議：無。 

八、散會：13 時 35 分。 

 



附件一 

108 學年度接受雙主修之系別、名額及申請資格 

系別 名額 
申請資格 

學業成績 先修科目 附註 

護理系 2名 

1.歷年學業總平均 75分以上，且各

科目全部及格 

2.前兩學期各學期操性成績在 80分

以上 

解剖學、解剖學

實驗、護理學導

論 

護理系審查通過 

(含推薦函) 

醫學生物技術暨檢

驗系 
1名 

歷年總成績名次為同系級前百分之

三十(含) 

普通生物 4學分 

普通化學 4學分 

申請超過核定名額時，須

經本系審查通過 

醫學影像暨放射科

學系 

1名 

1.歷年學業成績總平均名次在同系

同級學生數前百分之五以內 

2.歷年各學期操行成績在八十分以

上 

無 

 

經醫學影像暨放射系審

查通過 

109年度先修科目改為: 

1. 普通物理學(1)(2)共 4學分 

2. 普通生物學(1)(2)共 4學分 

物理治療系 1名 

1.前一學年學業成績總平均名次在同系同

級學生數前百分之五以內 

2.先修科目，單科成績均達 85 分(含)以上 

3.前一學年每學期均需修習 16 學分(含)以

上 

解剖學 

解剖學實驗 

生理學 

生理學實驗 

肌動學 

經物理治療系審查通過 

職能治療系 1名 

1.前一學年學業成績總平均名次在同系同 

級學生數前百分之十以內 

2.先修科目每科學期總成績均達 85分(含)

以上 

3.前一學年每學期均要修習 16 學分(含)以

上 

實地解剖學 

實地解剖學實驗 

生理學 

生理學實驗 

肌動學與生物力學 

經職能治療系審查通過 

呼吸治療系 1名 前學年度學業總平均成績七十五分以上  經呼吸治療系審查通過 

生物醫學系 2名 
學業平均成績七十分以上 普通物理學 

普通化學 

經生醫系審查通過 

電機工程系通訊組 2名 依學校雙主修辦法第二條規定 無 經電機系審查通過 

電機工程系系統組 2名 依學校雙主修辦法第二條規定 無 經電機系審查通過 

機械工程系 5名 依學校雙主修辦法第二條規定 無 經機械系審查通過 

化工與材料工程系 5名 

1.前兩學期各學期平均學業成績在七十五

分以上或前兩學期學業成績總平均名次

在同系同級學生數前百分之十內 

2.前兩學期各學期操行成績在八十分以上 

無 經化材系審查通過 

電子工程系 ３名 

依本校雙主修辦法第二條規定 

1.前兩學期各學期平均學業成績在七十五

分以上或前兩學期學業成績總平均名次

在同系同級學生數前百分之十內 

2.前兩學期各學期操行成績在八十分以上 

無 經電子系審查通過 

資訊工程系 5名 依學校雙主修辦法第二條規定 無 經資工系審查通過 

醫務管理學系 5名 依學校雙主修辦法第二條規定 無 經醫管系審查通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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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一 

108 學年度接受雙主修之系別、名額及申請資格 

 

系別 名額 
申請資格 

學業成績 先修科目 附註 

工商管理系 不限 

1.前兩學期各學期平均學業成績在七十五

分以上或前兩學期學業成績總平均名次

在同系同級學生數前百分之五十內 

2.前兩學期各學期操行成績在八十分以上 

無 經工商系審查通過 

工業設計系 
109年預計招收 10人，學業成績為前學年學業成績 70分以上，先修科目無，附註為

經工業設計系甄試（含面試、術科考試）通過 

資訊管理系 不限 

前學期學業平均在七十五分以上或學

期平均成績在同系同級學生數前百分

之四十內 

無 無 

國際健康管理學士

學位學程 
不限 

前學年度學業總平均成績七十分以

上 

無 經國際健康管理學士學

位學程審查通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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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二 

108 學年度接受輔系之系別、名額及申請資格 

系別 名額 
申請資格 

學業成績 先修科目 附註 

護理系 5名 
原主修學系各科目於申請輔

系前全部及格 

解剖學、生理學、

藥理學、微生物免

疫學、病態生理學

皆須修畢。 

護理系審查通過 

醫學影像暨放射科學系 1名 
歷年學業成績總平均七十五

分以上 
無 醫放系審查通過 

生物醫學系 不限 
前學年度學業成績平均七十

分以上 

普通化學 

普通物理學 
生物醫學系審查通過 

電機工程系通訊組 3名 依學校輔系辦法規定 無 經電機系審查通過 

電機工程系系統組 3名 依學校輔系辦法規定 無 經電機系審查通過 

機械工程系 5名 
歷年學業總平均成績七十分

以上 
無 經機械系審查通過 

化工與材料工程系 5名 
歷年學業總平均成績七十分

（含）以上 
無 經化材系審查通過 

電子工程系 3名 
歷年學業總平均成績七十五

分以上 
無 經電子系審查通過 

資訊工程系 5名 
前學年度學業成績平均七十

五以上 
無 經資工系審查通過 

醫務管理系 不限 
前學年度學業平均成績七十

五分以上 
無 經醫管系審查通過 

工商管理系 不限 
前學年度總名次為同系級前

百分之五十（含） 
無 經工商系審查通過 

工業設計系 10名 前學年學業成績七十分以上 無 
經工業設計系甄試（含

面試、術科考試）通過 

資訊管理系 不限 

前學期學業平均在七十五分以

上或學期平均成績在同系同級

學生數前百分之五十內 

無 無 

國際健康管理學士學位

學程 
不限 

前學年度學業總平均成績七

十分以上 
無 

經國際健康管理學士學

位學程審查通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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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三 

