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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任的話 

生物科技是生命科學領域中的一環，也是產業界的明日之星，其中最具有發展

潛力的當然是與醫學有關的生物科技。醫學檢驗技術事實上就是生物科技在醫

學上的一種運用，就讀本系不但學習到豐富的基礎醫學知識、臨床檢驗知識、

生物科技知識及各種實驗的技術，可在醫療機構擔任臨床檢驗的醫檢師，還可

從事生物科技相關行業。 

傳統醫學檢驗的技術已無法滿足現代化醫療的需求，因應未來發展的趨勢，本

系著力於整合尖端生物科技，發展分子檢驗技術及轉譯醫學的研究，培育出具

有競爭力的優秀臨床檢驗專業人員及生物科技人才。在歷經了辛苦奮鬥後，恭

喜大家邁入了人生與學習的另一階段，本人暨全體教師歡迎各位同學加入北醫

醫學科技學院「醫學檢驗暨生物技術學系」大家庭。 

預祝同學們在本系能夠豐富專業知能、拓展人際關係、生活多采多姿，讓這四

年的大學生活在人生中留下美好的回憶！ 

醫學檢驗暨生物技術學系全體老師 

民國 111 年 9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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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行事曆 

請仔細詳讀「臺北醫學大學一一一學年度大學部新生入學註冊須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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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本系宗旨、特色、教育目標與核心能力 

宗旨 

(一) 培育醫學檢驗與生物技術之專業人才 

(二) 『以醫學檢驗為本，生物技術為用之轉譯型系所』 

特色 

主要教學目標是以科學的視角培養醫學技術人員，研究生主要是從事生物醫學基礎研究

和生技產業的應用。理想的操作環境和實驗設施使學生能夠掌握實驗原理、技術及相關

的知識，使未來畢業的學生擁有臨床醫學檢驗技術、生物醫學研究和生物技術的專業能

力。。 

教育目標 

(一) 培育兼具臨床醫學檢驗技術與理論之人才 

(二) 培育具備生物技術知識之產業人才 

(三) 培育具有醫學研究知識與發展能力之人才 

(四) 培育兼具人文關懷、專業知識及國際視野之人才 

核心能力 

(一) 臨床醫學檢驗專業知識 

(二) 醫學檢驗與生物技術實驗能力 

(三) 生物技術知識與生技產業發展能力 

(四) 基礎醫學知識 

(五) 醫學研究發展能力 

(六) 醫學人文、倫理與國際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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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師資陣容 

姓名 職稱 最高學歷 研究專長 聯絡方式 

林詠峯 
副教授兼

系主任 
美國偉恩州立大學博士 細胞生物學、分子診斷學 

yflin@tmu.edu.tw 

分機 3321 

高淑慧 教授 
國立陽明大學 

生化學博士 

臨床生理學、醫學遺傳學、生殖

科技導論 

kaosh@tmu.edu.tw 

分機 3317 

梁有志 教授 
臺灣大學醫學院 

生化學博士 
論文寫作與研究倫理、毒物化學 

ycliang@tmu.edu.tw 

分機 3318 

楊沂淵 教授 
美國猶他州立大學 

病毒學博士 
微生物學、臨床病毒學 

yangyuan@tmu.edu.tw 

分機 3325 

林景堉 教授 
臺灣大學 

農化所生化博士 

生技產品之研發、專利地圖分析

創新產品研發 

cylin@tmu.edu.tw 

分機 3326 

林榮俊 教授 
臺灣大學醫學院 

分子醫學研究所博士 
醫技研究特論 

lin2511@tmu.edu.tw 

分機 3330 

廖宜真 教授 

國立陽明大學 

公共衛生學研究所-分子

醫學學程博士 

肝癌，代謝症候群，小鼠肝臟疾

病模式，分子流行病學 

yjliao@tmu.edu.tw 

分機 3333 

劉俊仁 副教授 
臺灣大學醫學院 

生化學博士 

分子生物學、藥物開發技術、藥

物劑型、前臨床動物試驗 

jjliu_96@tmu.edu.tw 

分機 3324 

李嘉華 副教授 
臺北醫學大學 

醫學科學研究所博士 
臨床鏡檢學 

chlee@tmu.edu.tw 

分機 3331 

劉兆蓮 副教授 
臺灣大學 

病理學研究所博士 

臨床血清免疫學、實驗動物學特

論、實驗動物學、細胞生物學 

chaolien@tmu.edu.tw 

分機 3335 

劉佳宜 
助理 

教授 

臺灣大學 

生命科學院生化科學研

究所博士 

分子生物學、蛋白質工程、結構

生物學、藥物設計 

chliu@tmu.edu.tw 

分機 3336 

潘玟伃 
助理 

教授 

國立陽明大學 

生化暨分子生物研究所

博士班博士 

癌症免疫學和免疫治療、疫苗開

發、藥物和基因傳遞的生物材

料、組織工程與再生醫學、病毒

基因傳遞 

wenyupan@tmu.edu.tw 

分機 3334 

吳昭容 
助理 

教授 

國立陽明大學 

醫學生物技術暨檢驗學

系博士 

微生物學、臨床細菌學、基因體

與轉錄體定序 

cjwu813@tmu.edu.tw 

分機 3322  

行政人員 

張家瑋 系秘書 
ivywei@tmu.edu.tw 

分機 3312 
江昕蓓 教卓助理 

hsin_pei@tmu.edu.tw 

分機 3313 

李冠緯 技術人員 
b104094044@tmu.edu.tw  

分機 33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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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課程資訊 

