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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0 學年度醫學系第 1 次課程委員會【會議紀錄】 

  

一、開會時間：111 年 3 月 3 日（星期四）中午 12:10 

二、開會地點：醫學大樓三樓會議室 

三、主持人：林嘉德主任 

四、出席者：醫學系課程委員會委員（如簽到單）紀錄：顧國棟 

五、主席宣佈開會並致詞： 

六、確認上次（110/03/05）會議紀錄執行情形，會議紀錄資料存查【附件 1】。 

七、報告事項： 

1. 1092(110/04/08)校課程委員會會議決議事項，醫學系提案皆有通過，如附件一說明。 

2. 已於 110/09/14 用 E-mail 通知各學科有無課程提案單，於 110/09/22 截止並無學科提出，故

110 上學期停開。 

八、提案討論： 

 

提案(一)  

案由：醫學系選修課程至 110 學年度上學期止開課情形【附件 2】。 

說明： 

1. 請參閱【附件 2】統計至 110學年度上學期選修課程開設狀況及修課人數。 

2. 醫學人文類 

a. 【醫學生涯】1學分，廖世傑老師建議刪除，是否刪除或另請老師開課，於

111-2 開始授課。 

b. 【醫療糾紛的理論與實務】1學分，徐金雲老師，因 105 至 1101 選課人數不

足，僅 1081 授課 3 人。是否刪除或另請老師開課於 111-1 開始授課。 

3. 中醫藥課程類 

a. 【生活中藥】2學分，李昭瑩老師退休。建議改由謝文聰老師負責開課，採

EMI全英語課程，於 111-2開始授課。 

4. 研究類 

a. 【探索癌症】2 學分，余永倫老師，已於 109 由四下改為四上，仍因修課人數

不足而停開。是否刪除或另請老師開課，於 111-1 開始授課。 

決議： 

1. 【醫學生涯】1學分，由長官們提供協助，邀請大師級醫師介紹生涯並與學生對

談。 

2. 【醫療糾紛的理論與實務】1學分，由長官們提供協助，邀請醫師實例介紹並與

學生對談。 

3. 【生活中藥】2學分，由謝文聰老師負責開課，採 EMI全英語課程，於 111學年

授課。 

4. 【探索癌症】2 學分，暫不刪除，另行邀請授課老師與長官重新規劃課程。 

 

提案(二)  

案由：醫學系學分抵免原則。 

說明： 

1. 依中國醫藥大學學生辦理抵免學分要點【附件 3】第七條：【各學系及研究所得自

訂抵免規則，經系所相關會議通過及本校課程委員會核備後實施；系所有較嚴格規

定者，所屬學生應從其規定。各學系及研究所並得依自訂之規則，核定申請案之科

目抵免或免修及抵免之學分數。】訂定之。 

2. 提出抵免科目成績須為 A-(80 分)以上方可抵免。(請討論) 

3. 中國醫藥大學醫學系學生辦理抵免學分規則草案【附件 4】。 

附件1-中國醫藥大學「109學年度醫學系第2次課程委員會」決議案執行情形表.docx
附件2-醫學系選修課程修課人數(102~1102)-20220223.xlsx
附件3-中國醫藥大學學生辦理抵免學分要點-1080711.pdf
附件4-中國醫藥大學醫學系學生辦理抵免學分規則-草案.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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決議：照案通過 

 

 

提案(三)  

案由：「臨床混成式課程」的後續發展。 

說明： 

1. 中國醫藥大學附設醫院教學部提案。 

2. 為使醫學生瞭解線上教材與臨床活動的關聯性，請各臨床學科錄製「有明確對應線

上教材與臨床教學活動的訓練藍圖說明」影片，並由學科主任確認簽核。 

3. 錄製教師需每年定期審視線上教材內容並回覆審視結果，以確認內容正確性，未回

覆審視結果者且經溝通無效後，該學年學校授課時數與鐘點費將不認列。 

決議：照案通過 

 

提案(四)  

