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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6學年度第三次教務會議紀錄 
一、時間：107 年 3 月 8 日（星期四）中午 12 時 10 分 

二、地點：第一醫學大樓二樓簡報室 

三、主席：歐陽品教務長                                   記錄：楊仁志 

四、出席：單位主管 

五、報告事項： 

（一）大學部學生英語教學調整說明 

   1、為精進大學部學生英語教學，擬將原大一學生修習之基礎英文寫作

(GE1003)移至大二時修習，以避免學生在大一時要修 6 學分之英文課

程，而其中有一學期要修兩門英文課，如此不利學習效果。唯醫學及

中醫兩系學生因所需修習課程較多，調整不易，且兩系大多數學生均

可抵免 1 或 2 門基礎英文課程，故此兩系不納入調整。 

   2、本課程調整案將自 107 學年實施，原寫作分班原則與上下學期開課時

間均維持不變，請各院系及早因應準備。 

（二）轉公告國家圖書館新修「國家圖書館博碩士學位紙本論文【延後公開】

申請書」 

   1、依 107 年 1 月 17 日國家圖書館國圖發字第 10702000120 號函辦理。 

   2、自本學期起，研究生如因申請專利或發表論文，有延後公開論文之需

要，請填具新修之申請書辦理，詳如附件一。 

（三）成績繳交注意事項 

請教師務必於學校規定期限內繳交所有成績，以利後續相關作業。逾期

繳交成績名單，除學期末寄送系所主管作為教學評核參考，自 106 學年

第 2 學期起，將提至下一學期教務會議報告。 

（四）成績登錄注意事項 

   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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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106 學年度第一學期成績更正案共計 20 件，詳如附件二。 

（五）本學期課程經上學期期末預選後，截至開學前（資料計算至 2/12）共有

20 筆課程異動，佔全校課程 1.14％，其中新增課程 4 筆、取消課程 1 筆、

學分數異動 1 筆、修課學期異動 2 筆，其餘為授課教師、時間異動，詳

如附件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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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六）「第三週加選申請」作業說明 

   1、為提升人工加選之時效性，自本學期第三週起，將改由線上申請，採

電子核簽方式辦理，並更名為「第三週加選申請」。 

   2、收到加選單三日後未核簽，將視為【不同意】加選，系統直接結案退

單。 

   3、為避免上述狀況發生，建議於「第三週加選申請」開放時間，每天定

期登入【線上核簽管理系統】，查看個人待辦事項。該系統之稽催信

件，會寄至 Office 365 之 E-mail 信箱。為避免遺漏有時效性之稽催通

知信，建議定期登入 Office 365 查看。 

（七）請各位主管持續宣導本校推行講授性課程進行學習評量，以瞭解學生學

習成效與預警，106 學年度第 1 學期執行率約 73.55%（計算公式如下）。

仍須請各系繼續配合執行，詳如附件四。 

執行率＝ 
老師有進行平時測驗(小考+作業)的次數3次(含)以上者之課程數 

當學期大學部講述性課程數(不含專題、實驗、實習、體育、(中)醫學五年級以上課程)

（八）本學期通知課程負責教師應於 2 月 9 日前完成「教學大綱」及「教學進

度」系統資料填報，以免影響學生修課權益。然於截止日尚有 466 筆課

程尚未完成，經第一次通知課程負責教師後至開學前 2 月 24 日，仍有 61

筆課程尚未完成。課務組通知系所主管，截至 3 月 5 日仍有 24 筆課程尚

未完成，詳如附件五。 

（九）三校共構選課說明 

   自 106 學年度起，明志科技大學、長庚科技大學和本校共同推動三校共

構選課，共享教學資源。唯日前友校反映，本校部分教師拒絕讓該校學

生修課，致使該校學生感受不佳、學習意願降低。請各教學單位遵守三

校協議，並秉持教學初衷，接納友校學生參與本校課程，不得拒絕與損

及友校學生學習權益。 

六、討論事項： 

（一）案由：106 學年度第 1 學期成績更改案，請討論。（提案單位：註冊組） 

說明：本學期成績更改案涉及格狀態變更者共 14 件，詳如附件六（略）。 

決議：1、照案通過。 

2、請授課教師或課程負責人務必謹慎計算及登錄成績。 

（二）案由：「智慧健康學院」前身為醫學設計學院，增訂「智慧健康學院」

課程委員會章程設置辦法以符合教務法規，請討論。（提案單位：

智慧健康學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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說明：1、本案經 106 年 9 月 18 日召開之「智慧健康學院」課程委員會

會議通過，並於 106 年 10 月 30 號送教務處備查，擬於本次教

務會議提報追認。 

2、「智慧健康學院」課程委員會議記錄、「智慧健康學院」課程

委員會章程設置辦法及課程委員會名單，詳如附件七。 

決議：1、原辦法名稱及第一條刪除「章程」相關文字；第五條刪除「主

任委員」文字。 

2、修正後通過。 

（三）案由：修訂「長庚大學學生修讀學、碩士學程辦法」，請討論。（提案

單位：研教組） 

說明：1、依 106 學年度第二次教務會議「學碩學程獎勵措施」報告事項

辦理。 

2、為使「學碩學程獎勵措施」作業有所遵循，新增本辦法第八條

部分文字，詳如附件八。 

決議：照案通過。 

（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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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請討論。（提案單位：招生組） 

