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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9學年度第 1次教務會議紀錄 

一、時間：109年 9月 24日（星期四）中午 12時 10分 

二、地點：第一醫學大樓 2樓會議室（一） 

三、主席：歐陽品教務長 

四、出席：如後附簽到表                                   紀錄：楊仁志 

五、報告事項： 

（一）108學年度第 4次教務會議決議及執行情形說明，詳如附件一，P.1~P.3。 

（二）本校「特殊選才招生規定」修正案提本會備查 

本校「特殊選才招生規定」修正案經 109年 6月 11日本校 108學年度第

4 次教務會議通過修正第 1、2、5、7 條後報部核定。經教育部 109 年 7

月 20 日臺教高（四）字第 1090102546 號函核復意見，為符法規體例，

刪除各條序文及修正第 2、3、7、10 條，並須於文到 2 週內再行報部。

依教育部核復意見修正全文共 12 條，於 109 年 7 月 30 日報部，經教育

部 109 年 8 月 19 日臺教高（四）字第 1090111923 號函核定，詳如附件

二，P.4~P.13，提本會備查。 

（三）本校教師授課鐘點核計說明 

   1、依 109學年度校務發展會議決議，為強化教師發展教學之潛能並結合

研究帶動教學，修正教師基本授課時數計算標準。校內專任教師每週

基本授課時數（教授 4 小時；副教授 4.5 小時；助理教授 4.5 小時）

計算，將以實際教學時數列計。 

   2、實際教學時數為實際在課堂、實驗室及全程參與實習課程的原始時數

（含大班授課學生人數加乘時數）。 

   3、指導專題生時數、專題性的實習課程（如暑期實習、非全程臨床實習

時數等）及課程依法加成計算時數（如英文授課，USR相關授課等）

不列入基本教學時數核算，但仍列入超授鐘點核計。 

   4、兼任行政職務時數可抵基本授課時數。 

（四）碩、博士生指導教授申請及異動作業說明 

自 108學年度第二學期起，碩、博士生指導教授申請及異動作業皆以「線

上核簽管理系統」辦理。 

教師指導碩、博士生之核算方式，另依本校「教師授課鐘點核計辦法」

辦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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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本校 109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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詳如附件三，P.14~P.15。 

   4、接受輔系之系別、名額、及申請資格，詳如附件四，P.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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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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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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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8學年度第二學期遲交名單 

學院 系所 年級 課程 教師 

管理學院 
智慧醫創碩士學程 

1 
智慧醫療專題(II) 

廖耕億 
資管系 程式設計(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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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8學年度第二學期成績更正案共計 19件，詳如附件五，P.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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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本學期課程經上學期期末預選後，截至開學前（統計至 109年 9月 7日）

共有 98 筆課程異動，占全校課程 5.25％，其中新增（或加開）課程 16

筆、停開課程 3筆、異動授課語言 3筆、異動學分數 1筆、異動必選修 1

筆、異動備註欄 2 筆、及異動學期 1 筆，其餘為異動授課教師、時間，

詳如附件六，P.18~P.20。 

學期別 
106 

(下) 

107 

(上) 

107 

(下) 

108 

(上) 

108 

(下) 

109 

(上) 

異動率 1.14% 3.20% 3.86% 6.96% 3.56% 5.25% 

（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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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7學年度第二學期執行率約 67.78%，108學年度第

二學期執行率為 81.47%（3 次以上）。仍須請各系繼續配合執行，詳如

附件七，P.21。 

（九）為活化及精緻課程，連續三年未開課（含停開）之課程，應由課委會審

議後刪除。為落實此項作業，課務組於 108 學年度起已盤點兩次連續三

年未開課程（分別為 105~107、106~108），並請各系所提案刪除，不刪

除者需提出說明與改善對策。 

目前仍為宣導期，未來將改以「提出改善對策後仍無法開課者，擬於次

年度強制刪除該課程」為原則。 

六、討論事項： 

（一）案由：檢具「長庚大學學則」修訂條文對照表，詳如附件八，P.22，請討

論。（提案單位：醫學系） 

說明：依 109 年 7 月 1 日醫學系系務會議、及 109 年 7 月 2 日醫學院院

務會議決議辦理。 

決議：1、第三十八條原「或參加醫學院醫師科學家培育計畫」修正為「依

本校「醫學系醫師科學家培育計畫」修讀碩博士學位之醫學系學

生辦理休學者，其休學年限依所選讀之研究所修業期限（碩士班

四學年、博士班七學年）為限。」 

2、修正後通過。 

（二）案由：通識課程面對 108 課綱的因應與調整，請討論。（提案單位：通

識中心） 

說明：1、本案於 109年 8月 28日經「109學年度校務發展委員會議第三

階段」會議討論通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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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教育部實施「十二年國民基本教育實施計畫」，高中端自 108