(一) 修業規定 

本學系畢業學分131學分，包括：(1)必修82學分(含20週醫院實習)、(2)通識科目28

學分通識必修：12學分、通識選修：16學分(含自由選修：4學分)、(3)選修21學分

(得認列校內他系課程)、(4)須修畢跨領域微學程。 

通識備註：通識選修6大領域課程共12學分(每個領域課程須取得2學分)，其餘4學分

可自由選修經典閱讀及各領域課程。 

修業年限：4年，授予理學士學位。 

(二) 課程分類 

基礎醫學課程 臨床醫學檢驗專業課程 生物技術相關課程(選修) 

生物化學 臨床血液學 鑑識探索 

生理學 臨床生化學 生物鑑識 

免疫學 臨床生理學 人工生殖技術 

微生物學 臨床鏡檢學 細胞治療學 

解剖學及組織學 醫學分子檢驗學 人工智慧在生醫檢驗信號的應用 

寄生蟲學 血庫學 生技產業研發(一)(二)(三) 

病理學 臨床微生物學 生物技術產業實習 

細胞生物學 臨床病毒學  

分子生物學 臨床血清免疫學  

 病理切片與細胞診斷  

(三) 新生專區 

http://freshman.tmu.edu.tw/college 

(四) 通識課程選課須知 

通識課程修業規定http://geducation.tmu.edu.tw/zh_tw/laws/Course 

(五) 服務學習課程 

http://freshman.tmu.edu.tw/college/xmdoc/cont?xsmsid=0J112529033350075581 

(六) 體育課程選修須知 

http://freshman.tmu.edu.tw/college/xmdoc/cont?xsmsid=0J112529094528923536 

(七) 跨領域學程介紹 

http://freshman.tmu.edu.tw/college/xmdoc/cont?xsmsid=0J112511985985149354 

 

 

 

http://freshman.tmu.edu.tw/college
http://geducation.tmu.edu.tw/zh_tw/laws/Course
http://freshman.tmu.edu.tw/college/xmdoc/cont?xsmsid=0J112529033350075581
http://freshman.tmu.edu.tw/college/xmdoc/cont?xsmsid=0J112529094528923536
http://freshman.tmu.edu.tw/college/xmdoc/cont?xsmsid=0J1125119859851493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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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 必選修科目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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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未來發展 

(一) 醫檢師： 

應考資格： 

1. 公立或立案之私立專科以上學校或符合教育部採認規定之國外專科以上學校醫事

檢驗(暨)生物技術學、醫學檢驗暨生物技術學系醫事檢驗組、醫學生物技術暨檢

驗學、生物醫學檢驗學、醫事檢驗學、醫事(學)技術學系醫事檢驗組等科、系、

組畢業，並經實習期滿成績及格，領有畢業證書者。 

2. 經高等檢定考試醫事檢驗師類科及格者。 

考試科目： 

1. 臨床生理學與病理學 2. 臨床血液學與血庫學 

3. 醫學分子檢驗學與臨床鏡檢學(包括寄生蟲學) 

4. 微生物學及臨床微生物學(包括細菌與黴菌)  

5. 生物化學與臨床生化學 6. 臨床血清免疫學與臨床病毒學 

考取執照後可在醫院的檢驗部門服務或自設檢驗所。從事內容： 

1. 一般臨床檢驗 2. 臨床生化檢驗 

3. 臨床血清檢驗 4. 臨床血液檢驗 

5. 臨床免疫檢驗 6. 臨床生理檢驗 

7. 臨床微生物檢驗 8. 臨床檢驗試劑之諮詢 

9. 輸血檢驗及血庫作業 10.醫事檢驗業務之諮詢 

11.其他經中央衛生主管機關認可之醫事檢驗業務 

國際醫檢師認證： 

http://www.ascp.org/Board-of-Certification/International/Certification 

1. International Medical Technologist, MT (ASCPi) 

2. International Technologist in Molecular Biology, MB (ASCPi) 

3. International Technologist in Gynecologic Cytology, CTgyn (ASCPi) 

醫檢師相關單位連結 

1. 中華民國醫事檢驗師公會全國聯合會 http://www.mt.org.tw/wholecountry/ 

2. 臺灣醫事檢驗學會 http://www.labmed.org.tw/index.asp 

3. 社團法人國家生技醫療產業策進會 http://www.ibmi.org.tw/client/index.php 

(二) 考學士後醫學系或學士後中醫學系： 

只有高雄醫學大學有學士後醫學系，修業五年(含實習一年)。 

考試科目：1.英文2.普通生物學3.有機化學及口試。 

中國醫學大學、慈濟大學及義守大學均有學士後中醫學系，修業五年(含西醫見習、

中醫實習各一年)。考試科目：1.國文2.化學3.英文4.生物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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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出國留學： 