說明：1、本校「增設調整院系所學位學程及招生名額審查作業辦法」（以

下簡稱本辦法）係於 89 年 10 月 26 日訂定發布，歷經九次修正，

最近一次係於 101 年 2 月 8 日修正發布。因應本校校內提報程

序調整修正，以及配合本校組織規程第五條規定，爰修正本辦

法部分條文，其修正要點如下： 

(1) 修正第三條第一項，將增設調整案及招生名額調整案依不同作

業日程規畫提案時間。 

(2) 修正第四條第一項內容，彙整及會議所需提供之文件予以省

略。修正第一項第八款刪除系所評鑑結果。 

(3) 修正第五條，增設調整案須經校務會議及董事會通過後報部；

招生名額案經校務會議通過後報部。 

2、修正條文對照表，詳如附件九。 

決議：1、刪除條號後標題之括弧。 

2、第三條第一項原「執行學年度之前二年的六月底前」修正為「執

行學年度開始之前二年的六月底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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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第三條第四項原「執行學年度之前一年二月底前」修正為「執

行學年度開始之前半年的二月底前」。 

4、第六條原「呈校長核准後實施」修正為「陳請校長核定後公告

實施」。 

5、修正後通過。 

（五）案由：修訂「長庚大學學生選課實施辦法」第二、五條，請討論。（提

案單位：課務組） 

說明：為提升人工加選之時效性，自本學期第三週起，將改由線上申請，

採電子核簽方式辦理，並更名為「第三週加選申請」。修正條文

對照表，詳如附件十。 

決議：照案通過。 

（六）案由：修訂「長庚大學暑期授課辦法」，請討論。（提案單位：課務組） 

說明：配合教育部來函建議增加暑期課程選課不得強迫學生選修，課程

停開後學生退選及退費規定，修正條文對照表，詳如附件十一。 

決議：照案通過。 

七、臨時動議：無。 

八、散會：13 時 15 分。 

 

 

 



                                                                                                                                                              編號：   附件一 

國家圖書館博碩士學位紙本論文【延後公開】申請書 

申請日期：民國   年  月  日                                        107.01.10版 

申請人姓名  學位類別 
□碩士 

□博士 
畢業年月 民國   年   月 

學校名稱  系所名稱  

論文名稱 
 

 

延後原因 

 

□已申請專利並檢附證明，專利申請案號：________________， 

延後公開日期：民國   年  月  日。 

□準備以上列論文投稿期刊， 

延後公開日期：民國   年  月  日。 

 
 

 

申 請 人 簽 名：________________                指導教授簽名：________________  

 

 

研究所所長簽名：________________                 研究所章戳：________________ 
 

 

學校圖書館章戳：________________  
 

【說明】 

1. 以上所有欄位請據實填寫，缺項或簽章不全，國家圖書館將不予受理。 

2. 研究生如因申請專利或發表論文，有延後公開論文之需要，請於提送論文時，填具本申請書（正

本送繳教務處研教組、影本裝訂於論文首頁）。 

3. 論文已送達國家圖書館，請將親筆簽名申請書一式 2 份掛號郵寄 10001 臺北市中山南路 20 號國

家圖書館館藏發展及書目管理組，並於信封註明「紙本論文延後公開申請書」。 

4. 依「教育部 100 年 7 月 1 日臺高(二)字第 1000108377 號函文」，延後公開須訂定合理期限，請

依實際需求設定延後公開日期，自申請日期起算至多 5 年，若超過 5 年或未填寫延後公開日期，

將逕以函定 5 年辦理。 

5. 有關電子學位論文之內容更動或延後開放事宜，請向學校權責單位申辦。 

6. 其他學位論文典藏單位如畢業系（所）、校內圖書館，建議同步申請延後公開。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以下由國圖填寫) 

承辦單位_館藏組：         日期/處理狀況： 

 

典藏地：        登錄號：         索書號：          
 

會辦單位_知服組：         日期：       □移送並註記，原上架日期：        



附件二 

106 學年度第一學期更改成績一覽表 

編號 課程名稱 提出教師 教師單位 更改人數 

1 營養學 莊峻鍠 

醫學院 

1 

2 臨床微生物 舒竹青 2 

3 醫學分子檢驗學 黃幸宜 48 

4 微生物免疫學 趙攻 1 

5 微生物免疫學實驗 趙攻 1 

6 書報討論 邱亞芳 1 

7 細胞生物學 趙清貴 1 

8 數位影像處理 李建德 

工學院 

1 

9 校外實習 陳元賀 1 

10 計算機組織 馬詠程 1 

11 成本會計 成昀達 
管理學院 

2 

12 管理特論(1) 張錦特 2 

13 體育大二 彭馨潁 體育室 1 

14 普通生物學(1) 周淑娥 

通識中心 

1 

15 有機化學 蔡福源 1 

16 中國入門繪畫 江正誠 1 

17 西洋美術巡禮 洪進丁   1 

18 音樂與情緒 許淑婷 60 

19 微積分(1) 許清山 53 

20 普通物理學 邱紹玄 1 

 