學年銜接新課綱，大學端於 111學年度起面臨新課綱之挑戰。 

3、通識中心擘劃三階段實施方案： 

(1)共識階段：109學年第 1學期，透過召集人會議、科務會議、中

心會議及高中教師訪談，形成通識課程教學共識。 

(2)調整階段：109學年第 2學期，各科教師調整教學大綱，由中心

暨召集人共同檢視教學綱要，以對應新課綱各項素養。 

(3)觀摩階段：110學年第 1學期，於大學學測放榜前，舉辦觀摩座

談，邀請授課教師、系上教師、高中教師及學生進行四方對話。 

4、推動本案各項相關經費，於「高教深耕計畫」編列之。 

決議：照案通過。 

（三）案由：提升學生國語文能力評核，請討論。（提案單位：通識中心） 

說明：1、本案於 109年 8月 28日經「109學年度校務發展委員會議第三

階段」會議討論通過。 

2、為落實校務發展中長程計畫之厚植學生基礎核心能力，推動「提

升學生國語文能力」，增進學生閱讀及寫作能力；惟現行作法

僅以兩個班級學生評測，不易達到全面提升之效果。 

3、自 110學年度起推動實施方案如下： 

(1)以學測國文均標為分界點，均標以下的大一新生入學時，再以

具信效度版本（師大或台中教育大學）統一施測，作為前測。 

(2)未符合者，需選修國語文相關課程（核心課程或多元課程），

並自行至校外進行後測，通過者予以補助測驗費用。 

(3)未通過者，實施補救教學。 

(4)提升學生國語文能力實施流程圖，詳如附件九，P.23。 

4、推動本案各項相關經費，於「高教深耕計畫」編列之。 

決議：1、照案通過。 

2、旨揭國語文能力是否列為大學部畢業門檻，請通識中心另提主

管會議審議。 

（四）案由：專業實務報告代替碩士論文認定案，請討論。（提案單位：健康

照護產業碩士學位學程、職能治療學系行為科學碩士班臨床行為

與職能治療學組） 

說明：1、依教育部 108 年 8 月 28 日公布之「各類學位名稱訂定程序授

予要件及代替碩士博士論文認定準則」辦理。如碩士班屬專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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實務者，其學生碩士論文得以專業實務報告代替，其認定範圍

（認定準則第七、八條）、資料形式（認定準則第九條）、及

內容項目（認定準則第十條、第十一條），應依該認定準則，

詳如附件十，P.24~P.27，自行訂定，並經院、所、系、學位學

程、組會議通過，送教務會議審議。 

2、另依 109 年 3 月 26 日醫學院院務會議決議，旨揭專業實務報

告內容項目，詳如附件十一，P.28~P.29。 

決議：1、照案通過。 

2、另工學院及管理學院所屬碩士班，如符合教育部認定準則之範

圍者，也請考量提出代替論文之機制。 

（五）案由：檢具「長庚大學教師授課鐘點核計辦法」修正條文對照表，詳如

附件十二，P.30~P31，請討論。（提案單位：課務組） 

說明：為公平呈現教師指導研究生負荷，統一核算指導研究生方式，一

律以論文指導費核算。 

決議：1、第四條原「指導大學部專題研究或畢業論文」修正為「指導大

學部專題研究性課程」。 

2、修正後通過。 

（六）案由：檢具「長庚大學學生選課實施辦法」修正條文對照表，詳如附件

十三，P.32，請討論。（提案單位：課務組） 

說明：為響應校內無紙化節能減碳措施，且班級導師可透過導師系統察

看學生選課結果，故修改條文內容自 109學年度第一學期實施。 

決議：照案通過。 

（七）案由：修訂跨院系學分學程資料，請討論。（提案單位：醫學院、工學

院） 

說明：1、原「應用生物資訊學程」取消（無人申請），更名新增為「應

用生物資訊微學程」，取得學程學分數為 12 學分，詳如附件

十四，P.33~P.34。 

2、原「高階電路板創新學程」取消（無人申請），更名新增為「電

路板創新微學程」，取得學程學分數為 8學分以上，詳如附件

十五，P.35。 

決議：1、照案通過。 

2、請課務組加強學分學程宣傳事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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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案由：108學年度第二學期成績更改案，請討論。（提案單位：註冊組） 