需要TOEFL和GRE的成績；TOEFL分聽力、文法與結構及閱讀能力三部份，每年考

三次，教育部規定500分以上才能出國，一般學校接受申請至少550分；GRE普通考

試每年二次，分別在四月及十月舉行，內容有字彙、數學、分析、學科考試，每年

十二月考一次，我們可以考BIOLOGY和CHEMISTRY等Subject test。 

(四) 研究助理： 

畢業後可跟從系上教授作研究，接受國科會或其它機構之專題研究計劃，或從事生

物科技發展研究工作。 

(五) 繼續升學： 

本系畢業生可報考的研究所：有生化研究所、微生物研究所、生命科學研究所、生

理研究所、分子生物研究所等；考試相關訊息請留意各校簡章公告警大。 

(六) 生物科技： 

近年來在政府政策獎勵，及國外產業帶領下，生物科技將是一新興的行業，尤其檢

驗試劑的製造及研發在全民健保實施後必將漸漸本土化後將是醫檢生技系一個極具

發展潛力的出路。醫檢生技系畢業生有足夠的生醫相關知識背景，又有實驗室品質

管制的訓練，是生物科技產業發展的最佳人選。 

(七) 醫療及研究用品的銷售： 

由於15%左右的醫療費用是在檢驗業務上面，且近來政府各項研究獎助計劃的實

施、國內各項醫療實驗用儀器、設備及材料的需求日增。本系從商校友很多，在國

內醫療用品市場銷售人員的佔有率極高，創業成功例子也非常多。有志於此的同學

在校時應多修習企業管理、經濟學、醫用儀器、醫用電子學等選修課程，也應與校

友、同學保持良好聯繫。 

(八) 公務人員考試： 

各級政府衛生機構、中央級的衛生署防疫處、預防醫學研究所。到地方衛生局、衛

生所都有本校校友。有志公務員生活的最重要莫過於早日通過高考，取得公務人員

任用資格。因此修習高考科目是第一步。考選部網址：http://www.moex.gov.tw/ 

可參加公職人員考試類科及考科如下： 

共同科目：國文(作文、公文與測驗)、法學知識與英文(包括中華民國憲法、法學緒論) 

衛生技術類： 

專業科目 

1. 醫用微生物及免疫學  2. 生物技術學 

3. 公共衛生學  4. 生物統計學 

5. 健康促進與衛生教育  6. 衛生行政與法規 

 

生物技術類： 

http://www.moex.gov.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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專業科目 

1. 生物化學 2. 微生物學 

3. 生物學 4. 生物技術學 

5. 有機化學 6. 免疫學 

商品檢驗類： 

專業科目 

1. 實驗室管理 2. 品質管理 

3. 分析化學(包括儀器分析) 4. 物理化學 

5. 有機化學 6. 普通化學 

農畜水產品檢驗類： 

專業科目 

1. 農畜水產品概論  2. 微生物學概論  

3. 分析化學(包括儀器分析)  4. 生物化學 

5. 農畜水產品藥劑學  6. 有機化學 

司法人員(鑑試人員)： 

專業科目 

1. 法醫學 2. 法醫生物學 

3. 法醫毒物學 4. 生物化學 

5. 儀器分析 

 

法務部調查局調查人員(化學鑑識組) 

專業科目 

1. 生物化學 2. 有機化學 

3. 分析化學 4. 儀器分析 

專利師： 

考試科目： 

1. 專利法規 2. 行政程序法與行政訴訟法 

3. 專利審查基準與專利申請實務 4. 微積分、普通物理與普通化學 

5. 專業英文或專業日文(任選一科)  

6. 工程力學或生物技術或電子學或物理化學或基本設計或計算機結構(任選一科) 

(九) 醫學工程：  

近年本系報考醫學工程研究所者日愈增多。目前國內醫學工程研究所以陽明大學和

中原大學為主。選擇醫學工程時在校應多修工學課程，如微積分、物理學、電子電

路學、醫用電子。本系所屬之醫學科技學院亦設有亞洲第一所「醫學資訊研究所」，

結合不同領域進行生物與醫學資訊之整合式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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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相關辦法 

臺北醫學大學學生休學及新生保留入學資格申請規定 

83年9月5日教務會議通過 

88年9月14日教務會議修正通過 

90年1月10日教務會議修正通過 

90年12月12日教務會議修正通過 

91年5月21日教務會議修正通過 

91年12月17日教務會議修正通過 

92年3月7日教務會議修正通過 

92年5月8日教育部台高(二)字第0920066028 號函同意備查 

92年9月26日教務會議修正通過 

92年11月24日教育部臺高(二)字第0920172003 號函同意備查 

93年6月14日教務會議修正通過 

93年6月29日校長核定 

94年6月16日教務會議修正通過 

94年7月8日校長核定 

94年12月16日教務會議修正通過 

97年1月10日教務會議修正通過 

97年3月21日校長核定 

97年12月16日教務會議修正通過 

97年12月18日校長核定通過 

100年7月7日教務會議修正通過 

100年7月21日校長核定通過 

101年11月29日教務會議修正通過 

102年4月24日教務會議修正通過 

102年5月10日校長核定通過 

102年8月12日教育部臺高(二)字第1020102688 號函同意備查 

102年8月12日教育部臺教高(二)字第1020102688號函同意備查 

 104年9月17日教務會議修正通過  

104年10月14日北醫校教字第1040003545號令修正，全文7條  

104年11月30日教務會議修正通過  

104年12月22日北醫校教字第1040004548號令修正，全文7條  

105年1月5日教育部臺教高(二)字第1040183501號函同意備查 

 106年9月21日教務會議修正通過  

106年10月30日北醫校教字第1060003747號令修正，全文7條  

106年12月5日教育部臺教高(二)字第1060174007號函同意備查 

第 一 條 臺北醫學大學(以下簡稱本校)為維護學生權益與加強學籍管理，依本校學則

訂定本規定。 

第 二 條 本規定申請資格區分： 

一、 學生休學不分新、舊生，均須依規定取得學籍，其休學以二年為限(不

含休學期間妊娠、生產、哺育三歲以下幼兒或徵召入伍服役之年限)。 

二、 保留入學資格僅保留第一年入學資格，惟因懷孕、生產、哺育三歲以

下幼兒或服役(含替代役)者，得視實際需要延長保留年限；保留入學

資格期間無學籍存在。 

三、 經教育主管機關認定屬影響正常學習之重大災害，其學生申請休學及

保留入學得予專案簽報校長核准後辦理。 

四、 學生因參加「青年教育與就業儲蓄帳戶方案」，得予擇一申請保留入

學資格或休學，至多三年。其保留入學或休學期間不計入原定保留入

學或休學年限。 

第 三 條 學生有下列情形之一，經審查核准者，得申請休學： 

一、 重病住院一個月以上，短期內無法恢復，並持有區域以上醫院住院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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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者。 

