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義守大學醫學院 
100 學年度第 2 學期第 1 次課程規畫委員會會議紀錄 

 
會議時間：101 年 4 月 25 日(星期三)下午 4:00 
會議地點：燕巢分部第四會議室(教學大樓二樓 B0228 室) 
會議主席：許朝添代理院長 
出席人員：詳如簽到單 
 

一、 主席報告 (略) 

二、 提案討論 
案由一：系(所)教育目標、核心能力及達成指標新增、異動案，提請討論。 
說  明：1、101 學年度新增訂定醫放系二年制在職專班及醫管系碩士在職專班之學系教育目

標、核心能力、達成指標。 
2、醫工系依該系 100 學年度第 2 學期第 1 次諮詢委員會議決議，修正學系之教育 

目標、核心能力及達成指標。 
3、以上資料請參閱附件一。 

決  議：通過，送院務會議審議。 
 
案由二：101 學年度入學新生四年/二年計畫表課程權重規劃案，提請討論。 
說  明：各系課程權重表及授課計畫表第一部分，請參閱附件二。 
決  議：通過，送院務會議審議。 
 
案由三：98-99 入學生課程計畫於 101-1 開設課程之權重規劃案，提請討論。 
說  明：各系課程權重表及授課計畫表第一部分，請參閱附件三。 
決  議：通過，送院務會議審議。 
 
案由四：100 入學生課程計畫於 101-1 開授課程之資料新增/異動案，提請討論。 
說  明：醫工系、職治系、健管系、醫管系、物治系及後中醫系之授課計畫資料新增、異動表， 

請參閱附件四。 
決  議：通過，送院務會議審議。 
 
案由五：各學制 101 學年度入學新生適用之課程計畫表，提請討論。 
說  明：101 學年度入學新生課程計畫表，請參閱附件五。 
決  議：通過，送校課程規畫委員會審議。 

 
案由六：必修及特色領域科目新增、異動案，提請討論。 
說  明：本院及各系之必修及特色領域科目新增、異動一覽表，請參閱附件六。 
決  議：通過，送校課程規畫委員會審議。 

 
案由七：選修科目新增、異動案，提請討論。 
說  明：醫管系、醫放系、護理系、生科系、健管系及後中醫系之選修科目新增、異動一覽表，

請參閱附件七。 
決  議：通過。 
 
案由八：必修科目學期(年)異動案，提請討論。 
說  明：醫管系及物治系之必修科目學期(年)異動一覽表，請參閱附件八。 
決  議：通過，送校課程規畫委員會審議。 
 



案由九：選修科目學期(年)異動案，提請討論。 
說  明：生科系及後中醫系之選修科目學期(年)異動一覽表，請參閱附件九。 
決  議：通過。 
 
案由十：碩士班總結性課程「碩士論文」評量尺規訂定案，提請討論。 
說  明：醫工系、醫管系及生科系之總結性課程評量尺規，請參閱附件十。 
決  議：通過，送校課程規畫委員會審議。 
 
案由十一：輔系、雙主修科目學分表調整案，提請討論。 
說  明：職治系、健管系之輔系、雙主修科目學分表，請參閱附件十一。 
決  議：通過，送校課程規畫委員會審議。 
  
案由十二：醫工系「生醫電資整合特色領域」修正案，提請討論。 
說  明：醫工系依據該系 100 學年度第 2 學期第 1 次諮詢委員會議決議，變更「生醫電資整合 

特色領域」為「生醫電子暨醫學資訊特色領域」。 
決  議：通過，送校課程規畫委員會審議。 
 
案由十三：開設服務學習課程案，提請討論。 
說  明：101 學年度開設之服務學習課程如下表- 

學年期 系所 課程 必/選修 學分/時數 
101 護理系 精神科護理學實習 必修 3/7 
101 醫工系 醫學工程專題製作(二) 選修 1/1 

101-1 醫管系 社區照顧 選修 2/2 
101-1 健管系 健康促進 必修 3/3 
101-2 生科系 產業服務學習 選修 3/3 
101-2 職治系 老人健康活動服務 選修 2/2 
101-2 營養系 服務與知識實踐 必修 2/2 
101-2 物治系 服務與知識實踐 必修 2/2 

決  議：通過。 
 

案由十四：開設模組教學課程案，提請討論。 
說  明：101 學年度第 1 學期開設之模組教學課程如下表- 

系別 課程名稱 必/選修 學分數 

生科系 
書報討論(一)、(三) 必修 各 1 學分 

生物技術概論 必修 2 學分 
生物科技產品研發與實作 選修 1 學分 

健管系 預防醫學概論(一) 必修 1 學分 

職治系 
外科學 必修 1 學分 
內科學 必修 1 學分 
小兒科學 必修 1 學分 

後中醫系 

組織學(含實驗) 必修 2 學分 
內科學概論 必修 2 學分 
臨床診斷學 必修 2 學分 
消化內科學 必修 2 學分 
循環內科學 必修 2 學分 
胸腔內科學 必修 2 學分 
腎泌尿科學 必修 2 學分 
外科學概論 必修 2 學分 



骨科學 必修 2 學分 
復健醫學 必修 2 學分 
心電圖學 選修 1 學分 
眼科學 選修 1 學分 

決  議：通過。 
 
案由十五：開設全英課程案，提請討論。 
說  明：101 學年度第 1 學期開設之全英課程如下表- 

學年期 系所 課程 必/選修 學分/時數 
101-1 生科系 分子遺傳學 選修 3/3 

101-1 生科系 專題討論(一) 必修 1/1 

101-1 物治系 
神經解剖學 選修 2/2 
小兒物理治療測量工具  選修 2/2 

101-1 健管系 當代健康議題 選修 1/1 
101-1 營養系 營養當代議題 選修 1/1 
101-1 職治系 生物統計學 選修 2/2 
101-1 醫管系 衛生政策分析 選修 2/2 
101-1 醫放系 醫學英文 必修 2/2 
101-1 護理系 健康促進與健康行為 選修 2/2 

101-1 醫工系 
組織工程概論 選修 3/3 
醫學影像系統 選修 3/3 

101-1 醫工系(碩士班) 生物醫學工程特論(一) 必修 2/2 
決  議：通過。 
 
 
三、臨時動議 

許院長：有關通識博雅教育課程，本院將不指定領域，學生可於七大領域內修習 12 學分

之博雅課程，唯學生畢業前至少應修習三個(含) 以上領域之博雅課程始得畢

業。 
 

四、散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