106 學年度第一學期更改成績一覽表 

負責教師 更改件數 

醫學院 7件 

工學院 3件 

管理學院 2件 

體育室 1件 

通識中心 7件 

小計 20件 

 



附件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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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授課 

教師 

上課 

時間 
備註 

新增 3300 工設系 1 選 2 ID1106 28562 設計哲理 邱文科 三/8-9   

加開 5000 通識中心 2 選 2 GH0093 27251 張愛玲小說選讀 林美清 三/3-4   

加開 3300 工設系 2 選 3 ID2008 30273 印刷設計實務(2) 邱鉯嵐 二/2-4   

加開 2200 機械系 3 選 3 ME3020 30275 機械設計(2) 孫嘉宏 三/5-7   

取消 1500 職治系 1 選 1 OT1030 29222 普通生物學實驗(2) 高承亨   停開 

學分變更 3220 工商系碩士班 1 必 2 BAM264 29891 企業倫理 鄭道有 一/2-4  原 3 學分改 2 學分 

學期變更 392B 商管碩在職資管組 1 選 2 SBM425 30274 資訊管理專題研究 張禾坤 
六/1-4，

Q4 
  

學期變更 3500 資管系 4 必 3 IM4116   資訊倫理與法律     
三下改四上，僅

104 入學適用 

異動教師 3500 資管系 2 必 3 IM2209 29603 資料庫管理 林俊逸 三/2-4   

異動教師 330B 工設系媒傳組 3 選 3 ID3109 28772 媒體導讀 陳妙音 三/2-4   

異動教師 330A 工設系產設組 2 選 3 ID2111 28705 福祉設計(1) 廖世忠 一/2-4   

異動教師 330A 工設系產設組 2 選 3 ID2104 28704 立體造型基礎 廖世忠 一/5-7   

異動時間 1L1M 臨研所博班護理組 1 選 2 CMD213 29081 老人心理健康 蔡芸芳 二/1-2   

異動時間 1L1M 臨研所博班護理組 2 必 1 CMD028 29080 專題討論(2) 劉雪娥 二/3-4   

異動時間 1800 生醫系 1 選 2 LS1902 29333 普通生物學(2)-基礎班 高承亨 三/9-10   

異動時間 330B 工設系媒傳組 3 選 3 ID3109 28772 媒體導讀 陳妙音 三/2-4   

異動時間 1Y20 早療所 2 選 3 EIM212 29576 特殊需求兒童教保育 陳麗如 二/1-3   

異動時間 2310 化材系博士班 1 選 3 CEM256 28564 電池與能源轉換 李坤穆 五/2-4   

異動時間 1L2Q 臨研所碩班臨資組 1 必 3 CMM608 29499 醫療科技評估方法學(1) 鄭竹珊 三/2-4   

異動時間 1L2Q 臨研所碩班臨資組 1 必 3 CMM608 29499 醫療科技評估方法學(1) 鄭竹珊 二/2-4    

 

 



附件四 

 

單位別 

大學部 

106學年度第一學期 

列入小考 

課程數 

舉行小考 

科目數 
舉行率 

1100 醫學系 27 21 77.78% 

1200 護理學系 36 32 88.89% 

1240 學士後護理 11 9 81.82% 

1300 生技系 24 13 54.17% 

1400 物理治療學系 28 21 75.00% 

1500 職能治療學系 25 19 76.00% 

1600 中醫學系 35 16 45.71% 

1701 呼吸治療學系 20 15 75.00% 

1800 生物醫學系 60 36 60.00% 

1900 醫放系 24 16 66.67% 

醫學院 290 198 68.28% 

2100 電機工程學系(通訊組/系統組) 38 31 81.58% 

2200 機械工程學系 19 14 73.68% 

2300 化工與材料工程系 23 19 82.61% 

2700 電子工程學系 37 32 86.49% 

2D00 資訊工程學系 20 15 75.00% 

工學院 137 111 81.02% 

3100 醫務管理學系 24 20 83.33% 

3200 工商管理學系 22 12 54.55% 

3300 工業設計學系 45 40 88.89% 

3500 資訊管理學系 44 36 81.82% 

管理學院 135 108 80.00% 

0710 軍訓教學組 1 0 0.00% 

5000 通識教育中心 129 92 71.32% 

5000 通識中心-教師 200 169 84.50% 

合計 692 509 73.55% 

說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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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6 學年度第 2 學期