二、 人力不可抗拒災變所引發重大事故，檢附鄉鎮區公所證明文件者。 

三、 因經濟狀況未佳，持有鄉鎮區公所以上出具低收入戶證明者(不含清

寒證明)。 

四、 僑生、陸生及外籍生因故不能按時來校報到入學者。 

五、 因懷孕、生產或哺育三歲以下幼兒並持有證明者。 

六、 服役(含替代役)入伍，持召集令或證明者。 

七、 因健康狀況未佳，領有身心障礙手冊者，或各直轄市、縣(市)政府特

殊教育學生鑑定及就學輔導委員會鑑定為身心障礙安置就學持有證

明者。 

八、 因參加「青年教育與就業儲蓄帳戶方案」，並檢具相關證明者。 

九、 志趣不合或重考者。 

十、 非前述特殊原因，因疾病者，請檢附區域以上醫院開立之診斷證明；

非疾病因素者，酌請檢附相關證明文件。 

第 四 條 新生收到入學通知後，若有本規定第三條一至八款情形者，得於行事曆規定

註冊日前，填寫保留入學申請表，申請保留入學資格。 

第 五 條 申請休學須填妥學生休學申請表，檢附所需證件，經系所學位學程主管簽准

(研究生須先經指導教授同意；大學部學生須先經家長同意)，送相關單位及

註冊組審查及教務長核定。 

第 六 條 學生休學及保留入學期滿或提前復學，應於行事曆規定註冊日前，填妥學生

復學申請表辦理復學；休學及保留入學期滿未申請復學或未繼續申請休學

者，依本校學則規定，應令退學。 

第 七 條 本規定經教務會議通過，報請校長核定後公告施行，並報教育部備查；修正

時亦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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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北醫學大學學生抵免學分要點 

84年9月18日教務會議新訂通過 

90年1月10日教務會議修正通過 

90年9月26日教育部台高(二)字第90135964號函同意備查 

90年12月12日教務會議修正通過 

91年5月21日教務會議修正通過 

91年6月20日教育部台高(二)字第91089109號函同意備查 

91年9月12日教務會議修正通過 

91年10月16日教育部台高(二)字第91155605號函同意備查 

91年12月17日教務會議修正通過 

92年4月17日教育部台高(二)字第0920056266號函同意備查 

93年10月18日教務會議修正通過 

96年3月14日教務會議修正通過 

96年7月9日教育部台高(二)字第0960100676號函同意備查 

97年12月16日教務會議修正通過 

98年7月1日教育部台高(二)字第0980110002號函同意備查 

98年10月21日教務會議修正通過 

100年7月7日教務會議修正通過 

101年6月8日教育部臺高(二)字第1010062241號函同意備查 

101年11月29日教務會議修正通過 

102年1月24日教育部臺教高(二)字第1020005208號函同意備查 

102年6月13日教務會議修正通過 

102年8月12日教育部臺教高(二)字第1020102688號函同意備查 

105年05月17日教務會議修正通過 

 105年7月1日教育部臺教高(二)字第 1050088258號函同意備查  

106年05月16日教務會議修正通過 

 106年7月21日北醫校教字第 1060002402號令修正，全文9條 

106年10月11日教育部臺教高(二)字第1060106917號函同意備查 

 108年12月02日教務會議修正通過 

109年 01 月 30 日北醫校教字第 1090000300 號令修正，全文 10 條  

109年05月27日教育部臺教高(二)字第1090069610號函同意備查 

 

一、 本校為辦理學生抵免學分事宜，依大學法及本校學則訂定「臺北醫學大學學生抵免學分

要點」(以下簡稱本要點)。 

二、 下列學生得申請抵免學分： 

(一) 新生(含重考或重新申請入學者)。 

(二) 轉學生。 

(三) 依照法令規定准許先修讀本校承認之學分後考取修讀學位者。 

(四) 校內學士班學生修習碩士班及博士班課程並考取碩士班及博士班；碩士班學生修

習博士班課程並考取博士班。 

(五) 同時於校內及兩校間具雙重學籍身分者。 

(六) 經本校核准修讀雙聯學制，修習之科目學分持有證明者。 

(七) 經本校核准之認證考試及格證明。 

三、 第二點所列各類學生抵免學分多寡與轉(編)入年級規定如下： 

(一) 新生(含重考或重新申請入學)或依法令規定先修習本校承認之學分後考取修讀學

位之大學部新生，其抵免學分數以該系所學位學程一年級應修學分總數為原則，

若抵免必修學分總數達二十八學分或已達一年級所有必修學分數(含拇山人文講座

及必修英文)者，得提高編級至二年級；若抵免必修學分總數達五十六或已達一、

二年級所有必修學分數者，得提高編級至三年級，各系所學位學程另有規定者，

從其規定。 

(二) 新生(含重考或重新申請入學)或依法令規定先修習本校承認之學分後考取修讀學

位之碩博士生，其抵免科目成績須達研究生及格標準，已列入各學制畢業學分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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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目不得申請抵免；得經就讀系所學位學程審核後，准予免修。抵免學分數以應