107學年度第 2學期更改成績一覽表 

項次 科目名稱 開課教師單位 授課教師 更改人數 
更改不及格 

狀態人數 

教師提出更

改日期 

1 胸腔醫學特論 呼吸治療學系 林蕙鈴 1 0 108/6/14 

2 全民國防教育-國防科技 化材系 4年級 朱展龍 1 1 108/6/17 

3 全民國防教育-全民國防 醫務管理 1年級 吳文宏 1 0 108/6/24 

4 管理專題研討 工商管理學系 詹錦宏 1 0 108/6/28 

5 資料處理與應用 工商管理學系 施大偉 1 0 108/7/01 

6 歌劇與歌劇院 通識中心 洪于淳 1 0 108/7/01 

7 生物化學 護理學系 林光輝 95 0 108/7/01 

8 專題討論(二) 生物醫學系 楊淑元 1 0 108/7/01 

9 臨床技巧與溝通 醫學院 謝明儒 3 0 108/7/01 

10 電路學(1) 電子工程學系 張宗文 1 1 108/7/02 

11 微生物及免疫學實驗 醫學系 陳怡原 55 0 108/7/02 

12 企業實習 商管專業學院 郭珍利 1 0 108/7/05 

13 組織行為 工商管理學系 黃正雄 2 0 108/7/05 

14 輻射劑量學 醫放系 趙自強 1 0 108/7/08 

15 程式設計 電子工程學系 李仲益 1 1 108/7/09 

16 半導體雷射 電子所 蔡家龍 1 0 108/7/09 

17 物理學(含實驗) 醫學系 潘國貴 76 1 108/7/09 

18 基礎英文(B) 資管系 麥哲恩 1 0 108/7/11 

19 畢業專題實作(一) 資管系 張文珍 2 0 108/7/15 

20 網路攻防技術與應用 資管系 毛敬豪 6 0 108/7/16 

21 醫學電子導論 電機通訊組 詹曉龍 1 0 108/7/22 

22 神經內科實習 醫學系 羅榮昇 1 0 108/7/31 

 小計   254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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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9/18

學院 開課單位名稱
未繳交進度

科目數
小計

醫學系 4

中醫系 1

生醫系 1

醫放系 3

臨醫所 1

生醫所 2

顱顏所 1

機械系 1

電子系 6

資工系 1

醫管系 1

工設系 3

企管所 1

商管學院 1

通識中心 通識中心 4 4

108-1  未繳交進度表課程統計

醫學院

工學院

管理學院

統計

13

8

6

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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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五 

異動 

原因 
單位 

代號 
單位名稱 年 

必/

選 

學 

分 

科目 

代號 

開課 

序號 
中文名稱/說明 

授課 

教師 

上課 

時間 
備註 

新增 2E10 醫工所博班 1 必 1 BID005 34512 科技英文寫作(1) 劉峻華  四/5-8 一上 

新增 2E10 醫工所博班 1 必 1 BID006   科技英文寫作(2)     一下 

新增 1200 護理系 4 選 2 NS4097 35067 急重症護理學 張瑀玲 一/5-7   

新增 1240 學士後護理系 3 選 2 NS4097 35068 急重症護理學 張瑀玲 一/5-7   

新增 2000 工學院 1 選 3 EC0119 34127 基礎生物醫學工程概論(1) 蔡曉雯 四/2-4 一上 

新增 2000 工學院 1 選 3 EC0120   基礎生物醫學工程概論(2)     一下 

新增 3920 
商管專業學院碩士

學程 
1 選 3 SBM051 35064 企業實務競技 郭珍利 

一/9-11 

二/9-11 

前九週，一

上，原「企

業實習競技

(2)」更名 

新增 3B00 國際健管學士學程 2 必 2 BH0001 34568 基礎資料結構與演算法 李季青 一/10-11   

新增 3B00 國際健管學士學程 2 必 3 BH0005 37927 統計學(1) 張文珍 一/6-8   

新增 3B00 國際健管學士學程 2 必 3 BH0002 38490 資訊科技與健康照護 張禾坤 五/5-7 英語授課 

新增 3B00 國際健管學士學程 2 必 3 BH0003 38493 醫藥物流供應鏈 李文義 三/2-4 英語授課 

新增 3B00 國際健管學士學程 2 必 3 BH0004 38494 健康產業專案管理 陳威志 四/5-7 英語授課 

新增 3B00 國際健管學士學程 2 選 3 BH2001 38491 資料科學與 R 語言 曾意儒 二/6-8 英語授課 

新增 3B00 國際健管學士學程 2 選 3 BH2002 38492 資料科學與 Python 語言 呂仁園 三/6-8   

新增 3B00 國際健管學士學程 2 選 1 BJ2003 38495 國際學者講座(1) 張恆瑜 二/10 英語授課 

新增 392C 商管碩在職經管組 1 選 2 SBM673  作業與決策優化管理   一下 

新增 392C 商管碩在職經管組 1 選 2 SBM674  金融科技與投資   一下 

新增 392C 商管碩在職經管組 2 選 2 SBM675  全面品質與風險管理   二上 

加開 1Q20 健照碩士學程 1 選 2 HIM103 35065 健康照護產業資訊管理 張禾坤 三/5-6   

加開 162A 中醫系天藥碩 2 必 1 NPM134 38498 天然藥物專題討論 陳金銓 五/3-4 英語授課 

停開 1200 護理系 4 選 2 NS4098 34568 創傷急症護理 張瑀玲 一/5-7   

停開 1240 學士後護理系 3 選 2 NS4098 34512 創傷急症護理 張瑀玲 一/5-7   

停開 5000 通識中心 2 選 2 GD0089 34027 思辨與選擇 潘玉愛 二/5-7 教師離職 

停開 5000 通識中心 2 選 2 GD0089 34055 思辨與選擇 潘玉愛 三/2-4 教師離職 

異動語言 3220 工商系碩士班 1 選 3 BAM236 37461 運籌管理 宮大川 一/6-8 
改為英文授

課 

更名 392C 商管碩在職經管組 1 選 2 SBM672  
人力資源管理之人工智慧

趨勢 
  

一下，原名

「人力資源

管理」 

更名 3920 
商管專業學院碩士

學程 
1 必 3 SBM050   企業實務專題研討     

一下，原名

「企業實習

競技(1)」 

異動教師 210B 電機系系統組 3 選 3 EE3130 38450 控制工程 李征衛 
三/6-6 

五/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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異動 