逾期未完成教學大綱及進度 課程資料

開課單位名稱 年 班 科目代號 開課序號 中文名稱 授課教師

醫學系 1 甲 MD0001 28646 生命科學研究(1) 黃玉成

醫學系 4 甲 MD4041 28735 臨床技巧與溝通(含實習) 謝明儒

醫學系 7 甲 MD7004 28811 小兒科學實習 江東和

臨醫所博士班臨醫組 1 甲 CMD023 29460 細胞生物學 顧正崙

臨醫所博士班臨醫組 1 甲 CMD063 29472 免疫學新知討論 顧正崙

生物醫學所博士班 1 甲 BMD344 29618 膜轉運和胞吐特論 洪錦堂

生物醫學所博士班 1 甲 EMM103 29652 細胞生物學特論 洪錦堂

顯微所碩士班 1 甲 RMM028 29514 臂叢神經及周圍神經重建(含實習) 莊垂慶

顯微所碩士班 1 甲 RMM126 29517 顯微手術後的照護(含實習) 黃嫆茹

顱顏所碩士班 1 甲 CDM125 29545 顱顏影像與生長發育學 羅綸洲

顱顏所碩士班 1 甲 CDM336 29549 臨床兒童牙科學(2) 莊麗娟

電子系博士班 1 甲 END031 30075 場效半導體電子元件 劉國辰

電子系碩士班 1 甲 ENM160 30094 專題研究 劉國辰

電子系碩士班 1 甲 ENM22Z 30096 材料分析 劉國辰

光電所碩士班 1 甲 OEM118 30061 材料分析 劉國辰

醫療機電所碩士班 1 甲 MMM004 30035 生理及解剖學概論 吳翠焄

工商系碩士班 1 甲 BAM263 29876 台塑管理實務研討 古思明

工設系媒傳組 2 甲 ID2006 28714 基本媒體傳達設計(2) 謝國榮

企管所博士班 2 甲 BAD204 29922 輔具之產品創新設計策略與計畫 蔡采璇

資管系 3 甲 IM4504 29681 畢業專題(1) 廖耕億

資管系 4 甲 IM4120 29683 網路攻防技術與應用 毛敬豪

專業學院碩士班 1 甲 SBM039 29940 數位行銷 郭珍利

商管碩士在職醫管組 2 甲 SBM250 29937 全球醫療產業 盧瑞芬

商管碩士在職資管組 2 甲 SBM444 29954 科技創意行銷 廖耕億

Chroma
文字方塊
附件五



附件七 

「智慧健康學院」課程委員會議紀錄 

時間：2017.09.18（一）PM02:00-03:00 

地點：第一醫學大樓二樓簡報室                        記錄：蘇令綱助理 

主  席：陳君侃副校長 

出席人員：許光宏技合長、歐陽品教務長、馬蘊華課務組長、陳光武老師、許

建隆老師、程欣儀老師、張瑋真老師、王永樑老師、梅雅俊老師、

王秋雯助理、蘇令綱助理、鄭家旻助理、邱旻翊助理、李昱嫻助

理、洪采琳助理。 

 

壹、討論事項 

 提案一、智慧健康學院新增四學程說明（提案人：許光宏老師） 

 說明：智慧健康學院（iHealth School），以三大主題： 

       1.智慧(intelligence)：提升原有流程、照護方式效益。 

       2.資訊(informatics)：AI與創新科技導入，促進教學與場域翻轉。 

       3.創新(innovation)：提升產業價值，讓未來學生能在產業面多加運用。 

       目的：加強醫、工、管理三大學院學生之智慧健康醫療照護專業人才培

育。 

 會議決議：通過。在原四項學程架構下新增四學程名稱如下： 

           原有學程：1. 跨領域創新創業學程 

                     2. 醫學設計學程 

                     3. 健康照護產業碩士學位學程 

                     4. 智慧醫療創新碩士學位學程 

           新增學程：1. 生物科技管理學程 

                     2. 生物科技產業學程 

               3. 物聯網產業創新應用學程 

               4. 資訊與醫療安全學程  

 

 提案二、智慧健康學院修業辦法以及組織章程（提案人：許光宏老師） 

 說明：按教務處建議，智慧健康學院籌組 106 學年度第一學期之課程委員會，

提出課委會組織設置辦法，本辦法依據大學法施行細則第二十三條及本校學院

組織章程訂定之。 

 會議決議：通過（詳見附件一：長庚大學「智慧健康學院」課程委員會章程設

置辦法）。 

 

 提案三、智慧健康學院擬向校方申請單位代號（提案人：王秋雯助理） 

 說明：按教務處建議，為使智慧健康學院得以未來課程提案符合教務法規位

階，並長期經營、完備發展，擬向校方申請成立單位部門以及代號，以利智慧

健康學院未來開課以及推廣事宜。智慧健康學院經費來源為智慧生活計畫、

USR 計畫及未來深耕計畫。 

 會議決議：通過。 



1.未來八大學程之業師交流、營隊與工作坊舉辦，智慧健康學院可提供支援。                  

2.請智慧健康學院含括之八大學程，各系提供系課委會組織章程。 

 

 提案四、三明治課程討論（提案人：王秋雯助理） 

 說明：各學程課程需依下述分類： 

       1.場域實習課程 

       2.高階實作專題 

       3.中階核心課程 

       4.跨領域基礎課程 

       5.基礎服務學習課程 

 會議決議：通過。 

1.請各位老師協助各學程之課程分類，並於 10/18 前以 E-mail 方式寄回

（cguihealth@gmail.com），由助理統籌整理並製作課程地圖。                  

2.敬邀各學程課程老師參予拍攝數位課程。                  

3.請教務處協助提供 104-2至 105-2學期「各學程學生修課清單」。                  

4.關於課程鐘點費認定，於九月九校交流時，參酌他校經驗，再做討論。 

 