修畢業學分數(不含論文學分數)二分之一為限，曾於本校修讀碩、博士學位而未

取得學位者或經核准國外入學之雙聯學制者，抵免學分數不受二分之一為限。系

所學位學程有較嚴格規定者，所屬學生應從其規定。抵免後碩士班修業年限不得

少於一年，博士班修業年限不得少於二年。 

(三) 轉學生學分抵免以轉入年級前所修科目為基準，抵免科目學分以轉入前報名所填

之肄(畢)業院校修讀者為原則。轉入二年級者，其抵免學分總數以轉入該系所學

位學程一年級應修學分總數為原則；轉入三年級者，其抵免學分總數以轉入該系

所學位學程一、二年級應修學分總數為原則。自轉入年級起，每學期至少應修學

分數不得減少。 

(四) 第二點第一至二款學生，經核准修讀輔系或雙主修者，得再次申請抵免科目學分

經由加修學系審核通過後，酌情抵免。但不得更改原抵免之科目學分，亦不得再

申請提高編級。 

(五) 五年制專科學校畢(結)業學生，其專科一年級至三年級修習之科目不得辦理抵

免。 

(六) 校內學士班學生選修碩士班及博士班課程，日後考取碩士班及博士班，碩士班學

生選修博士班課程，日後考取博士班，其修習課程達研究生及格標準得酌予抵

免。 

(七) 曾修習服務學習課程者，得予抵免。 

(八) 雙重學籍學生若於他校就讀後再進入本校就讀(新生)，得酌予抵免；若於本校就

讀後再進入他校就讀或同時入學就讀，則他校修習學分不予抵免，在本校擁有雙

重學籍者抵免比照跨校辦理。 

(九) 學生於碩士修讀期間已修畢本校研究倫理課程，日後考取本校博士班，得予抵

免。 

(十) 學生得抵免本系開放之他系選修學分數，學分數佔比依各系所學位學程規定辦

理。 

四、 抵免學分之原則： 

必選修學分採計年限及科目由系所學位學程認定之；通識學分之採計由通識教育中心一

般通識組及語言中心核定；體育及軍訓科目之抵免，由體育教學組及軍訓室分別負責辦

理。抵免以順位為原則。 

(一) 科目名稱、內容相同者。 

(二) 科目名稱不同而內容相同者(例：中國近代史與中國現代史)。 

(三) 科目名稱、內容不同而性質相同者(例：電腦概論與電子計算機導論)。 

五、 不同學分數互抵後之處理： 

(一) 以多抵少者：抵免後，以少學分登記。 

(二) 以少抵多者：抵免部份學分數後無法補足另一部份學分數者，則不予抵免或應再

行修補下學期學分數，若其補修科目已停開，由系所學位學程指定性質相近之課

程修習。 

六、 抵免學分之申請與流程： 

(一) 抵免學分申請期限，應於入(轉)學當學年度依本校行事曆公告期限辦理完成，已

核准抵免及現修讀之課程不得辦理；若於入學第一學期上課後未逾學期三分之一

申請提高編級核可者，於當學年度提高編級，若於入學第一學期上課後逾學期三

分之一申請提高編級核可者，則於隔學年度提高編級。 

(二) 學生採線上申請，並檢附歷年成績表、修(肄)業證明書(雙重學籍者免附)、課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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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綱或授課進度表，經各審查單位負責審查，由註冊組負責複審。 

(三) 複審完畢後登錄於成績系統。 

(四) 申請學分抵免之科目經核准後，不得更改。 

(五) 經核准通過之學分抵免科目如重覆修習，不列入於畢業學分內。 

七、 抵免學分登錄：應將抵免科目學分(成績免登錄)登記於歷年成績表，並註明入學之相關

學籍資料。 

八、 凡符合教育部採認之境外大學院校修讀之科目學分，得依本要點酌予抵免。 

九、 有關抵免學分如有未盡事宜，悉依教育部相關法規辦理。 

十、 本要點經教務會議通過後公告施行，並報教育部備查，修正時亦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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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臺北醫學大學學生一貫修讀學士及碩士學位辦法 

105 年06 月17 日北醫校教字第1050002030 號令修正，全文9 條 

第一條  臺北醫學大學(以下簡稱本校)為鼓勵學士班(不含二年制在職專班)優秀學生繼

續就讀本校相關系所碩士班，以期達到連續學習及縮短修業年限之目的，訂

定本辦法。 

第二條  本校各系所學位學程得招收本校學士班(不含二年制在職專班)在校學生為碩

士班預備研究生(以下簡稱預研生)凡本校學士班(不含二年制在職專班)學生或

雙主修之加選學系於修業滿五學期，符合各系所學位學程「碩士班預備研究

生甄選規定」之甄選資格者，得備妥相關資料提出申請，經現就讀系主任同

意，提送擬就讀系所學位學程審查通過。每位學生僅限申請一個碩士班。各

系所學位學程甄選通過預研生名單，應於學年結束前送教務處備查。各系所

學位學程應共同輔導預研生選修課程， 學生選課依本校相關規定辦理。 

第三條  預研生須於本校學則規定修業期限屆滿前(不含延長修業年限)取得學士學

位、 雙主修因加修學系延長一年取得學士學位或於四年級前修滿四年課程

且修畢應修科目達128學分(限醫學系、牙醫學系及藥學系臨床藥學組學生)，

並參加本校碩士班招生考試，經錄取後始正式取得本校碩士班研究生資格；

若未於規定時程內取得碩士班研 究生資格，即喪失預研生資格。各系所學

位學程預研生名額，以該系所學位學程當學年度教育部核定碩士班招生名額

百分之二十為原則，名額不足一名者，以一名計，各系所學位學程另有規定

者，從其規定。預研生名額應包含於招生名額內。 

第四條  欲招收預研生之系所學位學程應成立「碩士班預備研究生甄選委員會」，系

所學位學程主管為當然委員並擔任召集人，並由召集人聘任委員二至四人，

經系所學位學程會議通過後，送教務處備查。 

第五條  欲招收預研生之系所學位學程須依本辦法訂定「碩士班預備研究生甄選規

定」， 內含每年招收預研生名額、甄選資格及甄選方式等，經系所學位學

程會議同意， 提經教務會議通過後實施。 

第六條  預研生取得碩士班研究生資格者，其所修習之碩士班必選修課程可依本校

「學生抵免學分要點」辦理抵免，並納入學士班成績計算，惟碩士班課程已

列入學士班畢業選修學分者，不得再申請抵免，僅得申請免修(應補足畢業學

分數)。 

第七條  各系所學位學程應指定老師輔導預研生選課、研習及申請國科會「大專學生

參與專題研究計畫」，必要時得由研究發展處編列研究經費協助預研生進行

研究工作。 

第八條  其他未盡事宜，悉依教育部與本校相關規定辦理。 

第九條  本辦法經教務會議通過，報請校長核定後公告施行；修正時亦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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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北醫學大學醫學檢驗暨生物技術學系臨床實習規則 