說明：成績更改案牽涉及格狀態變更者共 10案件，詳如附件十六（略）。 

決議：照案通過。 

七、臨時動議：無。 

八、散會：13時 25分。 



附件一 

108學年度第 4次教務會議決議執行情形 

會議時間：109年 6月 11日（星期四） 

會議決議摘要 提案單位及執行情形 

（一）案由：檢具「長庚大學學生學業成績計算

辦法」修正條文對照表，請討論。

（提案單位：註冊組） 

決議：1、第九條原「授課教師受理後應於

十日內回覆。學生對複查結果仍

有異議時，得於收到授課教師回

覆後次日起十日內向開課單位

提出申訴，對申訴結果仍不服

者，至遲得於收到開課單位處理

結果後次日起十日內向學生申

訴評議委員會提出申訴。」修正

為「授課教師受理後應於十個工

作日內回覆。學生對複查結果仍

有異議時，得於收到授課教師回

覆後次日起十個工作日內向開

課單位提出申覆，對申訴結果仍

不服者，至遲得於收到開課單位

處理結果後次日起十個工作日

內向學生申訴評議委員會提出

申訴。」 

2、原第十條除條次順延外，「本辦

法經教務會議通過，呈校長核准

後公佈實施，修正時亦同。」修

正為「本辦法經教務會議通過，

陳請校長核定後實施，修正時亦

同。」 

3、修正後通過。 

註冊組已於 109 年 8 月 28

日以電子郵件公告全校師

生。（表單序號 CGUD0000 

0099744） 

P.1



會議決議摘要 提案單位及執行情形 

（二）案由：檢具「長庚大學學期成績補、更正

辦法」修正條文對照表，請討論。

（提案單位：註冊組） 

決議：1、第六條原「本辦法經教務會議通

過，報請校長核准後公布實施，

修正時亦同。」修正為「本辦法

經教務會議通過，並呈校長核准

後實施，修正時亦同。」 

2、修正後通過。 

註冊組已於 109 年 8 月 28

日以電子郵件公告全校師

生。（表單序號 CGUD0000 

0099743） 

（三）案由：檢具「長庚大學學生抵免學分辦法」

修正條文對照表，請討論。（提案

單位：體育室、註冊組） 

決議：照案通過。 

註冊組已於 109 年 8 月 28

日以電子郵件公告全校學

生。（表單序號 CGUD0000 

0099742） 

（四）案由：檢具「長庚大學碩、博士班研究生

論文撰寫辦法」修正條文對照表，

請討論。（提案單位：研教組） 

決議：：1、第十一條原「本辦法經教務會

議通過，呈校長核准後實施，修

訂時亦同。」修正為「本辦法經

教務會議通過，陳請校長核定後

實施，修正時亦同。」 

2、修正後通過。 

研教組已於 109年 9月 4日

以電子郵件公告全校師生。

（表單序號 CGUD0000010 

0559） 

（五）案由：檢具「長庚大學特殊選才招生規定」

修正條文對照表，請討論。（提案

單位：招生組） 

決議：照案通過。 

經教育部 109 年 7 月 20 日

臺教高(四)字第 1090102546

號函核復意見，修正全文共

12條，於 109年 7月 30日

報部，經教育部 109年 8月

19 日臺教高 (四 )字第

1090111923號函核定，提本

會 109學年度第 1次會議備

P.2



會議決議摘要 提案單位及執行情形 

查。核定後招生規定已於

109 年 9 月 3 日於 NOTES

公布函公告。 

（六）案由：檢具「長庚大學教具管理、借用辦

法」修正條文對照表，請討論。（提

案單位：課務組） 

決議：緩議。請課務組審視修正條文並進一

步審議後，再提送本會討論。 

課務組擬重新修正條文並

進一步審議後，再提送本會

討論。 

（七）案由：檢具「長庚大學教務處出版組文件

印製辦法」修正條文對照表，請討

論。（提案單位：課務組） 

決議：1、原第十條除條次異動外，「本辦

法經教務會議通過，並呈校長核

准後實施，修正時亦同。」修正

為「本辦法經教務會議通過，陳

請校長核定後實施，修正時亦

同。」 

2、修正後通過。 

課務組已於 109年 9月 8日

以電子郵件公告全校師生。

（表單序號 CGUD0000010 

0628） 

（八）案由：檢具「長庚大學教師授課鐘點核計

辦法」修正條文對照表，請討論。

（提案單位：課務組） 

決議：1、第十四條原「本辦法經教務會議

通過，呈校長核准後公布實施，

修正時亦同。」修正為「本辦法

經教務會議通過，陳請校長核定

後實施，修正時亦同。」 

2、修正後通過。 

課務組已於 109年 9月 8日

以電子郵件公告全校師生。

（表單序號 CGUD0000010 

05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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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三 