 提案五、現有課程盤點 105學年與 106學年校閱、課程地圖（提案人：王秋雯

助理） 

 說明：整合智慧健康學院八大學程，繪製課程地圖，供總辦公室子二計畫統

計。 

 會議決議：通過。請各位老師協助各學程之課程分類，並於 10/18 前以 E-mail

方式寄回（cguihealth@gmail.com），由助理統籌整理並製作課程地圖。 

 

 提案六、教學滿意度統計（教學評量）事宜（提案人：王秋雯助理） 

 說明：原教務處之「教學滿意度統計」為調查學生對於教師之授課滿意度，與

總辦公室子二計畫訴 

       求不符，對此本計畫將匯總總辦意見，設計學生對於學程課程設計滿意

度調查之量表，以利 

       統計。 

 會議決議：通過。 

1.計畫助理會同總辦意見，設計一份符合「學生對於學程課程設計滿意度調查

問                   卷」；以利統計調查。                  

2.請各課程開課老師提供 TA聯繫方式，以利統計調查。 

 

 提案七、修課人數統計、期末協助附件２填寫（提案人：王秋雯助理） 

 說明：智慧生活計畫於期末報告需繳交之附件二，為「修課人數統計」需由教

務處提供學生修課清單，以利統計。 

 

 會議決議：通過。1.請教務處提供學程課程學生修課清單，以利統計調查。 

                 2.請計畫助理提供需求與教務處課務組，以利教務處作業。 

 

 提案八、數位課程模組的組合與建議（提案人：王秋雯助理） 

mailto:cguihealth@gmail.com
mailto:cguihealth@gmail.com


 說明：數位課程架構為：課程>微課程>模組>單元，每學期需繳交 30單元之

數位課程影片；課程間的關聯採取「積木」之概念，以「單元」基礎單位，可

交叉重組，因此「單元」影片之拍攝需具有獨立性與完整性。 

 會議決議：通過。目前拍攝課程之老師，以意願性為優先拍攝；另由課委會設

計課程架構，組織各課程、微課程、模組與單元，雙向同時進行，屆時再行整

合。 

 

 提案九、未來可提供拍攝數位課程的名稱（提案人：王秋雯助理） 

 說明：數位課程主題方向如下：1.智慧生活人才培育。 

                             2.在地創新創業。 

                             3.智慧醫療、健康照護、科技導入。 

       影片要求：需具有獨立性、完整性（10 分鐘）。 

       內容形式：可分為方法與應用，二類。 

 會議決議：通過。 

1.請各課程老師鼓勵學生選修智慧健康學院之跨領域學程、工作坊、營隊、講

座與活動。  

2.由各學程老師推薦課程拍攝以單元，由課委會匯整為整理模組，屆時請計畫

助理敬邀所選擇之課程教師，拍攝數位影片。 

      

  



長庚大學「智慧健康學院」課程委員會設置辦法 

第一條  長庚大學「智慧健康學院」（以下簡稱本院）依據本校課程委員會設置

辦法規定，訂定本辦法。  

  

第二條  「智慧健康學院」課程委員會（以下簡稱本會）工作職掌事項如下：  

一、審議院定必修科目。  

二、審議全院專業必修及選修科目與其學分。  

三、審訂全院排課原則。  

四、協調及整合全院開課資源及師資。  

五、審議其他課程有關重要事項。  

六、審議各課程規劃負責人選。 

 

第三條  本會由「智慧健康學院」與概念相近之學位學程或學分學程組成。 

 

第四條  本會由技合長為召集人及當然委員，並遴選相關學程負責教師及校內

教師 10-15 人，為委員組成之。任期一年，均為無給職，得連選連

任。 

  

第五條  本會每學期召開一次會議，必要時得召開臨時會議，均由召集人 

擔任主席，主席因故無法出席時，須指定一名委員為代理人。  

  

第六條  本會會議時應有二分之一（含）以上成員出席方得開議，並經出席成

員二分之一（含）以上之同意方得作成決議。  

  

第七條  本會於必要時，得邀請相關人員（包括本校相關人員、本院相關教

師、業界代表、學界指導委員等）列席。  

  

第八條  本院或相關學程之課程增設或變更時，課程負責人需提案至本會審

查。  

  

第九條  必選修課程經院課委會通過後，提全校課程委員會及教務會議審議通

過後實施。  

  

第十條  課程經准予開設後，其課程代碼由各教學單位依「課程代碼編碼原

則」編訂，並由教務處統一建檔。  

  

第十一條  其他未規定事項，均依照本校及教育部相關規定辦理。  

  

第十二條  本辦法經院務會議通過，教務會議通過，陳請校長核定後實施，修

正時亦同。 

  



