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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0學年度第二學期醫學院課程委員會會議紀錄 

 

時間：111年 4月 1日(星期五)上午 9:00 

地點：醫學館 312室 

主席：陳院長震寰 

出 席 者︰王署君副院長、吳俊穎所長兼副院長(王禹超老師代) 、醫學系 課程委員會代表

(阮琪昌老師)、臨床醫學研究所 課程委員會代表(陳斯婷老師)、傳統醫藥研究所 課程委員

會代表(傅淑玲老師)、急重症醫學研究所 課程委員會代表(鄭玫枝老師)、生理學研究所 課

程委員會代表(吳鈺琳所長)、藥理學科暨研究所 課程委員會代表(嚴錦城所長)、腦科學研

究所 課程委員會代表(鄭菡若老師)、解剖學及細胞生物學科暨研究所 課程委員會代表(鄭

瓊娟所長)、公共衛生暨醫學人文學科暨研究所 課程委員會代表(黃心苑主任兼副院長代)、

衛生福利研究所 課程委員會代表(林寬佳所長代)、環境暨職業醫學科暨研究 課程委員會代

表(紀凱獻所長兼主任)、醫務管理研究所 課程委員會代表(林寬佳所長)、生物醫學資訊研

究所 課程委員會代表(王禹超老師)、國際衛生碩士學位學程 課程委員會代表(黃心苑主任

兼副院長)、轉譯醫學博士學位學程 課程委員會代表(陳斯婷老師)、環境科技博士學位學程 

課程委員會代表(紀凱獻所長兼主任)、公共衛生碩士學位學程 課程委員會代表(黃心苑主任

兼副院長)、跨領域醫學博士學位學程籌備處 課程委員會代表(王禹超老師) 

請假者：王副院長署君、楊令瑀副院長、醫學系學生代表(楊彬）、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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月 4日（四）下午 2時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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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說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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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決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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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執行情形： 

本案已據以執行。 

案由二、本院各研究所碩博士班修課規定案。 

 

說明：碩博士班修課規定主要說明各研究所最低修業年限、應

決議： 

通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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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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執行情形： 

本案已據以執行。 

案由三、本院各研究所碩博士班修業規章修正案。 

 

說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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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決議： 

通過。 

 

執行情形： 

本案已據以執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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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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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決議： 

通過。 

 

執行情形： 

本案已據以執行。 

案由五、醫學系「智慧健康照護跨域學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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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決議： 

修正後通過。 

 

執行情形： 

本案已經 110年 12月 16

日教務會議核備通過。 

 

貳、 討論事項: 

案由一、本院 111學年度第一學期各研究所課程規劃及醫學系必修科目表，請審議。 

說 明： 

一、依本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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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衛學程：必修課也可選擇「公共衛生實務討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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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醫管所：「醫療照護研究」更名為「醫療照護研究法」 

(三)跨域醫學學程： 

1.必修/跨領域醫學專題討論/鄭浩民/2 

2.必修/流行病學方法/莊宜芳/3 (與公衛所合開) 

3.必修/生物統計方法/郭炤裕/3 (與公衛所合開) 

4.必修/生物醫學資訊學基礎(一)/黃宣誠/2 (與生醫資訊所合開) 

三、醫學系必修課程異動如下： 

(一)醫師科學家組： 

1. 「化學原理(一)/2學分及化學原理(二)/2學分」，擬調整與醫師組學生

一同上課，課程名稱改為「化學原理」，學分數由 4學分改為 3學分。 

2. 「演算法與程式設計(三)：資料結構與演算法」，擬修改課名為「模擬系

統與數據分析」以符合課程內容，避免修課學生誤解。 

(二)醫師工程師組： 

1. 「心理學概論」課程名稱擬更改為「普通心理學」，考量課程設計、學習

目標及評量標準條件下，依學生背景進行授課內容及課名調整。 

2. (一)基礎科學必修：普通生物學(一)、普通生物學(二)、普通生物學實

驗，開課單位為生科系，避免混淆，標明開課單位為生物科技系。 

3. (三)電資專業選修：原電機模組至少 6學分、資訊工程模組至少 8學

分、電資模組至少 9學分，擬更改為自選至少 8學分。 

四、檢附本院 111學年度第一學期研究所(共計 12個研究所、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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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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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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擬於 111學年度更新者，如下：醫管所(含專班) (碩士