1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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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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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以內 

2.歷年各學期操行成績在 80 分以上 

普通物理學(1)(2)

共 4學分 

普通生物學(1)(2)

共 4學分 

經醫學影像暨放射系審

查通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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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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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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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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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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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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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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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內 

2.前兩學期各學期操行成績在 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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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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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內 

2.前兩學期各學期操行成績在 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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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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9 學年度接受雙主修之系別、名額及申請資格 

 

110 學年起新增可接受雙主修科系預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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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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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5%內 

2.前兩學期各學期操行成績在 80 分以上 

無 經工商系審查通過 

工業設計系 10名 
前學年學業成績 7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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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5分以上或學期平

均成績在同系同級學生數前 4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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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0分以

上 

無 經國際健康管理學士學

位學程審查通過 

系別 名額 
申請資格 

學業成績 先修科目 附註 

人工智慧學士學位

學程 
3名 

學業成績前一學年須為班上前 25% 任何程式設計課

程 

經人工智慧學士學位學

程審查通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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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四 

1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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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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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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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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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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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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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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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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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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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5（含） 
無 經工商系審查通過 

工業設計系 10名 前學年學業成績 7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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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5分以上或

學期平均成績在同系同級學生

數前 5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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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0

分以上 
無 

經國際健康管理學士學

位學程審查通過 

110 學年起新增可接受輔系科系預告 

 

系別 名額 
申請資格 

學業成績 先修科目 附註 

人工智慧學士學位

學程 
3名 

學業成績前一學年須為班上前 30% 任何程式設計課

程 

經人工智慧學士學位學

程審查通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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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五 

108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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內科 醫學系 林俊彥 1 0 109/6/10 

2 全民國防教育-全民國防 軍訓室 林靜宜 4 0 109/6/30 

3 商事法 工商管理學系 游啟璋 2 1 109/7/3 

4 基礎英文(B) 通識中心 張玉燕 5 5 109/7/6 

5 英文工作坊 通識中心 楊吉林 1 1 109/7/6 

6 寄生蟲學實驗 醫學系 王蓮成 1 0 109/7/13 

7 寄生蟲學 醫學系 王蓮成 3 0 109/7/13 

8 通訊實驗 電機系通訊組 林炆標 3 0 109/7/13 

9 生涯發展與規劃 通識中心 陳麗如 1 0 109/7/13 

10 生物統計 呼吸治療學系 萬國華 1 0 109/7/13 

11 程式設計 電子系 游智仁 1 0 109/7/14 

12 親職教育 通識中心 陳惠茹 1 0 109/7/15 

13 影像解剖及生理學 醫放系 黃耀祥 1 0 109/7/15 

14 數位積體電路設計 電機系 魏一勤 1 0 109/7/20 

15 寓言-經典與多元思維 物理治療系 韓學宏 1 0 109/7/20 

16 學報討論(2) 電機系博士班 林文彥 1 1 109/7/20 

17 發育生物學概論 生醫系 皮海薇 1 1 109/7/31 

18 臨床試驗人才培育實務 生醫系 蔡佩倩 1 0 109/9/10 

19 基礎英文(B) 通識中心 張玉燕 1 1 109/9/ 

       

 小計   31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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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7  108  
 

 
 

   
 

 
  

1100  44 24 54.55% 45 33 73.33% 
1200  33 26 78.79% 35 32 91.43% 
1240  17 11 64.71% 17 14 82.35% 
1300  21 15 71.43% 20 17 85.00% 
1400  37 13 35.14% 34 20 58.82% 
1500  28 16 57.14% 25 20 80.00% 
1600  42 17 40.48% 42 28 66.67% 
1700  21 13 61.90% 21 17 80.95% 
1800  55 38 69.09% 54 47 87.04% 
1900  23 16 69.57% 25 19 76.00% 

 321 189 58.88% 318 247 77.67% 
2100  38 28 73.68% 37 30 81.08% 
2200  17 12 70.59% 18 16 88.89% 
2300  19 14 73.68% 20 17 85.00% 
2700  29 22 75.86% 36 31 86.11% 
2D00  20 12 60.00% 20 13 65.00% 

 123 88 71.54% 131 107 81.68% 
3000     5 4 80.00% 
3100  21 13 61.90% 21 15 71.43% 
3200  23 18 78.26% 26 23 88.46% 
3300  39 30 76.92% 39 33 84.62% 
3500  37 33 89.19% 40 39 97.50% 
3B00     8 6 75.00% 