94年9月7日系務會議新訂通過 

97年11月7日系務會議修訂通過 

100年4月12日系務會議修訂通過 

101年4月17日系務會議修訂通過 

101年4月25日院務會議修正通過 

104年1月30日學生實習委員會核備通過 

104年2月10日系務會議修訂通過 

104年2月26日院務會議修訂通過 

106年11月8日系務會議修訂通過 

107年3月28日系務會議修訂通過 

107年3月30日院務會議修訂通過 

第一條 臺北醫學大學醫學檢驗暨生物技術學系(以下簡稱本學系)為使學生實習有所

規範，特依據本校學生實習辦法制訂「臺北醫學大學醫學檢驗暨生物技術學

系臨床實習實施辦法」(以下簡稱本辦法)。 

第二條 實習年級： 

醫學檢驗暨生物技術學系四年級。 

第三條 臨床實習課程： 

以醫事檢驗師考試實習認定基準之課程為主。實習時間至少二十週，但實習

醫院因教學安排增加週數或提早實習，則以尊重實習醫院為原則。  

第四條 實習期間： 

一、學生於上學期(8月~至12月實習)分發至醫院實習。 

二、分發方式應依母法第五條以合約書或實習分發公函行之，內容載明「實習系

所」、 

   「實習系級」、「實習期間」並含實習名冊送交學生實習委員會備查。 

第五條 實習醫院： 

優先分發實習醫院為北醫附設醫院、萬芳、國泰、榮總、長庚、馬偕、新

光、三總、亞東、雙和、國軍松山、和信、臺安、振興、耕莘等醫院。若需

增加其他實習醫院，需先經系實習委員會議審議通過。  

第六條 醫院實習人數： 

由四年級學生總數依照醫院申請之名額分配至各家醫院。  

第七條 實習醫院的選擇及更改： 

一、優先保留北醫附設醫院為預研生實習醫院。  

二、以註冊組提供之一年級至三年級上學期成績總平均排名順序或(及)抽籤 

    順序，依志願優先填寫。 

三、參加實習學生經分發後，不得再另行接洽或申請更改或中途撤銷實習， 

    如有不可抗力之因素，經系主任核定得重新分發或撤回實習，並簽請院 

    長同意後送教務長核定後辦理。 

四、個別特殊案例則經系主任召開實習委員會議決議後執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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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八條 實習注意事項： 

一、依實習醫院規定，若實習期間請假，得依請假時數日後補足。  

二、符合下列其一條款不得參加醫院實習，若已分發實習者，則撤銷實習資 

    格。 

    1.三年級上學期前(含三上)應修之必修課程超過十學分不及格者，或臨

床 

      相關課程超過四學分不及格者。  

      註：臨床相關課程包括寄生蟲學(含實驗)、血庫學(含實驗)、醫學分子 

          檢驗學、病理切片與細胞診斷、微生物學(含實驗)及課程名稱含” 

          臨床”者。 

     2.未曾修習所有臨床相關課程者。  

三、實習期間不得回校修習學分(含預研生)。  

第九條 本辦法未盡事宜，悉依照本校學則或教育部有關規定辦理。  

第十條 本辦法經系務會議、院務會議通過後，送校學生實習委員會核備後實施；修

正時亦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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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北醫學大學學生選課須知 

92年12月30日教務會議修正通過 

93年5月14日教務會議修正通過 

93年6月2日校長核定 

97年5月16日教務會議修正通過 

99年12月10日教務會議修正通過 

100年1月18日北醫校教字第1000000193號令修正第九條、第十七條 

102年6月13日教務會議修正通過 

102年8月6日北醫校教字第1020002292號令修正第九條、第十七條  

104年6月16日教務會議修正通過  

104年7月20日北醫校教字第1040002442號令訂定，全文17條 

 105年9月22日教務會議修正通過 

 105年10月20日北醫校教字第1050003474號令修正，全文17條 

 108年12月2日教務會議修正通過  

109年9月23日教務會議修正通過  

109年11月04日北醫校教字第1090004070號令修正，全文14條  

 

第 一 條  (目的) 

本校為明確規範選課作業處理程序及原則，使各系所學位學程、學生及承辦人員

有所遵循，特依據本校學則有關選課條文及教育部相關規定，制訂「學生選課須

知」(以下簡稱本須知)。  

第 二 條  (選課時程及原則) 

選課作業依本校行事曆規定之日期辦理，如因天災或其他不可抗力之情況，教務

處得公告調整各階段時程。各階段學生選課作業須於規定期間內辦理完成。  

修課未經核准，其所修科目學分不予承認。  

退選未經核准卻未到課及未參加考試者，該科目以零分計算。  

第 三 條  (選課依據)  

各系所學位學程學生每學期應修之科目學分，應以教務處所公布各該系所學位學

程之必選修科目為原則。  

大學部必修課程由教務處統一辦理加選為原則(不含當學期復學生、轉系生、轉學

生)。  

大學部學生修習通識課程，依本校「通識修業規定」辦理。  

大學部學生修習服務學習課程，依本校「服務學習課程實施辦法」辦理。 

研究所學生應於申請學位考試前修畢研究所共同必修「研究倫理」零學分課程。 

第 四 條  (學期選課學分限制) 