班)、衛福所(碩、博士班)、國際衛生學程(碩、博士班)、公衛學程(碩士班)、

環科學程(博士班)及跨域醫學學程(博士班) (新設);  

三、餘不做修訂(同 110學年度)，如下：生理所(碩、博士班)、解剖所(碩士班)、藥

理所(碩、博士班)、腦科所(碩、博士班)、傳醫所(碩、博士班)、臨醫所(碩、

博士班)、臨醫所專班(碩士班)、急重所(碩、博士班)、公衛所(碩、博士班)、

環衛所(碩、博士班)、生資所(碩、博士班)及轉譯學程(博士班)。 

決 議： 

一、 通過。 

二、 爾後於本會召開前，由院長指派本會委員進行初審，為會中審議參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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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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本校研究生學位授予作業規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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擬於 111學年度更新者，如下：腦科所(博士班)、急重

症所(碩、博士班) 、公衛所(碩、博士班) 、環衛所(碩、博士班)、醫管所(含

專班) (碩士班)、衛福所(碩、博士班)、生資所(碩、博士班)、國際衛生學程

(碩、博士班)、公衛學程(碩士班)、環科學程(博士班)及跨域醫學學程(博士班) 

(新增);  

三、餘不做修訂(同 110學年度)，如下：生理所(碩、博士班)、解剖所(碩士班)、藥

理所(碩、博士班)、腦科所(碩士班)、傳醫所(碩、博士班)、臨醫所(碩、博士

班)、臨醫所專班(碩士班)及轉譯學程(博士班)。 

決 議： 

一、 通過。 

二、 請各所依本校研究生學位授予作業規章逐步修正，完備修業規章，並於會前提供

最近一次修訂日期，以加註於案由說明。 

三、 爾後於本會召開前，由院長指派本會委員進行初審，為會中審議參考。 

 

案由四、本院各學分學程設置辦法修正案，請審議。 

說 明： 

一、 依本校課程委員會設置辦法，各院所屬單位開設之學程，應於辦法修訂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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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檢附本院學分學程設置辦法擬於 111學年度更新者，如下： 

(一)生資所「微菌轉譯研究學分學程」，本次修正重點為：配合合校更名之條文

修正;  

(二)餘不做修訂(同 110學年度)，如下：醫學系「醫師科研學分學程」及腦科所

「人工智慧生醫應用學分學程」。 

決 議：通過。 

 

案由五、本院跨域學程實施要點修正案，請審議。 

說 明： 

一、依本校課程委員會設置辦法，各院所屬單位開設之學程，應於辦法修訂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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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 檢附本院跨域學程實施要點擬於 111學年度更新者，如下： 

醫學系「智慧健康照護跨域學程」，本次修正重點為：選修列表中「進階公共衛

生議題」之學分數為 2學分，但實際授課為 1學分，須勘正為 1學分。 

決 議：通過。 

 

案由六、本院 111學年度第一學期遠距教學課程教學計畫大綱草案，請審議。 

http://mtr.bmi.nycu.edu.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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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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1學年度第一學期遠距教學課程計畫書草案如下： 

(一)藥理所嚴錦城老師「生醫科學與藥物發展的新知與前瞻」(選修，2學分)  

(二)生資所楊永正老師「臨床試驗資訊學」(選修，2學分)。 

(三)生資所楊永正老師「轉譯醫學資訊」(選修，2學分)。 

決 議： 

一、 藥理所嚴錦城老師「生醫科學與藥物發展的新知與前瞻」計畫書草案通過。 

二、 生資所楊永正老師「臨床試驗資訊學」及「轉譯醫學資訊」計畫書草案修正後通

過，計畫書如【附件 1、2】。 

 

參、 臨時動議:無。 

 

肆、 散會：上午 10:1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