 120 94 78.33% 139 120 86.33% 
07B0  3 2 66.67% 3 3 100.00% 
5000  119 92 77.31% 105 90 85.71% 

 686 465 67.78% 696 567 81.47% 

1.  
      2.  
      3. <7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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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八 

「長庚大學學則」修訂條文對照表 

修訂條文 現行條文 說明 

第三十八條 

第一項略（無修正） 

依本校「醫學系醫師科學

家培育計畫」修讀碩博士

學位之醫學系學生辦理

休學者，其休學年限依所

選讀之研究所修業期限

（碩士班四學年、博士班

七學年）為限。 

學生被准予休學時，該學

期內已有之各項成績概

不計算。 

「學生申請休學辦法」另

訂之，並報教育部備查。 

第三十八條 

第一項略（無修正） 

學生被准予休學時，該學

期內已有之各項成績概

不計算。 

「學生申請休學辦法」另

訂之，並報教育部備查。 

1.依「醫學系醫師科學家

培育計畫」規定，甄選

進入該計畫之醫學系

學生，得於四年級修業

完畢後辦理休學，考入

本校研究所，獲得碩博

士學位後，再復學醫學

系完成醫學士學位。 

2.因應參與之學生可能

超出本校規定之休學

年限，擬修改學則以維

學生權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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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部「各類學位名稱訂定程序授予要件及代替碩士博士論文 

認定準則」之認定範圍及內容項目 

類別 
認定範圍 

（認定準則第七、八條） 

內容項目 

（認定準則第十、十一條） 

藝術類 

於音樂、戲曲、戲劇、劇場藝術、

舞蹈、民俗技藝、音像藝術、視覺

藝術、新媒體藝術、設計及其他藝

術領域，其作品連同書面報告之學

理分析具有重要具體之貢獻者。 

創作或展演理念與個案描述、

學理基礎、方法技巧詮釋及分

析、作品與成就之成果貢獻及

其他衍生性成就。 

應用 

科技類 

於生命科學、環境、物理及化學、

數學及統計、資訊通訊、工程及工

程業、製造、建築及營建、農業、

運輸及其他科技領域，有專利、技

術移轉或創新之成果；或個案研究

獲全國性或國際性技術競賽獎項；

或產學合作、技術應用及衍生或改

善專案等成果，其成果連同技術報

告之學理分析具有重要具體之貢

獻者。 

技術研發理念與個案描述、學

理基礎、方法技巧詮釋及分

析、成就之成果貢獻及其他衍

生性成就。 

體育 

運動類 

於休閒運動、競技、體育運動領域，

本人或其經指定指導之運動員參

加重大國內外運動賽會，獲有名

次，其成就證明連同書面報告之學

理分析具有重要具體之貢獻者；其

賽會範圍由主管機關公告。 

參賽歷程與個案描述、學理基

礎、方法技巧詮釋及分析、成

就之成果貢獻及其他衍生性

成就。 

專業 

實務類 

指研究領域或內涵以實務應用為

主之類型者。 

專業實務成果理念與個案描

述、學理基礎、方法技巧詮釋

及分析、成果貢獻及其他衍生

性成就。 

各類別基準應與該級論文水準相當，並經院、所、系、學位學程、組會議通過，

送教務相關之校級會議通過後實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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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類學位名稱訂定程序授予要件及代替碩士博士

論文認定準則 
 

第一條    本準則依學位授予法（以下簡稱本法）第三條第三項、第七

條第四項及第九條第四項規定訂定之。 

 

第二條    專科學校及大學(以下簡稱學校)各類學位中文、英文名稱、

授予要件、學位證書之頒給及註記等規定，由院、所、系、

科、學位學程、組擬議，依學校規定程序，經教務相關之校級

會議通過後實施，並報主管機關備查。 

       

第三條    學校各類學位中文、英文名稱之訂定，應符合國際慣例及趨

勢並參酌主管機關公告之中文、英文學位名稱參考手冊，由授

予學位學校依各院、所、系、科、學位學程、組之特色、課程

內容及課程性質所屬領域、學術或專業實務導向為之。 

 

第四條    學校各類學位授予要件之訂定，應考量各級學位層級、修業

年限、應修學分數、實習規定、畢業條件與各類學位所應具備

核心能力、專業素養及需通過各類考核項目。 

 

第五條    各類學位中文、英文名稱併同實施年度、授予要件、學位證

書之頒給、註記及其他相關規定，應公告於學校網站校務資訊

公開專區。 

          前項學位授予要件，包括是否得以作品、成就證明連同書面報

告或以技術報告、專業實務報告代替論文。 

 