各系所學位學程學生每學期選課學分限制如下：  

一、研究生以三至十五學分為原則。  

二、大學部各學系除最高學年九至二十五學分外，其他學年為十六至二十五學

分。因特殊情況經申請核可減修學分者、延修生及醫、牙學系受實習擋修生

不受此限(惟下限可低於九學分；上限則比照本條第三款應屆畢(結)業生之規

定)。  

三、前學期學業成績平均八十分以上者，得加修至三十一學分；應屆畢(結)業

生，得加修至二十八學分；已具輔系、雙主修資格者，經系(所)主管核准得

酌予增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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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五 條  (改修他系所學位學程課程) 

學生如因特殊原因，欲修他系所學位學程開設課程者，依下列原則辦理：  

一、如因重、補修之必修課程更動或上課時間衝突，欲改修他系所學位學程開設

課程，以科目名稱、內容及學分數皆相同為原則，並於選課期間至教務系統

進行申請，經主授教師、原系所學位學程行政教師及主管之核准。  

二、凡本校大學部二年級（含）以上學生（學士後學制學生不在此限），可修研

究所課程，成績及格者（七十分），得給予學分，但不列計總畢業學分數；

未來考入本校研究所，可辦理抵免。  

三、選修他校課程依本校校際選課辦法辦理。  

四、大學部改修他系所學位學程開設課程，需於選課期間至教務系統進行選課，

未開放課程需再經主授教師核准；選修通識教育中心課程，則經主授教師及

通識行政教師核准；研究所依各系所學位學程規定辦理。 

第 六 條  (選課確認) 

學生選課須受原系所學位學程主管、行政老師及相關系所學位學程主管輔導，且

應主動於規定時間內至教務系統中確認當學期選課清單。未上網確認者，日後若

發現選課錯誤，不得有所異議。 

第 七 條  (重複修習) 

已修習及格之同一學分科目，不得重複修習，且不得累計畢業應修學分及成績。  

經教務會議核准更名前、後之課程屬於同一學分科目。  

體育零學分課程得重複修習。  

修習學分數大於已修及格之同一科目名稱者得重複修習，但不得累計畢業應修學

分。  

第 八 條  (全學年課程) 

全學年之科目，應依序修習，不得前後顛倒。實驗科目應與學科課程配合修習。 

第 九 條  (選課衝堂) 

選課科目之上課時間衝突者，其學分、成績概不承認。  

第 十 條  (重、補修課程) 

重修或補修科目之處理原則：  

一、凡有須重、補修之必(選)修科目，於選課時，應依各系所學位學程必修課程

表之先後順序修習，不得藉故拖延。  

二、凡全學年之科目，第一學期不及格未滿四十分者，不得續修第二學期；其成

績在四十分以上者，得准續修第二學期。惟修完全期皆及格始列入畢業學

分。  

三、各系訂有先後修習順序者，依其修課規定。。 

第十一條  (應屆畢、結業生選課提醒) 

應屆畢(結)業生選課時，應特別注意核算畢(結)業總學分，是否不足或遺漏，以符

合畢(結)業資格。 

第十二條  (選課人數不足之課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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選修課程因人數不足致無法開班時，由教務處公告統一辦理退選，並於指定日期

辦理補加選。開課基本人數另行規定之。 

第十三條  (未盡事宜) 

本須知如有未盡事宜，應依本校學則及相關規定辦理。。  

第十四條  (核決權限) 

本須知經教務會議通過後公告施行；修正時亦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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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北醫學大學校際選課實施辦法 

 
95年12月6日校務會議修正通過 

教育部96年1月8日台高(二)字第0950195637號核備 

102 年5 月22 日校務會議修正通過 

102 年10月23日校務會議修正通過 

102 年11 月5 日北醫校秘字第1020003379 號令修正，全文12 條 

教育部103年1月29日臺教高(二)字第1030010375號核備 

 109年01月30日北醫校教字第1090000300號令修正，全文12條 

 教育部109年2月14日臺教高(二)字第1090021727號核備 

第 一 條 本校為辦理校際選課事宜，特依據大學法施行細則，訂定「臺北醫學大學校際選課

實施辦法」（以下簡稱本辦法）。 

第 二 條 准予校際選課之科目，以本校該學期未開設者為原則；應屆畢（結）業生如有特殊

情形者，經學生陳述事實，經系、所、學位學程主管核准後，得以專案申請之。 

第 三 條 校際選課學生每學期修習他校學分數，不得超過該學期修習總學分數三分之一， 但

下列情形不在此限： 

一、學士班及二年制在職專班應屆畢（結）業生。 

二、延畢生。 

三、碩博士班學生。 

四、本校與他校基於互惠原則簽訂學術合作辦法者。 

於前項但書情形，修習學分總數應受每學期最高限修學分之限制。 

第 四 條 本校學生至外校選課時，應先擬具申請書，經所屬系、所、學位學程主管及教務長

核可後，依該校規定之時間、程序，辦理選課手續並依規定繳交費用。 

第 五 條 外校學生至本校選課時，須於本校教務系統填寫校際選課申請單後印出，連同所屬

學校之書面同意文件，於本校規定之加退選期間內來校辦理。 

第 六 條 本校所開之課程科目，遇設有限修人數時，須有餘額方得接受外校學生選課。 

第 七 條 獲准選課之外校學生，應依規定繳交學分費；其選課程序與其它收費標準比照本校

學生辦理。 

第 八 條 外校學生選課後應依本校有關規定參加上課及考試。 

第 九 條 參加校際選課之學校，應於每學期結束後，由成績管理單位，將選課學生之成績單

送交其原肄業學校。 

第一○條 校際選課之成績考查，依大學及獨立學院學生學籍規則有關規定辦理。 

第一一條 參加校際選課學生，須遵守選課學校有關規章。 

第一二條 本辦法經教務會議通過後公告施行，並報請教育部備查；修正時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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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北醫學大學學生停修實施辦法 

