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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0學年度第一學期醫學院課程委員會會議紀錄 

 

時間：110年 11月 4日(星期四)下午 2:00 

會議連結：https://meet.google.com/vdr-tpkz-ezy 

主席：陳院長震寰 

出 席 者︰吳副院長俊穎、楊副院長令瑀、黃副院長心苑、醫學系 課程委員會代表(凌憬

峯）、臨床醫學研究所 課程委員會代表(陳斯婷）、傳統醫藥研究所 課程委員會代表(傅淑

玲）、急重症醫學研究所 課程委員會代表(許瀚水）、生理學研究所 課程委員會代表(阮琪

昌）、藥理學科暨研究所 課程委員會代表(嚴錦城）、腦科學研究所 課程委員會代表(楊定

一）、解剖學及細胞生物學科暨研究所 課程委員會代表(鄭瓊娟）、公共衛生暨醫學人文學科

暨研究所 課程委員會代表(陳娟瑜）、衛生福利研究所 課程委員會代表(林寬佳）、環境暨職

業醫學科暨研究 課程委員會代表(紀凱獻）、醫務管理研究所 課程委員會代表(林寬佳、陳

韵宜）、生物醫學資訊研究所 課程委員會代表(吳俊穎)、國際衛生碩士學位學程 課程委員

會代表(黃心苑）、轉譯醫學博士學位學程 課程委員會代表(陳斯婷）、環境科技博士學位學

程 課程委員會代表(紀凱獻）、公共衛生碩士學位學程 課程委員會代表(黃心苑）、醫學系學

生代表(楊彬） 

請假者：王副院長署君、研究所學生代表（洪辰昊） 

壹、 確認會議記錄：                                                    

上次課程委員會召開日期：110年 9月 3日（五）上午 10時整 

案由一、110學年度醫學系通識課程相關規定及必選修課程科

目表。 

 

說明： 

一、 因應合校後兩校通識課程整合，在通識及語言教育方面帶來課程精進

的契機，重新思索本校學生所應具備之基本素養、核心價值與能力。 

二、 依據 110學年度大學部新生適用之「國立陽明交通大學共同課程通

則」及「國立陽明交通大學核心課程修習辦法」，共同課程分為「核

心課程」及「語言與溝通課程」，另「核心課程」規劃如下： 

領域 類別 
學分數 

小計 合計 

核心課程 

(分基本素養課程

及領域課程兩類) 

基本素養課程 至少6學分 

至少18

學分 

領域課程 

1. 人文與美學 

2. 個人、社會與文化 

3. 公民與倫理思考 

至少8學分，各

領域學分數可

由各學院規範，

亦可要求必修

決議： 

通過。 

 

執行情形： 

本案已據以執行。 

https://meet.google.com/vdr-tpkz-ez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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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社會中的科技與自然 特定課程。 

三、 經 110年 8月 19日醫學系通識課程改革會議中決議，同意依校方對

於共同課程的基本學分要求，不額外增加必修學分數，但領域課程需

至少修讀 2領域，普通心理學維持必修並認列為領域課程，且三組修

課規定一致。 

四、 並經 110年 9月 1日醫學系教學發展暨課程委員會書面審查通過。 

上次課程委員會召開日期：110年 4月 8日（四）下午 2時整 

案由一、本院「課程委員會設置辦法」修正案。 

 

說明： 

一、 依 110年 3月 3日 109學年度第 1次教務會議通過之本校課程委員會

設置辦法，本院於 109學年度第二學期醫學院第 1次主管會議進行第

一次討論修正，擬於本會再討論。 

二、 本次修正重點臚列如下： 

第四條第三款，修正為審議跨院、系、所課程(含核心課程)相關事

宜。 

決議： 

修正後通過。 

 

執行情形： 

本案後續經本院臨時主

管會議(110.07.29)及臨

時院務會議(110.09.09)

再修正通過，擬提報 

本學期校級課程委員會

審議。 

案由二、本院各研究所課程規劃及醫學系必選修科目表。 

 

說明： 

一、 依本校新修訂課程委員會設置辦法，各單位進行下學期開排課前，研

究所須完成課程規劃及大學部須確認必選修科目表，並完成系所及院

級課程委員會審議。 

二、 檢附 110學年度第一學期本院研究所(共計 12個研究所、4個學程及 2

個碩專班)課程規劃表及醫學系必選修科目表 

 