第六條    學位證書內容應包括學生姓名、出生年月日、院、所、系、

科、學位學程、組、畢業年月、學位名稱及證書字號；修讀本

校或他校輔系或雙主修者，應另加註學校及學系名稱；申請補

發證明書者，並應包括補發證明書日期。 

 

第七條    本法第七條第四項得以作品、成就證明連同書面報告或以技

術報告、專業實務報告，代替碩士論文之認定範圍如下： 

 一、藝術類：於音樂、戲曲、戲劇、劇場藝術、舞蹈、民

   俗技藝、音像藝術、視覺藝術、新媒體藝術、設計及

   其他藝術領域，其作品連同書面報告之學理分析具有

   重要具體之貢獻者。 

  二、應用科技類：於生命科學、環境、物理及化學、數學

  及統計、資訊通訊、工程及工程業、製造、建築及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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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建、農業、運輸及其他科技領域，有專利、技術移轉

  或創新之成果；或個案研究獲全國性或國際性技術競

  賽獎項；或產學合作、技術應用及衍生或改善專案等

  成果，其成果連同技術報告之學理分析具有重要具體

  之貢獻者。 

  三、體育運動類：於休閒運動、競技、體育運動領域，本

  人或其經指定指導之運動員參加重大國內外運動賽 

  會，獲有名次，其成就證明連同書面報告之學理分析

  具有重要具體之貢獻者；其賽會範圍由主管機關公 

  告。 

  四、專業實務類：指研究領域或內涵以實務應用為主之類

  型者。 

  前項作品、成就證明連同書面報告或以技術報告、專業

實務報告採計基準及應送繳資料，由學校自行訂定；其基

準應與該級論文水準相當，並經院、所、系、學位學程、

組會議通過，送教務相關之校級會議通過後實施，並公告

於學校網站校務資訊公開專區。 

 

第八條    本法第九條第四項得以作品、成就證明連同書面報告或以技

術報告，代替博士論文之認定範圍，比照前條第一項第一款至

第三款規定辦理。 

     前項作品、成就證明連同書面報告或以技術報告採計基準及

應送繳資料，由學校自行訂定；其基準應與該級論文水準相

當，並經院、所、系、學位學程、組會議通過，送教務相關之

校級會議通過後實施，並公告於學校網站校務資訊公開專區。 

 

第九條    前二條以作品、成就證明連同書面報告或以技術報告、專業

實務報告，代替碩士、博士論文之資料形式，得為紙本、磁

碟、光碟或其他電子儲存媒介。 

 

第十條    第七條書面報告、技術報告或專業實務報告應包括之內容項

目如下： 

  一、藝術類：創作或展演理念與個案描述、學理基礎、方

  法技巧詮釋及分析、作品與成就之成果貢獻及其他衍

  生性成就。 

  二、應用科技類：技術研發理念與個案描述、學理基礎、

  方法技巧詮釋及分析、成就之成果貢獻及其他衍生性

  成就。 

  三、體育運動類：參賽歷程與個案描述、學理基礎、方法

  技巧詮釋及分析、成就之成果貢獻及其他衍生性成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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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專業實務類：專業實務成果理念與個案描述、學理基

  礎、方法技巧詮釋及分析、成果貢獻及其他衍生性成

  就。 

 

第十一條    第八條書面報告、技術報告之內容項目，比照前條第一 

        款至第三款規定辦理。 

 

第十二條    本準則自發布日施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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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長庚大學健康照護產業碩士學位學程適合當作專業實務報告的主題 

(一)專業實務報告主題或內容具有創新之處 

(二)專業實務報告具有專利或創作之成果 

(三)專業技術或管理之個案研究，經整理分析具獨特見解貢獻之報告 

(四)實務改善專案具有貢獻之研發成果 

 

 

二、專業實務報告(技術報告)正文格式範例 

目次 

謝誌 

中文摘要 

英文摘要 

目次 

表次 

圖次 

第一章 緒論(成果理念、個案描述或場域問題) 

第一節 研究背景與動機 

第二節 研究目的與待解決問題 

第三節 研究範圍與限制 

第四節 專有名詞釋義 

 

第二章 學理基礎(文獻探討) 

 

第三章 方法、技術詮釋及實施 

 

第四章 結果與分析討論 

第一節 成果分析 

第二節 創新性 

第三節 重要性（針對實務應用上之價值） 

 

第五章 結論與建議 

 

第六章 貢獻 

第一節 成果貢獻（對社會、文化、生態等層面之影響） 

第二節 成果獲獎或成果報告發表或技術轉移或專利 

第三節 未來研發方向與展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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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十二 