長庚大學「智慧健康學院」課程委員會名單 

姓名 職務 備註 

許光宏 副校長 智慧健康學院召集人、生物科技管理學程負責人 

吳世琳 主任 資工系主任 

程欣儀 主任 育成中心主任 

許建隆 老師 
物聯網產業創新應用學程、資訊與醫療安全學程負責

人 

林佩欣 老師 健康照護產業碩士學位學程負責人 

梅雅俊 老師 生物科技產業學程負責人 

王永樑 老師 生物科技產業學程負責人 

廖耕億 老師 智慧醫療創新碩士學位學程負責人 

劉英傑 老師 跨領域創新創業大學學分學程負責人 

謝國榮 老師 醫學設計學程負責人 

張賢宗 老師 教學資源中心、史馬特課委會代表 

張瑋真 老師 工設系 

林俊淵 老師 資工系 

 

長庚大學「智慧健康學院」八大學程 

學程名稱 負責人 

跨領域創新創業大學學分學程 劉英傑老師 

醫學設計學程 謝國榮老師 

健康照護產業碩士學位學程 林佩欣老師 

智慧醫療創新碩士學位學程 廖耕億老師 

生物科技管理學程 許光宏老師 

生物科技產業學程 梅雅俊老師 

物聯網產業創新應用學程 許建隆老師 

資訊與醫療安全學程 許建隆老師 

 

  



 生物科技產業學程委員名單： 

生物科技產業學程委員名單 

郁兆蘭 生醫系 

楊雅晴 生醫系 

梅雅俊 生醫系 

徐錦源 生醫系 

鄭美玲 生醫系 

蔡佩倩 生醫系 

譚賢明 生醫系 

洪麗滿 生醫系 

王永樑 生醫系 

皮海薇 生醫系 

 

 

 

 生物科技管理學程委員名單： 

生物科技管理學程委員名單 

許光宏 醫管系 

邱全芊 生技系 

許勝傑 生醫系 

陳光武 資工系 

棗厥庸 工商系 

江國慶 業師 

 

 

 健康照護產業碩士學位學程委員名單： 

健康照護產業碩士學位學程委員名單 

蔡秀欣 護理系 

林佩欣 物治系 

鄭智修 物治系 

陳妍慧 呼治系 

李冠逸 職治系 

王惠玄 醫管系 

 

  



 

 智慧醫療創新碩士學位學程委員名單： 

 

智慧醫療創新碩士學位學程委員名單 

萬書言 企研所 

蔡采璇 企研所 

林佩欣 物治系 

廖耕億 資管系 

 

 

 物聯網產業創新應用學程委員名單： 

物聯網產業創新應用學程委員名單 

許建隆 資管系 

廖耕億 資管系 

陳昱仁 資管系 

張克章 資管系 

邱錫彥 電機系 

 

 資訊與醫療安全學程委員名單： 

資訊與醫療安全學程委員名單 

許建隆 資管系 

廖耕億 資管系 

陳昱仁 資管系 

張克章 資管系 

邱錫彥 電機系 

 



附件八 

 

「長庚大學學生修讀學、碩士學程辦法」修正條文對照表 
 

修正條文 現行條文 說明 

第八條 預研生考入本校碩士班，其在

本校大學最後一學年應繳學雜

費與公立大學收費標準之差

額，於入學碩士班第一學年第

一學期，以獎學金一次核給，

公立大學收費標準由會計室提

供。自 97學年入學碩士班學生

適用。每學年第一學期開學後

二週，由教務處提供該學年考

入本校碩士班之預研生名單，

送學務處製作「長庚大學學碩

士學程獎學金受獎名冊」（表

號：B01302）一式兩份，經各

所主任確認，並由各所通知得

獎學生填報其匯款帳號後，由

學務處將學生匯款帳號輸入獎

學金系統，列印更新後「長庚

大學學碩士學程獎學金受獎名

冊」，呈校長核准後，受獎名冊

一份自存，一份送交會計室辦

理付款作業。 

除前項獎勵外，預研生入學就

讀碩士班第一學年亦比照國立

大學學雜費收費，每學年獎勵

100 人，第二學年則回歸以本

校收費標準，並自 106 學年度

起試行三年（106 學年度錄取

學碩學程之大四生開始適用）。 

 

第八條 預研生考入本校碩士班，其在

本校大學最後一學年應繳學雜

費與公立大學收費標準之差

額，於入學碩士班第一學年第

一學期，以獎學金一次核給，

公立大學收費標準由會計室提

供。自 97學年入學碩士班學生

適用。每學年第一學期開學後

二週，由教務處提供該學年考

入本校碩士班之預研生名單，

送學務處製作「長庚大學學碩

士學程獎學金受獎名冊」（表

號：B01302）一式兩份，經各

所主任確認，並由各所通知得

獎學生填報其匯款帳號後，由

學務處將學生匯款帳號輸入獎

學金系統，列印更新後「長庚

大學學碩士學程獎學金受獎名

冊」，呈校長核准後，受獎名冊

一份自存，一份送交會計室辦

理付款作業。 

 

依106學年度第二

次教務會議「學碩

學程獎勵措施」報

告事項辦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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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修訂對照表 
107.1 