決議： 

修正後通過。 

 

執行情形： 

本案已據以執行。 

案由三、110學年度第一學期藥理所「生醫科學與藥物發展的

新知與前瞻」遠距教學課程計畫書草案。 

 

說明： 

一、 開授遠距教學課程，應由開課單位擬具教學計畫，依課程規劃及研議

程序辦理，經教務相關之校級會議通過後實施；上傳至教育部「大學

校院課程網」。 

二、 遠距教學課程指師生透過通訊網路、電腦網路、視訊頻道等傳輸媒

體，以互動方式進行之教學。授課時數二分之一(含)以上以遠距教學

方式進行者。 

三、 配合政府雙語與本校國際化政策，邀請藥理所戚謹文兼任教授開設全

英語「生醫科學與藥物發展的新知與前瞻」遠距教學課程，課程內容

包含科學時事、生物醫學新知、新藥開發等前瞻性議題，藉由文獻討

論與師生互動，提升同學英語溝通與邏輯答辯能力，思考影響科學發

展與社會議題之重要關鍵。 

決議： 

通過。 

 

執行情形： 

本案已據以執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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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戚謹文教授將全程使用線上同步教學方式講授課程內容，並邀請黃自

強教授與嚴錦城副教授於陽明校區共同授課，且於收播教室與學生面

談互動，帶領同學參與線上討論。 

 

案由四、本院各研究所碩博士班修課規定案。 

 

說明： 

一、 碩博士班修課規定主要說明各研究所最低修業年限、應修學分數及應

修（應選）課程及符合畢業資格之修課相關規定。經本院及本校課程

委員會審議通過後，擬由校方統一置於教務處課務組_課程訊息，俾便

查閱。 

二、 檢附本院碩博士班(共計 14個碩士班及 11個博士班)修課規定。 

 

決議： 

修正後通過。 

 

執行情形： 

本案已據以執行。 

案由五、本院各研究所碩博士班修業規章修正案。 

 

說明： 

一、 依 110年 3月 3日教務會議通過之「國立陽明交通大學研究生學位授

予作業規章」，本院各教學單位訂定研究生修業規章，應循序經本院

及本校課程委員會審查，再送教務會議核備後實施。 

二、 檢附本院碩博士班(共計 16個碩士班及 12個博士班)修業規章修正條

文對照表 

 

決議： 

通過。 

 

執行情形： 

本案已據以執行。 

案由六、本院 110學年度醫學院核心課程。 

 

說明： 

一、 為提供學生課程多元整合跨領域的選擇，經 103-2醫學院第 3次核心

主管會議通過，始規劃整合「核心課程」。「核心課程」分為公衛領

域、臨床領域與基礎領域，自 104學年度第 2學期起實施迄今。 

二、 為規範本院核心課程之開設，以提升教師授課品質及學生學習成效，

於 108學年度第一學期課程委員會中訂定「國立陽明大學醫學院核心

課程實施準則」。 

三、 依本院 108學年度第一學期課程委員會決議，本院既有之核心課程，

應符合「國立陽明大學醫學院核心課程實施準則」之開課規範，或需

於一年內調整開課內容以符合本院規定。 

 

決議： 

公衛領域擬延續既有核

心課程規畫開課。基礎

領域核心課程請阮琪昌

所長協助規劃，臨床領

域核心課程請王錦鈿所

長協助規劃，以整合資

源。 

生資所擬於 110學年度

新增必修科目「生物醫

學資訊學基礎」(2學

分)，另待本院申請中之

「跨領域醫學博士學位

學程」成立後擬規劃該

門課為學程必修科目，

於符合跨系、所或學程

共同必修課程條件下，

增列一門核心課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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執行情形： 

公衛領域核心課程援例

開設，基礎及臨床領域

核心課程持續規劃。 

 

貳、 專案報告： 

核心課程規劃進度報告：基礎領域（生理所阮琪昌所長）、臨床領域（臨醫所陳斯婷老師）。 

院長裁示： 

本院院級核心課程原為各系、所及學程課程經資源整合後，設計規劃為跨系、所或學程

共同必修課程。為避免核心課程之規劃增加研究生修課負擔，並提升課程整合，擬增加

除主開單位之必修課程外，如另有至少二個(含)以上開課單位列為共同必選修者，亦可

列入院級核心課程。 

 

參、 討論事項: 