「長庚大學教師授課鐘點核計辦法」修正條文對照表 

修正條文 現行條文 說明 

第四條 本校專任教師指導學生專

題研究、論文核計方式如

下： 

一、 指導大學部專題研究

性課程：每指導一位

學生每週核計 0.5 小

時，但是每位教師每

週累計不得多於二小

時。 

二、 指導研究生論文核給

論文指導費，每位博

士生八千元、碩士生

六千元，每生只核給

一次，若有多位教師

參與指導時，指導教

授共同均分論文指導

費，並於學生論文口

試通過後核給。 

教師指導研究生論文

時，應兼顧研究生之輔

導，其內容悉依本校

『教師輔導學生實施

辦法』行之。 

三、 除上述授課類別可核

計授課時數外，教師

若從事教材撰寫﹑支

援行政工作及籌辦國

際或學術研討會時除

另有規定外，亦可以

呈准方式將所參與之

時間，折算為授課時

數。惟累計至多以每

週一小時為限。 

 

第四條 本校各級專任教師教授下

列課程；其各種授課類別之

授課時數核計及上限規定

如下： 

一、指導研究所或大學

部學生論文（專題研

究），若有多位教師

參與指導，其授課時

數核計依下列原則

自行協商分配： 

(一 )指導研究生

（含碩士、博

士）論文：每

指導一位博士

生每週核計授

課時數一小

時、碩士生二

分之一小時，

但每週授課時

數累計最多為

三小時。博士

生以 3.5 年為

限，碩士生以

1.5年為限。 

(二)大學部專題研

究或大四畢業

論文：每指導

一位學生每週

核計 0.5 小

時，但是每位

教師每週累計

不得多於二小

時。 

前述教師之指導研

究生論文時數在未

核計前，其授課時數

已達前條規定應授

第二項實

習時數條

文整併至

第三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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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正條文 現行條文 說明 

時數者（扣除兼任行

政工作核減時數），

所指導研究生論文

不予核計時數，改為

核給論文指導費，每

位博士生八千元、碩

士生六千元，每生只

核給一次，若有多位

教師參與指導時，依

上教師自行協商分

配授課時數比率分

配論文指導費，並於

學生論文口試時核

給。 

上述情形未達所規

定應授時數時，教師

得選擇核計時數或

核給論文指導費，經

選定後不得更改。 

教師指導研究生論

文時，應兼顧研究生

之輔導，其內容悉依

本校『教師輔導學生

實施辦法』行之。 

二、除上述授課類別可

核計授課時數外，教

師若從事教材撰寫﹑

支援行政工作及籌

辦國際或學術研討

會時除另有規定

外，亦可以呈准方式

將所參與之時間，折

算為授課時數。惟累

計至多以每週一小

時為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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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十三 
「長庚大學學生選課實施辦法」修正條文對照表 

修正條文 現行條文 說明 

第八條  學生應由導師指導選

課，於選課各階段結束

後，應自行於校務資訊

系統確認所選課程科

目。當學期選課一律以

電腦系統為依據。 

 

第八條  學生應由導師指導選

課，於加退選結束後，

由課務組印發學生個

人選課表，各生務必親

自簽名確認並送交導

師審查簽章，送課務組

存查。未繳交者，選課

記錄以電腦系統為依

據，不得有異議。 

 

1. 班級導師可

透過導師系

統察看學生

選課結果。 

2. 因應節能減

碳，響應校

內無紙化作

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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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十四 