原因 
單位 

代號 
單位名稱 年 

必/

選 

學 

分 

科目 

代號 

開課 

序號 
中文名稱/說明 

授課 

教師 

上課 

時間 
備註 

異動教師 210B 電機系系統組 3 必 1 EE3008 38446 實務專題(一) 林韋丞 0-0   

異動教師 210B 電機系系統組 4 選 1 EE418A 38457 專題研究(一) 林韋丞 0-0   

異動教師 210B 電機系系統組 4 必 2 EE4460 38459 校外實習 李征衛 0-0   

異動教師 3220 工商系碩士班 1 必 3 BAM133 37456 應用統計 溫秀英 二/6-8   

異動教師 1410 物治系博士班 1 必 1 RSD001 37659 專題討論(1) 鄭智修 四/5-6   

異動教師 1410 物治系博士班 2 必 1 RSD201 37667 專題討論(3) 鄭智修 四/5-6   

異動教師 1410 物治系博士班 1 選 1 RSD119 37666 獨立研究(1) 鄭智修 0-0   

異動教師 1410 物治系博士班 2 選 1 RSD221 37668 獨立研究(3) 鄭智修 0-0   

異動教師 1100 醫學系 4 必 1 MD4007 34688 藥理學實驗 陳景宗 四/5-7 A 組 

異動教師 1100 醫學系 4 必 1 MD4007 34695 藥理學實驗 陳景宗 五/5-7 B 組 

異動教師 392A 商管碩在職醫管組 1 選 2 SBM243 36755 組織衝突管理與談判 薛迪忠 0-0   

異動教師 1N10 生醫所博士班 1 選 2 BMD241 37081 訊號傳遞 吳宗圃 四/5-6   

異動教師 1100 醫學系 4 必 5 MD4031 34692 病理學 陳澤卿 

一/1-2 

三/1 

四/1-2 

  

異動教師 1100 醫學系 4 必 2 MD4032 34693 病理學實驗 陳澤卿 
三/2-4、

四/3-4 
  

異動教師 1100 醫學系 6 必 1 MD6050 34729 解剖病理科實習 陳澤卿 0-0   

異動教師 1600 中醫系 4 必 5 TM4031 34085 病理學 陳澤卿 

一/1-2 

三/1 

四/1-2 

  

異動教師 1600 中醫系 4 必 2 TM4032 34086 病理學實驗 陳澤卿 
三/2-4 

四/3-4 
  

異動教師 1600 中醫系 6 必 1 TM6050 35042 解剖病理科實習 陳澤卿 0-0   

異動教師 1300 生技系 4 選 1 MT3082 34446 病理切片技術 吳仁欽 二/7   

異動教師 1400 物治系 3 選 2 PT3015 35439 病理學 陳澤卿 二/3-4   

異動教師 1500 職治系 3 必 2 OT3013 34398 病理學 陳澤卿 二/3-4   

異動教師 3500 資管系 2 必 0 SP2003 37752 體育大二(1) 詹智能 一/3-4   

異動教師 3300 工設系 2 必 0 SP2003 34873 體育大二(1) 莊國上 一/3-4   

異動教師 2D00 資工系 2 必 0 SP2003 35001 體育大二(1) 莊國上 一/5-6   

異動教師 1900 醫放系 2 必 0 SP2003 34601 體育大二(1) 鄭景文 一/7-8   

異動教師 2700 電子系 1 必 0 SP2003 34953 體育大一(1) 洪佳宏 二/5-6   

異動教師 3100 醫管系 2 必 0 SP2003 34899 體育大二(1) 洪佳宏 二/7-8   

異動教師 3500 資管系 1 必 0 SP2003 35638 體育大一(1) 洪佳宏 五/3-4   

異動教師 1200 護理系 2 必 0 SP2003 34541 體育大二(1) 洪佳宏 五/5-6   

異動教師 2D00 資工系 2 必 0 SP2003 35001 體育大二(1) 葉芓伶 一/5-6   

異動教師 1400 物治系 2 必 0 SP2003 35284 體育大二(1) 莊國上 三/7-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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異動 