案由一、本院各研究所 110學年度第二學期課程規劃及醫學系必(選)修科目表，請審議。 

說 明： 

一、依本校新修訂課程委員會設置辦法(110.05.26)，各單位進行下學期開排課前，

研究所須完成課程規劃及大學部須確認必(選)修科目表，並完成系所及院級課程

委員會審議。 

二、研究所必修課程異動如下： 

(一)公衛所：資料科學方法(生統領域博班必修/郭炤裕老師/2學分) 

(二)生資所：生物醫學資訊學基礎(二)(必修/黃宣誠老師/2學分) 

(三)臨醫所：基因體醫學(必修/李光申老師/2學分) 

請上開單位提出異動說明。 

三、檢附 110學年度第二學期本院研究所(共計 12個研究所、4個學程及 2個碩專

班)課程規劃表及醫學系必(選)修科目表。 

決  議：本案通過，爾後各開課單位如有新增必修課程，請提供相關會議紀錄及授課進度 

     表，並得由本院補助至多 50％之校外委員課程審查費。 

決議追辦：檢附公衛所、生資所及臨醫所相關會議紀錄及授課進度表如【附件 1、2、3】。 

 

案由二、本院各研究所碩博士班修課規定案，請審議。 

說 明： 

一、碩博士班修課規定主要說明各研究所最低修業年限、應修學分數及應修（應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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課程及符合畢業資格之修課相關規定。經本院及本校課程委員會審議通過後，擬

由校方統一置於教務處課務組_課程訊息，俾便查閱。 

二、檢附本院研究所修課規定於本學期有更新者，如下：藥理所(博士班)、解剖所

(碩士班)及臨醫所(碩士班、博士班及碩士在職專班)。 

決  議：本案通過。 

 

案由三、本院各研究所碩博士班修業規章修正案，請審議。 

說 明： 

一、依 110年 3月 3日教務會議通過之「國立陽明交通大學研究生學位授予作業規

章」，本院各教學單位訂定研究生修業規章，應循序經本院及本校課程委員會審

查，再送教務會議核備後實施。 

二、檢附本院研究所修業規章於本學期有更新者，如下：藥理所(碩、博士班)、公衛

所(博士班)、傳醫所(碩、博士班)、臨醫所(博士班)、腦科所(碩、博士班)及國

際衛生學程(碩、博士班)。 

決  議：本案通過。 

 

案由四、110學年度第二學期生資所「生物調控原理」及「標準與合規」遠距教學課程計畫

書草案，請審議。 

說 明： 

一、開授遠距教學課程，應由開課單位擬具教學計畫，依課程規劃及研議程序辦理，

經教務相關之校級會議通過後實施；上傳至教育部「大學校院課程網」。 

二、遠距教學課程指師生透過通訊網路、電腦網路、視訊頻道等傳輸媒體，以互動方

式進行之教學。授課時數二分之一(含)以上以遠距教學方式進行者。 

三、 檢附 110學年度第二學期生資所楊永正老師「生物調控原理」(選修，2學分)及

「標準與合規」(選修，1學分)遠距教學課程計畫書草案及初審意見。 

 

決  議：本案修正後通過，計畫書如【附件 4、5】。 

 

案由五、醫學系「智慧健康照護跨域學程」，請審議。 

說 明： 

一、因應智慧醫療科技與健康照護之需求，為提供本院醫學系學生多元學習機會以及

培養資訊科技跨域能力，結合本校護理學院、資訊學院及本院相關系所三方之教

學合作，並依據「國立陽明交通大學跨域學程實施辦法」，規劃醫學系「智慧健

康照護跨域學程」。 

二、「智慧健康照護跨域學程」之醫學生，需修習該學程之共同必修 6學分、資訊工

程模組 9學分、選修至少 15學分，總共至少修習 30學分。修畢後可於畢業證書

加註「跨域專長：資訊工程」。 

三、必修科目表各開課系所中，所列「醫學院」為本院參與跨域學程之相關開課系

所，刻正規劃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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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本案業經 110年 10月 19日醫學系課程委員會通過，如獲本會通過，擬提送本校

教發中心。 

五、檢附醫學系智慧健康照護跨域學程實施要點草案(含必修科目表)及初審意見。 

決  議：本案修正後通過，計畫書及審查意見回覆如【附件 6、7】 

 

肆、 臨時動議：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