應用生物資訊微學程 

Applied Bioinformatics micro-Program 
 

一、宗旨： 

自人類基因體於 2003完成解碼後，各種高通量體學研究技術及平台快速發展，產生大量生物

醫學數據。體學硏究也從實驗室轉化為精準醫學。預估未來 5年將需要大量生物醫學大數據

分析人才。但目前國內生物資訉教學以工程及資訊相關科系為主，畢業生多選擇高科技產業

就業，且因缺乏實務應用訓練，也無法與生物資訊產業接執。因此「應用生物資訊微學程」

課程內容將以生物醫學大數據實務分析訓練為主。目標設定招收具生物醫學背景的學生，加

強生物醫學大數據分析訓練，以期完成學程後即可進入生物資訊產業工作。 

二、依據：依「長庚大學學程設置原則」辦理。 

三、目的： 

「應用生物資訊微學程」之特色為所有專業課程均會配合實務訓練。學程規劃配合生醫系/

生技系巳設立之「生物資訊學程」及「生物科技產業碩博士學程」，對課程作統一規劃，提供

本校各學系研究生及大學部高年級學生修讀。若學生進入 5年一貫學碩學程，可選擇抵免部

份碩士學程學分。 

四、申請修讀資格：本學程是由醫學院生醫所與生技系、生醫系、生物科技產業碩士學程共

同規劃之跨系學程，本校各學系所研究生及大學部高年級學生均可申請修讀。 

五、修習學分： 

「應用生物資訊微學程」規劃共 12學分；修習總學分中，須有 1/3學分為其他系所課程 (開

課單位非本系所)。 

課程分為三大主軸：基本理論、專業課程與實務訓練。內容涵蓋分析及整合經由各種高通量

體學研究產生的生物醫學大數據。 

六、學程召集人： 

鄧致剛 教授 (分機：5136, petang@mail.cgu.edu.tw) 

七、課程規劃： 

「應用生物資訊微學程」規劃共 12學分課。三大主軸所需之學分數為基本理論：至少 4學分、

專業課程：至少 4學分 、實務訓練：至少 4學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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應用生物資訊微學程「基本理論」選修課程(至少 4學分) 

開課年級 科目代號 課程名稱(開課系所) 
課程 

負真人 
學分 附著 

上/下學期 GT0153 
生物技術及生物資訊之發展

現況(通識中心) 
廖威超 2 二選一 

 
下學期 MT4261 生物資訊學(生技系) 蘇文慧 2 

上學期 LS1015 
生物人的程式設計入門 

(生醫系) 
黃柏榕 2  

上學期 BMD114 醫學新知導論(生醫所) 林光輝 2 碩博合開 

下學期 

BMD102 

NPM117 

MTM124 

科學研究方法 

(醫技系碩士班 

生物科技產業碩士學程 

中醫系天藥碩士班 

中醫系傳醫碩士班 

生物醫學所博士班) 

黎欣白 2  

 

 

 

應用生物資訊微學程「專業課程」選修課程(至少 4學分) 

開課年級 科目代號 課程名稱 
課程負真

人 
學分 附著 

上學期 
BMD645 

BTD106 

生物資訊分析課程 

(生醫所 

生物科技產業碩士學程) 

鄧致剛 2 碩博合開 

下學期 LS2125 
生物統計資料分析與軟體應

用(生醫系) 
蔡佩倩 2  

下學期 LS3140 
網頁程式設計與應用 

(生醫系) 
黃柏榕 2  

下學期 BMM619 
生物資料庫管理與應用 

(生醫所/生醫系) 
黃柏榕 2 學碩合開 

 

 

 

應用生物資訊微學程「實務訓練」選修課程(至少 4學分) 

開課年級 科目代號 課程名稱 
課程負真

人 
學分 附著 

下學期 BMD662 
高通量定序分析 

(生醫所) 
鄧致剛 2 碩博合開 

上學期 BMD350 
轉錄體學與數據分析 

(生醫所) 
劉軒 1 碩博合開 

暑期 LS2017 
生物資訊程式設計與應用 

(生醫系) 
黃柏榕 3  

上學期 LS2123 
量化大數據分析與繪圖 

(生醫系) 
黃柏榕 2  

上學期 
BMD381 

BTD204 

大數據應用與電子商務 

(生物科技產業碩/博士學程 

) 

趙學忻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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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8/18/2020 修訂                        
長庚大學 電路板創新微學程 

Innovative Micro-program for the Printed Circuit Board 
 

一、宗旨： 

此『電路板創新微學程』為基於產業人才培育需求，增加培養專業應用能

力及經驗之實務型課程，培養出跨領域且具備電路板專業工程技術之多元能力

人才，以盼藉由產學之交流來縮短學用落差。 

 

二、依據： 

依「長庚大學學程設置原則」辦理。 

 

三、目的： 

培育『電路板實務人才』，使於畢業後能及時投入電路板產業，並於短期內

成為該企業之幹部。 

 

四、對象： 

本校全體工學院、管理學院學生(含：大學部與研究生)皆可選修。  

 

五、修習學分： 

本微學程規劃 3門課，修畢 8學分以上，即符合本微學程之要求。 

 

六、學程召集人： 

工學院電機系- 林文彥 副教授 (分機：3675, wylin@mail.cgu.edu.tw ) 
 

七、課程規劃： 

 1. 必修課程：電子系-「電路板基礎工程」（3學分）、機械系-「電子封

裝概論」（3學分） 

 2. 選修課程：工學院各系暑期學程之任一門課(2學分以上) 

 

 凡修畢必修課程之兩門課及選修課程至少一門課以上，共取得至少 8學分

以上，即符合學程之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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