案由：醫學系必選修畢業學分認定表， 111 學年度入學適用(M65 屆)草案【附件 5】。 

說明： 

1. 修改原附註【二、111 學年度入學新生實施，本系 6 年制，最低畢業學分為 230 學

分，含必修 210 學分，選修 20 學分其中須選修系開設之醫學人文相關課程至少 6

學分，中醫藥課程至少 5 學分。（因應醫學教育改革各年級之學分數會依課程委員

會決議而適時調整）。】 

2. 修改為【二、111 學年度入學新生實施，本系 6 年制，最低畢業學分為 230 學分，

含必修 210 學分，選修 20 學分其中須選修(1) 中醫藥課程至少 5 學分(可採計包含

醫學系開設之選修或中醫學院開設之中醫藥相關課程)。 (2) 醫學系開設之醫學人

文選修相關課程至少 6 學分。(3)其餘學分須為系定選修，為醫學系開設之選修課

程(其餘學分係指扣除所修之中醫藥課程選修學分、醫學人文選修學分及 EMI 屬選

修課程學分)。 

3. 新增【三、本系醫學生 EMI 課程至少須修 4 學分(可採計包含必修、選修或通識開

設屬 EMI 課程)。】 

（因應醫學教育改革各年級之學分數會依課程委員會決議而適時調整）。】。 

4. 最後版本會依校課程委員會會議決議通過後修改。 

決議：照案通過 

 

 

提案(五)  

案由：新增課程。 

說明： 

1. 醫學院推行之 EMI 全英語課程計畫，由醫學系及生醫所老師協助開設選修 EMI 課

程。共提出【尖端微，奈米製程技術】選修 2學分【附件 6】、【人類行為與幸福

感】選修 2學分【附件 7】、【由電影中學神經科學】選修 2學分【附件 8】，共

三門課 6 學分。 

 

新增課程 

課程名稱(含英文)  / 課程名稱簡寫 開課老師 學分數 必選修 開課學期 備註 

尖端微，奈米製程技術 

Advanced Micro- and Nano-manufacturing 

Technologies 

徐昭業 2 選 二下 
EMI 課程 

111學年開課 

人類行為與幸福感 

Human behavior and well-being 

李金鈴 

簡惠玲 
2 選 二下 

EMI 課程 

111 學年開課 

附件5-m65-111_111.02.21修-草.xlsx
附件6-EMI-尖端微，奈米製程技術-徐昭業.docx
附件7-EMI-人類行為與幸福感-李金鈴、簡惠玲.docx
附件8-EMI-由電影中學神經科學-翁鳳如.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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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電影中學神經科學 

Learn neuroscience from movies 
翁鳳如 2 選 二上 

EMI 課程 

111學年開課 

決議：照案通過 

 

 

提案(六)  

案由：變更課程名稱、學分數、必選修別、開課學期。 

說明： 

1. 【營養與健康 -- 吃什麼像什麼】全英語選修課程 2 學分，因應醫學院 EMI 課程規

劃，擬將開課學期由一上改為二上。 

2. 【醫療 3D 列印概論及實作(I)(II)】原開設於二年及上下學期共 4學分，而(I)(II)屬

相同課程，應開課陳怡文老師要求，變更課程名稱為【醫療 3D列印概論及實

作】，學分由 4學分異動為 2學分，開課學期由二上及二下變更為二上。 

變更課程名稱、學分數、必選修別、開課學期 

原課程名稱(含英文) 
變更後課程 

名稱(含英文) 
開課老師 學分數 必選修 開課學期 備註 

營養與健康 -- 吃什麼

像什麼 

Introduction to nutrition 

and health --You are 

what you eat 

 林靜茹 2 選 一上二上 自111學年度起 

醫療3D 列印概論及實

作(I)(II)  

3D Printing in Medical 

Application and 

Practices(I)(II) 

醫療3D 列印概

論及實作  

3D Printing in 

Medical 

Application and 

Practices 

陳怡文 42 選 

二上、二下


二上 
自 111 學年度起 

決議：照案通過 

 

 

 

九、臨時動議 

無 

 

十、散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