原因 
單位 

代號 
單位名稱 年 

必/

選 

學 

分 

科目 

代號 

開課 

序號 
中文名稱/說明 

授課 

教師 

上課 

時間 
備註 

異動教師 1R20 生物科技產碩學程 1 必 1 BTM003 35128 書報討論 賴銘志 二/7-8   

異動教師 1R20 生物科技產碩學程 2 必 1 BTM003 35147 書報討論 賴銘志 二/7-8   

異動教師 1R20 生物科技產碩學程 2 必 4 BTM109 35149 生技產業實習 邱全芊 0-0 暑期上課 

異動教師 1R10 生物科技產博學程 1 必 1 BTD002 34751 產業研發實務 邱全芊 二/9   

異動教師 1R10 生物科技產博學程 2 必 1 BTD002 34769 產業研發實務 邱全芊 二/9   

異動教師 1R20 生物科技產碩學程 1 必 1 BTD002 35122 產業研發實務 邱全芊 二/9   

異動教師 1R20 生物科技產碩學程 2 必 1 BTD002 35146 產業研發實務 邱全芊 二/9   

異動教師 1300 生技系 4 必 1 MT4311 34455 生技學研究實驗(2) 張中明 四/5-8   

異動教師 1R10 生物科技產博學程 1 選 3 BTD107 34759 高等免疫學 郭敏玲 四/2-4   

異動教師 1600 中醫系 4 必 1 TM4030 34084 社區醫學 陳進明 二/5-7 單週 

異動教師 1600 中醫系 5 必 2 TM6104 35037 中醫兒科學 陳俊良 0-0   

異動教師 1600 中醫系 7 必 4 TM8009 38489 中醫兒科學實習 陳俊良 0-0   

異動教師 1600 中醫系 8 必 4 TM8009 35062 中醫兒科學實習 陳俊良 0-0   

異動教師 1500 職治系 1 必 2 OT113A 34373 普通生物學(1) 梅雅俊 四/7-8   

異動教師 1500 職治系 1 必 1 OT114A 34374 普通生物學實驗(1) 梅雅俊 二/5-7   

異動教師 2D00 資工系 3 必 0 IT3026 35010 軟硬體專題(1) 李季青 0-0   

異動教師 2200 機械系 3 必 1 ME3050 35817 材料實驗 劉士榮 五/5-6   

異動教師 1800 生醫系 3 必 2 LS3003 35088 專題研究(1) 譚賢明 0-0   

異動教師 1800 生醫系 4 選 2 LS4137 35109 企業實習 許勝傑 0-0   

異動教師 2700 電子系 3 必 1 EN4304 34975 電子電路實驗(3) 陳元賀 二/7-9   

異動教師 2121 電機碩在職 1 選 3 EEM141 36881 模擬程式設計 詹曉龍 六/2-4   

異動教師 2300 化材系 3 必 1 CE306B 35691 專題研究(1) 許瑞祺 0-0   

異動教師 2300 化材系 4 選 1 CE3252 35695 專題研究(3) 許瑞祺 0-0   

異動教師 2300 化材系 4 選 0 CE4059 35700 學士論文 許瑞祺 0-0   

異動教師 2320 化材系碩士班 1 必 1 CEM009 34209 專題研究(1) 許瑞祺 0-0   

異動教師 3500 資管系 1 必 3 IM1203 35627 計算機概論 許建隆 二/2-4 甲 

異動教師 3500 資管系 1 必 3 IM1203 35651 計算機概論 林維昭 三/2-4 乙 

異動教師 5000 通識中心 2 選 2 GH0017 34034 人生哲學 邱獻儀 二/3-4   

異動教師 1100 醫學系 5 必 4 MD5069 34712 外科學實習 葉大森 0-0   

異動教師 1600 中醫系 5 必 4 TM5069 35025 外科學實習 葉大森 0-0   

異動教師 1100 醫學系 6 必 8 MD6047 34726 外科實習 葉大森 0-0   

異動教師 1600 中醫系 6 必 8 TM6047 35039 外科實習 葉大森 0-0   

異動教師 1100 醫學系 6 必 2 MD6062 34741 核子醫學科實習 何恭之 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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異動 