修正規定 現行規定 說明 

第一條 目的 

為配合本校申請增設、調整院系所

學位學程及招生名額案件之審查

及評估等作業需要，依教育部「專

科以上學校總量發展規模與資源

條件標準」第十二條規定，特訂定

本辦法。 

 

第一條（目的） 

為配合本校申請增設、調整院系所

學位學程及招生名額案件之審查

及評估等作業需要，依教育部「專

科以上學校總量發展規模與資源

條件標準」第十二條規定，特訂定

本辦法。 

 

刪除條號後標題之括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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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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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刪除條號後標題之括弧。 

第三條 提案 

申請增設或調整院、系、所、學位

學程及招生名額總量之相關提

案，應於其執行學年度開始之前二

年的六月底前，將「申請計畫書」

及相關資料送達教務處。 

 

前項調整案包含分組、整併、更

名。 

 

前項提報項目涉及下列情事之一

者，應於應行規劃年度之八月底

前，將「申請計畫書」及相關資料

送達教務處。 

第三條（提案） 

申請增設、調整下一學年度院、

系、所與學位學程及招生名額總量

之相關提案，應於其應行規劃年度

之二月底前，將「申請計畫書」及

相關資料送達教務處。 

 

 

 

 

前項提報項目涉及下列情事之一

者，應於應行規劃年度之八月底

前，將「申請計畫書」及相關資料

送達教務處。 

一、 刪除條號後標題之括弧。 

二、 依本校校內提報程序調

整修正，將增設調整案及

招生名額調整案依不同

作業日程規畫提案時間。 

三、 修正第一項，欲申請或調

整院、系、所、學位學程

之相關提案，應於其執行

學年度開始之前二年六

月底前，將「申請計畫書」

及相關資料送達教務

處。例，109學年度之增

設調整案應於 107年 6月

提案。 

四、 刪除原條文第二項，改列

調整案包含項目說明。 



一、申請增設醫學與其他涉及政府

部門訂有人才培育機制之相關

院、系、所及學位學程。 

二、申請增設碩士班(含碩士在職

專班)、博士班。 

三、申請調整(包括更名、整併、

分組)博士班、醫學與其他涉及政

府部門訂有人才培育機制之相關

院、系、所及學位學程，其調整涉

及領域變更，或招生名額異動。 

 

凡增設或調整院、系、所、學位學

程之相關提案，應送各院院務會議

討論通過後送教務處。 

 

各系所招生名額之調整案由教務

處於其執行學年度開始之前半年

二月底前調查，各系所招生名額之

調整案應經系所會議通過後送教

務處。 

一、申請增設醫學與其他涉及政府

部門訂有人才培育機制之相關

院、系、所及學位學程。 

二、申請增設碩士班(含碩士在職

專班)、博士班。 

三、申請調整(包括更名、整併、

分組)博士班、醫學與其他涉及政

府部門訂有人才培育機制之相關

院、系、所及學位學程，其調整涉

及領域變更，或招生名額異動。 

 

凡增設或調整院系所學位學程之

相關提案，應送各院院務會議討論

通過後送教務處。 

 

各系所招生名額之調整案應經系

所會議通過後送教務處。 

五、 修正第三項院系所學位

學程以頓號相隔，與第一

項表現方式一致。 

六、 修正第四項，各系所招生

名額之調整案，由教務處

於其執行學年度開始之

前半年二月底前主動調

查。例，108學年度之招

生名額調整案應於 107

年 2月底前調查。 

第四條 審查 

教務處於彙整各提案後，應訂定召

開審查會議日程，連同「申請計畫

書」及「招生名額」統計各項表格

送達審查小組成員，並依下列標準

審查之： 

 

一至六款(略) 

 

七、院系所班組學位學程之設立應

符合教育部「專科以上學校總

量發展規模與資源條件標準」

第四條規定之申請條件。 

八、現有系所招生名額之調整須考

量教育部「專科以上學校總量

發展規模與資源條件標準」第

五條所列之系所評鑑結果及

是否達到師資質量考核指標

等原則。 

第四條（審查） 

教務處於彙整各申請計畫及增減

招生名額提案後，應訂定召開審查

會議日程，連同「申請計畫書」及

「招生名額」統計各項表格送達審

查小組成員，並依下列標準審查

之： 

一至六款(略) 

 

七、院系所班組學位學程之設立應

符合教育部「專科以上學校

總量發展規模與資源條件標

準」第四條規定之申請條件。 

八、現有系所招生名額之調整須考

量教育部「專科以上學校總

量發展規模與資源條件標

準」第五條所列之系所評鑑

結果及是否達到師資質量考

核指標等原則。 

一、 刪除條號後標題之括弧。 

二、 修正第一項內容，彙整及

會議所需提供之文件予

以省略。 

三、 教育部「專科以上學校總

量發展規模與資源條件

標準」第五條未列系所評

鑑結果，修正第一項第八

款刪除系所評鑑結果。 

 

 