原因 
單位 

代號 
單位名稱 年 

必/

選 

學 

分 

科目 

代號 

開課 

序號 
中文名稱/說明 

授課 

教師 

上課 

時間 
備註 

異動教師 1600 中醫系 6 必 2 TM6062 35054 核子醫學科實習 何恭之 0-0   

異動教師 1100 醫學系 5 必 2.5 MD5066 34710 婦產科學 盧佳序 0-0   

異動教師 1600 中醫系 5 必 2.5 TM5066 35023 婦產科學 盧佳序 0-0   

異動教師 1100 醫學系 5 必 2 MD5070 34713 婦產科學實習 盧佳序 0-0   

異動教師 1600 中醫系 5 必 2 TM5070 35026 婦產科學實習 盧佳序 0-0   

異動教師 1100 醫學系 6 必 4 MD6048 34727 婦產科實習 盧佳序 0-0   

異動教師 1600 中醫系 6 必 4 TM6048 35040 婦產科實習 盧佳序 0-0   

異動教師 1100 醫學系 6 必 2 MD6054 34733 急診醫學科實習 王豐林 0-0   

異動教師 1600 中醫系 6 必 2 TM6054 35046 急診醫學科實習 王豐林 0-0   

異動教師 1240 學士後護理系 1 必 1 NS2037 34492 基本護理學實驗 鍾詩琦 一/1-4   

異動教師 2H20 奈米碩士學程 1 選 3 NDM015 38342 類比積體電路設計 陳始明 一/2-4   

異動教師/

時間 
1R10 生物科技產博學程 1 選 1 BTD003 34752 生技產業新知論壇 邱全芊 二/5-7   

異動教師/

時間 
1R20 生物科技產碩學程 1 選 1 BTD003 35123 生技產業新知論壇 邱全芊 二/5-7   

異動教師/

時間 
1800 生醫系 4 必 2 LS4105 35101 分子醫學 陳嘉祥 三/1-2 甲 

異動教師/

時間 
1800 生醫系 4 必 2 LS4105 35115 分子醫學 陳嘉祥 三/1-2 乙 

異動時間 2710 電子系博士班 1 選 3 ENM060 36838 積體電路專論 楊家銘  三/5-7   

異動時間 2720 電子系碩士班 1 選 3 ENM060 36844 積體電路專論 楊家銘  三/5-7   

異動時間 1200 護理系 4 選 2 NS4107 34569 兒童與青少年健康議題 連心瑜 一/5-8   

異動時間 1240 學士後護理系 3 選 2 NS4107 34513 兒童與青少年健康議題 連心瑜 一/5-8   

異動時間 1800 生醫系 3 選 2 BTM104 35069 生技產業導論 賴銘志 四/1-2   

異動時間 1800 生醫系 1 必 1 LS1004 34839 普通化學實驗 陳敬勳 四/2-4   

異動時間 1800 生醫系 4 選 2 LS4130 35105 高等微生物學 郁兆蘭 四/3-4   

異動時間 152B 職治碩班職治組 1 選 2 BSM309 34345 國際職能治療專論 黃湘涵 二/1-2   

異動時間 1U20 顱顏所碩士班 1 選 3 CMD026 34244 分子生物學 蘇中慧 五/9-11   

異動時間 2A20 光電所碩班 1 必 3 OEM101 36500 光電工程概論 游智仁 二/5-7   

異動時間 2120 電機系碩班 1 選 3 EEM069 38463 隨機過程 黎明富 
一/9 

四/5-6 
  

異動時間 1L1N 臨研博中醫組 1 選 3 CMM301 33996 醫學教育理論基礎 唐婉如 一/2-4   

異動時間 162B 中醫系傳醫碩班 1 選 3 CMM301 33939 醫學教育理論基礎 唐婉如 一/2-4   

異動時間 1300 生技系 4 必 1 MT4311 34455 生計學研究實驗(2) 張中明 四/5-8   

異動時間 1R20 生物科技產碩學程 1 選 1 MTM127 35134 
應用於人類疾病研究之最

新生物技術 
趙崇義 一/5-6 雙週 

異動時間 3300 工設系 2 選 3 ID2012 34859 動態圖像 鄭興宗 二/2-4   

異動時間 1210 護理系博士班 1 選 2 NSM070 34064 安寧照護 唐婉如 三/7-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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異動 

原因 
單位 

代號 
單位名稱 年 

必/

選 

學 

分 

科目 

代號 

開課 

序號 
中文名稱/說明 

授課 

教師 

上課 

時間 
備註 

異動時間 1240 學士後護理系 1 選 2 NSM070 34514 安寧照護 唐婉如 三/7-8   

異動時間 2H20 奈米碩士學程 1 必 3 NDM006 38341 品質工程 陳始明 五/2-4   

異動時間 1L2Q 臨研碩臨資組 1 必 3 CMM605 33985 統計學 溫有汶 三/2-4   

異動時間 1L2Q 臨研碩臨資組 1 必 3 CMM607 33987 流行病學概論 劉碧華 四/6-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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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六 

單位別 

大學部 

106學年度第二學期 107學年度第二學期 

列入小考 

課程數 

舉行小考 

科目數 
舉行率 

列入小考 

課程數 

舉行小考 

科目數 
舉行率 

1100 醫學系 46 25 54.35% 44 24 54.55% 

1200 護理學系 36 31 86.11% 33 26 78.79% 

1240 學士後護理 14 11 78.57% 17 11 64.71% 

1300 生技系 20 16 80.00% 21 15 71.43% 

1400 物理治療學系 33 17 51.52% 37 13 35.14% 

1500 職能治療學系 26 15 57.69% 28 16 57.14% 

1600 中醫學系 41 14 34.15% 42 17 40.48% 

1700 呼吸治療學系 20 14 70.00% 21 13 61.90% 

1800 生物醫學系 63 49 77.78% 55 38 69.09% 

1900 醫放系 23 14 60.87% 23 16 69.57% 

醫學院 322 206 63.98% 321 189 58.88% 

2100 電機工程學系 

(通訊組/系統組) 
41 32 78.05% 38 28 73.68% 

2200 機械工程學系 18 14 77.78% 17 12 70.59% 

2300 化工與材料工程系 22 18 81.82% 19 14 73.68% 

2700 電子工程學系 36 30 83.33% 29 22 75.86% 

2D00 資訊工程學系 21 13 61.90% 20 12 60.00% 

工學院 138 107 77.54% 123 88 71.54% 

3100 醫務管理學系 20 16 80.00% 21 13 61.90% 

3200 工商管理學系 23 15 65.22% 23 18 78.26% 

3300 工業設計學系 44 41 93.18% 39 30 76.92% 

3500 資訊管理學系 35 29 82.86% 37 33 89.19% 

管理學院 122 101 82.79% 120 94 78.33% 

07B0 軍訓教學組 3 2 66.67% 3 2 66.67% 

5000 通識中心-教師 181 154 85.08% 160 138 86.25% 

合計 766 570 74.41% 727 511 70.29% 

說明：1.課程資料扣除非講述性課程，如實驗實習體育等課程，及未開課成功課程。 

      2.醫學、中醫系五年級以上課程不計。 

      3.底色為執行率<70%之單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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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八 

「長庚大學醫學系醫師科學家(MD-PhD)修業辦法」修正條文對照表 

修正條文 現行條文 說明 

長庚大學醫學系醫師科學家

培育計畫 

長庚大學醫學系醫師科學家

(MD-PhD)修業辦法 

修正條文名稱，

以符合實際計畫

執行需求 

一、宗旨 

本系為培育醫師科學家，鼓

勵具基礎醫學或其他科學研

究興趣與潛力之醫學生，於

修業期間同時研習基礎醫學

或其他科學，提供學生彈性

多面相的學習進修管道，特

訂定此辦法。 

一、宗旨 

本系為培育醫師科學家，鼓

勵具基礎醫學研究興趣與潛

力之醫學生，於修業期間同

時研習基礎醫學，提供學生

彈性多面相的學習進修管

道，特訂定此辦法。 

新增其他科學 

三、合作之研究所  

本校三學院所有研究所 

三、合作之研究所  

本校生物醫學研究所 

合作之研究所擴

及至本校三學院 

五、申請參加本培育計畫程

序醫學系大一至大五之學生

皆可向醫學系申請，經甄選

錄取後得進入本培育計畫。

本培育計畫學生名冊於每學

期由醫學系繳交至教務處。 

五、申請參加本培育計畫程

序醫學系大一至大四之學生

皆可向醫學系申請，經甄選

錄取後得進入本培育計畫。

本培育計畫學生名冊於每學

期由醫學系繳交至教務處。 

申請資格延長至

大五之學生 

七、培育計畫時程 

(一)第一階段:醫學生於第一

年至第四年，研讀醫學系本

系課程。期間應修習本系「生

命科學研究」至少 1學分，並

得進入指導教授實驗室，參

與研究實習。 

(二)第二階段:醫學生四 

年級結業，修畢 128學分後， 

七、培育計畫時程 

(一)第一階段:醫學生於第一

年至第四年，研讀醫學系本

系課程。期間應修習本培育

計畫基本課程 2 學分，並得

進入指導教授實驗室，參與

研究實習。 

(二)第二階段:醫學生四年級

結業，修畢 128學分後，考入

一、第一階段修

訂為修習本

系「生命科

學研究」至

少 1學分 

二、第二階段修

訂為考入本

校研究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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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正條文 現行條文 說明 

考入本校研究所。 

以下略 

 

本校生物醫學研究所。 

以下略 

八、培育計劃課程 

(一)第一階段：除醫學系本 

系課程外。需修習本系「生命

科學研究」至少 1學分。 

(二)第二階段：課程則依據修

業研究所相關規定，修習必

要的課程及學分。 

八、培育計劃課程 

(一)第一階段:除醫學系本系

課程外。需修習「醫師科學家

研究概論」2學分，及其他經

指導教授本培育計畫負責人

認可之選修課程。 

(二)第二階段:課程則依據生

物醫學研究所要求，修習必

要的課程及學分。 

一、第一階段:培

育計畫課程

修訂為本系

本系「生命

科學研究」

至少 1學

分。 

二、第二階段:修

訂為修業研

究所。 

九、甄選方式與時間 

甄選方式與時間由本系

研擬另訂實施要點，原

則上於每年三月份前完

成。 

九、甄選方式與時間 

甄選方式與時間由本系

與生醫所研擬另訂實施

要點，原則上於每年三

月份前完成。 

刪除生醫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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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九 

長庚大學增設調整院系所學位學程及招生名額審查作業辦法 

修正條文對照表 

修正規定 現行規定 說明 

第二條 組織 

一、茲依據前條設置審查

小組，該審查小組為

諮議性質，由副校

長、主任秘書、教務

長、學務長、研發長、

技合長、各學院院

長、教務處註冊組組

長、課務組組長、研

教組組長、招生組組

長組成之，召集人由

校長指定。召集人因

故無法出席時，由召

集人指定其他成員代

理之。 

二、審查小組之行政業

務，由教務處負責之。 

三、審查小組開會時，得

邀請相關人員列席參

加。 

第二條 組織 

一、茲依據前條設置審查小

組，該審查小組為諮議

性質，由副校長、主任

秘書、教務長、學務

長、總務長、研發長、

技合長、各學院院長及

圖書館館長組成之，教

務長為召集人。召集人

因故無法出席時，由教

務長指定其他成員代

理之。 

二、審查小組之行政業務，

由教務處負責之。 

三、審查小組開會時，得邀

請相關人員列席參加。 

一、因應增設調整院系所

學位學程及招生名額

案之審查內容多與教

務處註冊、課務、研

教及招生業務相關，

修正本組織成員。 

二、修正召集人由校長指

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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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十 

「長庚大學教學助教（理）任用及評核作業要點」修正條文對照表 

修正條文 現行條文 說明 

三、資格 每學年由各所組成 TA

評核委員會，於第一

學期開學前，依自訂

評核甄選作業要點，

以滿足 TA 需求為考

量。大學部教學助理

以任用四年制學士班

四年級學生，研究生

教學助理以任用三年

級（含）以下碩士生，

或任用五年級（含）

以下博士生為原則。 

符合資格學生名單，

經送教務處核備後，

由各所於「校務資訊

TA 作業系統」建檔，

提供查詢及管制。 

三、資格 每學年由各所組成 TA

評核委員會，於第一

學期開學前，依自訂

評核甄選作業要點，

以滿足 TA 需求為考

量。依各年級評核，

原則上排名前 40%

者，具備擔任 TA 資

格，另按評核成績分

為 A、B 兩類，但兩

類比率得依實際需要

由教務處每年微調。 

A 類：評核成績排名

前 50%。 

B 類：評核成績排名

50%以後。 

符合資格學生名單，

經送教務處核備後，

由各所於「校務資訊

TA 作業系統」建檔，

提供查詢及管制。 

研究生已擔任 TA，原

則上不再擔任研究助

教（RA），已擔任 RA

的研究生，原則上不

再申請擔任 TA。 

TA 如同時擔任 RA

者，教學助教申請書

需核簽至院長。 

一、新增各學制
教 學 助 理
任用規定。 

二、放寬原分配
比例，及 TA

同 時 擔 任
RA 規定，
相 關 作 業
皆 依 各 系
所 自 訂 評
核 甄 選 作
業 要 點 辦
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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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十一 

「長庚大學碩、博士學位考試實施辦法」修正條文對照表 

修正條文 現行條文 說明 

第三條  研究生申請碩士或博士

學位考試，應依下列規定

辦理： 

一、申請期限： 

第一學期自校曆上開學

日起，至十二月卅一日

止；第二學期自校 曆上

開學日起，至五月卅一日

止。 

二、申請時，應填具申請

書，並檢齊下列各項

文件： 

（一）歷年成績表一份。 

（二）論文摘要一份。 

藝術類、應用科技類或體

育運動類之碩、博士班學

生，其論文得以作品、成

就證明連同書面報告或

以技術報告代替；各該類

科之認定基準，由各該系

（所）提請教務會議通過

後實施。 

碩士班屬專業實務者，其

學生碩士論文得以專業

實務報告代替；專業實務

之認定基準，由各該系

（所）提請教務會議通過

後實施。 

學生之作品、成就證明連

第三條  研究生申請碩士或博士

學位考試，應依下列規定

辦理： 

一、申請期限： 

第一學期自校曆上開學

日起，至十二月卅一日

止；第二學期自校 曆上

開學日起，至五月卅一日

止。 

二、申請時，應填具申請

書，並檢齊下列各項

文件： 

（一）歷年成績表一份。 

（二）論文摘要一份。 

藝術類或應用科技類研

究所碩士班研究生，其論

文得以創作、展演連同書

面報告或以技術報告代

替。 

是否屬藝術類，應用科技

類研究所，應由各該研究

所提報教務會議認定。 

三、經指導教授及所屬研

究所所長同意後報請學

校核備。 

一、依據學位

授予法修

正。 

二、增列碩士

班學生論

文屬專業

實務者，

由系（所）

提出經教

務會議討

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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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正條文 現行條文 說明 