第五條 審議程序 

一、增設調整案之審查結論應於會

議結束後呈報校長核示。 

1.審查結論建議增設或調整

者，經校長核示後，列入

校務會議提出討論，並經

校務會議及董事會通過後

報部。 

2.審查結論建議退回或修訂內

容者，經校長核示後，送

請申請部門參酌辦理後，

得再送審查小組審核。 

二、招生名額調整案之審查結論應

於會議結束後呈報校長核示，

提送校教務會議討論，經校務

會議通過後報部。 

第五條（審議程序） 

一、審查結論應於會議結束後呈報

校長核示。 

１、審查結論建議增設或調整

者，經校長核示後，列入

校務會議提出討論。 

２、審查結論建議退回或修訂

內容者，經校長核示後，

送請申請部門參酌辦理

後，得再送審查小組審核。 

二、經校務會議通過後報部。 

 

一、 刪除條號後標題之括弧。 

二、 依「長庚大學組織規程」

第五條：「本校各學院、

系、所、科、組、之設立、

變更或停辦，須經校務會

議及董事會通過，報請教

育部核定後實施。」配合

修正本條文第二項，併入

修正後第一項第 1款。 

 

第六條 附則 

本辦法經教務會議通過，陳請校長

核定後公告實施，修正時亦同。 

第六條（附則） 

本辦法經校長核定後公布實施，修

正時亦同。 

一、 刪除條號後標題之括弧。 

二、 本辦法為校務重要規

章，修正須經教務通過，

陳請校長核定後公告實

施。 

 



附件十 

「長庚大學學生選課實施辦法」條文修正對照表 

修正條文 現行條文 說明 

第二條 學生選課分為初選及加退選， 

初選安排於每學期第十五週

辦理，預選次學期課程(新 

生第一學期初選安排於開學

註冊時)；第一至二週辦理網

路加退選，第三週僅辦理 

「第三週加選申請」。 

學生選修之課程於學期中因

故無法繼續修習時，可於開學

後第十週，由學生填寫「停 

修申請單」，經課程負責人同

意後，送教務處辦理停修課

程。 

第二條 學生選課分為初選及加退選， 

初選安排於每學期第十五週

辦理，預選次學期課程(新 

生第一學期初選安排於開學

註冊時)；第一至二週辦理網

路加退選，第三週僅辦理 

人工加選。 

學生選修之課程於學期中因

故無法繼續修習時，可於開學

後第十週，由學生填寫「停 

修申請單」，經課程負責人同

意後，送教務處辦理停修課

程。 

自本學期人

工加選改由

線上申請，

採電子核簽

方式辦理，

並更名為

「第三週加

選申請」 

第五條 學生選課規定： 

一、學生選課得於本校選課網

路系統直接選課，若修習他系

(所、組)課程，重修或 

       補修在本系抵修清單之課程，

視為本系之必修課程。 

二、大學部學生除學碩士學程

生及學士逕修讀博士生可修

習研 究所碩士與博士班 

課程外，其餘大學生可修習研

究所碩士 班課程(課程不開

放者除外)。 

三、超過選修人數限制 

學生欲選課程人數已達設定

基準人數上限時，於線上核簽

管理系統，填寫「第三週加選

申請」，經課程負責人線上核

簽同意，並完成表單流程，始

完成加選程序。 

第五條 學生選課規定： 

一、學生選課得於本校選課網

路系統直接選課，若修習他系

(所、組)課程，重修或 

       補修在本系抵修清單之課程，

視為本系之必修課程。 

二、大學部學生除學碩士學程

生及學士逕修讀博士生可修

習研 究所碩士與博士班 

課程外，其餘大學生可修習研

究所碩士 班課程(課程不開

放者除外)。 

三、超過選修人數限制 

學生欲選課程人數已達設定

基準人數上限時，應填寫「人

工加選同意單」，經 

課程負責人同意後，送教務處

審核，始完成加選程序。 

自本學期人

工加選改由

線上申請，

採電子核簽

方式辦理，

並更名為

「第三週加

選申請」。 

 



附件十一 

「長庚大學暑期授課辦法」修正條文對照表 

修正條文 現行條文 說明 

第八條 暑期選課、停修 

暑期課程選課依課務組

公告日期辦理。 

課程因未達開課標準停

開，則退選該課程選修

學生，若已繳交學分費

則予以退費。 

學生於暑期修課期間發

生特殊情況，致無法繼

續修習部份或全部課程

者，得在課程進行一半

前提出停修申請(依教

師提報的教學進度為依

據)，停修課程之學分

數不計入畢業學分，所

繳學分費概不退還，未

繳交者仍應補繳。 

 

第八條 學生於暑期修課期間發

生特殊情況，致無法繼

續修習部份或全部課程

者，得在課程進行一半

前提出停修申請(依教

師提報的教學進度為依

據)，停修課程之學分

數不計入畢業學分，所

繳學分費概不退還，未

繳交者仍應補繳。 

 

增加暑期選課時間

說明及停開課程學

生退選及退費規

定。 

第十二條 本辦法經教務會議審

議通過，陳請校長公

告實施，並報教育部

備查，修正時亦同。 

 

第十二條 本辦法經教務會議審

議通過，陳請校長核

定後實施，並報教育

部備查，修正時亦

同。 

 

為符合合議制精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