同書面報告、技術報告或

專業實務報告，代替碩、

博士論文之認定範圍、資

料形式、內容項目及其他

相關事項之準則，另依教

育部相關規定辦理。 

第四條  碩士或博士學位考試委

員會，應依下列規定組織

之： 

一、碩士學位考試委員以

三人為原則（含校外

委員），博士學位考

試委員以五人為原

則（含校外委員），

若有二位指導教授

共同指導，碩士學位

考試委員以四人為

原則，博士學位考試

委員以六人為原

則，其中校外委員名

額由各所訂定。考試

委員由校長依據各

所推薦名單遴聘，並

由所長指定一人為

召集人，指導教授為

當然委員但不得擔

任召集人。 

二、碩士學位考試委員，

應修讀碩士學位學

生之研究領域有專

門研究外，並具有下

列資格之一： 

第四條  碩士或博士學位考試委

員會，應依下列規定組織

之： 

一、碩士學位考試委員以

三人為原則（含校外

委員），博士學位考

試委員以五人為原

則（含校外委員），

若有二位指導教授

共同指導，碩士學位

考試委員以四人為

原則，博士學位考試

委員以六人為原

則，其中校外委員名

額由各所訂定。考試

委員由校長依據各

所推薦名單遴聘，並

由所長指定一人為

召集人，指導教授為

當然委員但不得擔

任召集人。 

二、碩士學位考試委員，

除對碩士班研究生

所提論文學科、創

作、展演或技術報告

有專門研究外，並應

一、增列助理

教授及中

研院助研

究員為碩

士學位考

試委員；

副教授、

中研院副

研究員為

博士學位

考 試 委

員。 

二、文字修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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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正條文 現行條文 說明 

（一）現任或曾任教授、

副教授、助理教

授。 

（二）中央研究院院士、

現任或曾任中央

研究院研究員、副

研究員者、助研究

員。 

（三）獲有博士學位，且

在學術上著有成

就者。 

（四）研究領域屬於稀少

性、特殊性或屬專

業實務，且在學術

或專業上著有成

就者。 

前款第三目、第四目資格

之認定基準，由各系（所）

務會議訂定之。 

三、博士學位考試委員，

應對博士學位候選

人之研究領域有專

門研究外，並具有下

列資格之一： 

（一）現任或曾任教授、

副教授。 

（二）中央研究院院士、

或現任或曾任中

央 研 究 院 研 究

員、副研究員。 

（三）獲有博士學位，且

在學術上著有成

具備左列資格之一： 

（一）具教授或副教授資

格者。 

（二）擔任中央研究院院

士或現（曾）任中

央 研 究 院 研 究

員、副研究員者。 

（三）獲有博士學位，在

學術上著有成就

者。 

（四）屬於稀少性或特殊

性學科，在學術或

專業上著有成就

者。 

前款第三目至第五目提

聘資格認定標準，由各系

（所）務會議訂定之。 

三、博士學位考試委員，

除對博士學位候選

人所提論文學科有

專門研究外，並應具

備左列資格之一： 

（一）具教授資格者。 

（二）擔任中央研究院院

士或現（曾）任中

央研究院研究員

者。 

（三）曾任副教授或擔任

中央研究院副研

究員，在學術上著

有成就者。 

（四）獲有博士學位，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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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正條文 現行條文 說明 

就者。 

（四）研究領域屬於稀少

性、特殊性學科或

屬專業實務，且在

學術或專業上著

有成就者。 

前款第三目、第四目資格

之認定基準，由各系（所）

務會議訂定之。 

四、本校兼任教師得為校

外委員。 

學術上著有成就

者。 

（五）屬於稀少性或特殊

性學科，在學術或

專業上著有成就

者。 

前款第三目至第五目提

聘資格認定標準，由各系

（所）務會議訂定之。 

四、本校兼任教師得為校

外委員。 

 

第十二條  已授予之學位，有下列

情事之一者，應予撤

銷，並公告註銷其已頒

給之學位證書；有違反

其他法令規定者，並依

相關法令規定處理： 

一、入學資格或修業情 

形有不實或舞弊

情事。 

二、論文、作品、成就證

明、書面報告、技術

報告或專業實務報

告有造假、變造、抄

襲、由他人代寫或其

他舞弊情事。 

依前項規定撤銷學位

後，應通知當事人繳還該

學位證書，並將撤銷及註

銷事項，通知其他專科學

校、大學及相關機關

第十條  已取得碩、博士學位者，

如發現論文、創作或技術

報告有抄襲或舞弊情

事，經調查屬實，應予以

撤銷及退學；其有違反其

他法令者，並應依相關法

令處理。依前項撤銷學

位，並公告註銷其已發之

學位證書後，應通知當事

人繳還該學位證書，並將

撤銷與註銷事項，通知其

他大專校院及相關機關

（構）。 

一、增列入學

資格或修

業情形有

不實或舞

弊情事及

論文、作

品、成就

證明、書

面報告、

技術報告

或專業實

務報告有

造假、變

造 、 抄

襲、由他

人代寫或

其他舞弊

情事等應

予撤銷學

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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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正條文 現行條文 說明 

（構）。 二、經撤銷學

位，需將

所頒證書

繳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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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十二 

「長庚大學學生修讀學分學程辦法」修正條文對照表 

修正後條文 現行條文 說明 

第四條  學生自修業第二學期

起，於當學期公告日

期之申請期限內，得

申請修讀學分學程。 

第四條  學生自修業第二

學期起至修業年

限最後一學年第

一學期止（不包

括延長修業年

限），得申請修

讀學分學程。 

為提升學程申請

率，放寬申請年限。 

第五條   學生申請修讀跨院

(系)學分學程，須於

開始修習當學期提

出申請，經原修讀

學系及擬修讀學分

學程召集人核准

後，送教務處課務

組備查。 

第五條  學生申請修讀跨

院 (系 )學分學

程，須於開始修

習當學期提出申

請，申請學生需

填寫「修讀學程

登記表」並附在

學歷年成績單，

經原修讀學系及

擬修讀學分學程

單位主管核准

後，送教務處課

務組備查。 

一、自 108 學年度

第一學期起，

「申請修讀學

程」已改由透

過線上核簽之

電子表單。 

二、因應暑期學程

與日後推行之

微學程，簡化

申請之規定附

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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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十三 

「長庚大學創意微電影競賽辦法」修正條文對照表 

修正條文 現行條文 說明 

第三條 徵件原則 

一、影片主題：以校園生活、

學習點滴及校園與學系

特色為主題進行發揮，可

以自訂創作影片標題。 

二、投稿組別分為「劇情

類」、「非劇情類」兩組，

請參賽者評估作品性質

投稿。 

三、作品完成後，以系所、

班級、社團或個人為單

位，於規定截止收件日前

將報名表(附表 1)及授權

書(附表 2)、作品完整版、

作品精華版（15 秒-1 分

鐘）一併繳交至甄選委員

會。 

第三條 徵件原則 

一、影片主題：以校園生活、

學習點滴及校園與學系

特色為主題進行發揮，可

以自訂創作影片標題。 

二、作品完成後，以系所、班

級、社團或個人為單位，

於規定截止收件日前將

報名表(附表 1)及授權書

(附表 2)、光碟作品一併

繳交至甄選委員會。 

未來參賽的組

別在繳交作品

時，需依微電影

競賽辦法規定

之格式，另繳交

15 秒至 1 分鐘

的精華短片，作

為頒獎典禮剪

輯之素材。 

第四條 評選及獎勵 

一、評選方式：採不計件數，

分為兩階段評選。 

初選：由教務長召開甄選委員

會，籌辦初選。 

1.劇情類評分標準為創意性

50%、認識長庚大學 30%、

攝影製作技術性 20%；非

劇情類評分標準為創意

第四條 評選及獎勵 

一、評選方式：採不計件數，

分為兩階段評選。 

初選：由教務長召開甄選委員

會，籌辦初選。 

1.評分標準分別為創意性

50%、認識長庚 30%、攝

影製作技術性 20%。 

2.最高上限選出20件作品進

入複選。 

複選：通過初選之作品，由複

經委員討論調

整評分標準、獎

項與獎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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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正條文 現行條文 說明 

性 50%、認識長庚大學

30%、攝影製作技術性

20%。 

 

2.最高上限選出20件作品進

入複選。 

複選：通過初選之作品，由複

選委員會於每年 5 月 30

日前評選出優勝作品。 

1.劇情類評分標準為創意性

50%、認識長庚大學 30%、

攝影製作技術性 20%；非

劇情類評分標準分別為

創意性 50%、認識長庚大

學 30%、攝影製作技術性

20%。 

2.由1名校內教師為召集人，

與 2位影像傳播業界之專

業人士或相關科系之教

師一同評分，遴選出各組

特優、優等、甲等及佳作

若干名，並針對作品給予

講評。入選作品公告於學

校首頁，以茲鼓勵；唯作

品品質欠佳時，獎項得從

缺。 

二、獎項規劃 

選委員會於每年 5 月 30

日前評選出優勝作品。 

1.評分標準分別為創意性

50%、認識長庚 30%、攝

影製作技術性 20%。 

2.由1名校內教師為召集人，

與 2 位影像傳播業界之

專業人士或相關科系之

教師一同評分，遴選出各

組特優、優等、甲等及佳

作若干名，並針對作品給

予講評。入選作品公告於

學校首頁，以茲鼓勵；唯

作品品質欠佳時，獎項得

從缺。 

 

二、獎項規劃 

特優獎壹名，獎金 20,000元，

獎狀一幀，獎座一座。 

 

優等獎貳名，獎金 12,000元，

獎狀一幀，獎座一座。 

 

甲等獎參名，獎金 8,000元，

獎狀一幀。 

 

佳作獎伍名，獎金 4,000元，

獎狀一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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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正條文 現行條文 說明 

劇情類： 

特優獎壹名，獎金 20,000元，

獎狀一幀，獎座一座。 

優等獎貳名，獎金 10,000元，

獎狀一幀，獎座一座。 

甲等獎參名，獎金 5,000元，

獎狀一幀。 

佳作獎伍名，獎金 4,000元，

獎狀一幀。 

非劇情類： 

特優獎壹名，獎金 20,000元，

獎狀一幀，獎座一座。 

優等獎貳名，獎金 10,000元，

獎狀一幀，獎座一座。 

甲等獎參名，獎金 5,000元，

獎狀一幀。 

佳作獎伍名，獎金 4,000元，

獎狀一幀。 

第八條運用及管理 

一、每年參與甄選的影片，由

教務處教學資源中心保

存與管理。 

二、學校各單位如有教學、招

生或宣傳需求時，得向教

第八條運用及管理 

一、每年參與甄選的影片，由

教務處招生組保存與管

理。 

二、學校各單位如有教學、招

生或宣傳需求時，得向

教務處招生組提出使用

申請。 

創意微電影競

賽作品皆由教

學資源中心保

管，未來各單位

有使用需求，得

向教學資源中

心提出使用申

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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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正條文 現行條文 說明 

務處教學資源中心提出

使用申請。 

三、相關作品於學校網頁影音

專區展示。 

三、相關作品於學校網頁影音

專區展示。 

第十條 實施與修正 

本辦法經教務會議通

過，陳請呈校長核定後

實施，修正時亦同。 

 

第十條 實施與修訂 

本辦法經教務會議通

過呈校長核准後公布

實施，修訂時亦同。 

 

經委員建議修

正此條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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