教育部台( 8 4 )高字第056671號函准予備查 

93年6月14日九十二學年度第二學期第三次教務會議修訂通過 

93年6月29日校長核定 

97年1月10日九十六學年度第一學期第二次教務會議通過 

97年3月21日校長核定 

100年7月7日九十九學年度第二學期第三次教務會議修訂通過 

100年7月19日北醫校教字第1000002300號令 

 108 年12 月 2 日教務會議修訂通過 

 109 年 01 月 30 日北醫校教字第1090000300 號令修正，全文 7 條 

第 一 條 本校為顧及學生於加退選截止後因故無法繼續修習課程，特依據學則第十五條，訂

定本辦法。 

第 二 條 學生每學期於校訂時間辦理加退選後， 因個人身心之特殊狀況或家庭發生變故， 

致使不能專注於課業時， 得依本辦法申請辦理停修退選；若逾時未依公告之行事

曆時程作網路選課確認即視同放棄， 以教務系統既有選課資料為準， 嗣後並不得

以任何理由申請更正（加選、退選及停修）。 

第 三 條 停修退選後修習之學分數， 不得低於規定之應修學分數。 

第 四 條 每學期受理申請停修退選之時間為行事曆選課更正後至期末考試周前四週止。 

第 五 條 申請停修之學生，應於教務系統進行申請，停修院系所學位學程課程經主授教師、

行政教師或指導教授、系所主管簽准後生效；停修通識教育中心課程經主授教師、

通識行政教師簽准後生效。 

第 六 條 辦理停修退選後，同一學期不得再以任何理由申請加選。 

第 七 條 本辦法經教務會議通過後發布實施；修正時，亦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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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北醫學大學考試請假及補考成績計算辦法 

83年9月5日教務會議通過 

90年12月12日教務會議修正通過 

90年12月31日校長核定 

98年10月21日教務會議修正通過 

98年11月25日校長核定 

 108年12月2日教務會議修正通過  

109年9月23日教務會議修正通過  

109年11月04日北醫校教字第1090004070號令修正，全文10條 

第 一 條  (目的)  

本校為使因故不能如期參加考試之學生得以補考，特訂定考試請假及補考成績計

算辦法（以下簡稱本辦法）。  

第 二 條  (考試定義)  

本辦法所稱之考試，係指期中考試與期末考試及畢業考試。  

第 三 條  (考試假假別定義)  

本校學生於排定考試期間，有下列情形之ㄧ者得辦理考試假：  

一、喪假：學生或其配偶之直系親屬、配偶或兄弟姐妹喪亡，或其他親屬喪亡經

特別簽准者，須檢具證明辦理。  

二、公假：  

(一)因本校指派擔任或辦理公務活動而代表出席校內外集會或兵役召集等事

宜者，得由有關單位出示具體證明後辦理。  

(二)具原住民族身分之學生遇原住民族歲時祭儀(依當年度原委會公告之日期

辦理)，須檢具證明辦理。  

三、病假：  

(一)因病無法如期參加考試者，須檢具健保局特約醫院證明文件辦理。  

(二)女性學生因生理日致出席考試困難者，無需出示醫院證明文件，但須於

考試時間開始前，由本人或親友先以電話、書信或其他方式取得主授教

師同意後辦理，每月以一日為限。  

四、懷孕假：因懷孕無法如期參加考試者，須檢具醫院證明文件辦理。 

五、產假：因生產無法如期參加考試者，須檢具醫院證明文件辦理。  

六、撫育假：因撫育三歲以下子女之突發狀況者，得檢具有效證明文件辦理。  

七、事假：學生因參加國家考試或校際選課以致與校內考試衝堂者，或因修讀輔

系或雙主修以致與主修學系考試衝堂者，得檢具證明辦理。  

八、除上述原因外，其他因人力不可抗拒因素所引起之重大事故，得以簽准之假

別辦理。  

第 四 條  (考試假辦理原則)  

考試期間請假須於該科考試前辦理，喪假、公假與事假須事先核准，否則視同曠

考。因病假、懷孕假、產假(含陪產假)、撫育假或突發事件得由本人或親友先以

電話、書信或其他方式向所屬系所或主授教師報備，並於三日內檢具醫院證明或

該突發事件之相關證明文件補辦請假手續(生理假需檢附考試開始前經主授教師同

意之證明)，若學生因故無法親自辦理者，得委託親友代為辦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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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五 條 (考試期間之突發狀況)  

 

考試當時，如學生發生意外傷害或偶發疾病，由監試教師及有關單位人員查證屬

實可立即至學務處辦理請假。  

第 六 條 (考試假辦理方式)  

 

學生考試請假需至學務處生活輔導組填具本校「學生期中/期末考試請假申請

單」，並檢具相關證明文件，經主授教師、系所主管、生活輔導組、課務組簽

核，由教務長核准後，得予補考一次。  

第 七 條  (考試假補考方式)  

考試請假經准假者，由該生持准假單，於一週內至主授課教師處安排補考。  

第 八 條  (補考成績計算方式)  

補考成績之計算方式如下：  

一、喪假、公假、懷孕假、產假(含陪產假)、撫育假：經由本校准假補考者，其

補考成績以實際成績計算。  

二、病假： 

(一)住院病假經由本校准假補考者，其補考成績以實際成績計算。  

(二)非住院病假經由本校准假補考者，其補考成績如超過七十五分者，概以

七十五分計算。非住院病假(不含生理假)若未能檢具健保局特約醫院診斷

書者，則比照第八條第三款第一目事假標準計算。  

三、事假：  

(一)參加國家考試或校際選課經由本校准假補考者，其補考成績如超過六十分以

上者，概以六十分計算；但碩、博士生修習研究所課程則以七十分計算。  

(二)因修讀輔系或雙主修經本校准假補考者，其補考成績以實際成績計算。  

四、經特別簽准之假別除另有規定外，其補考成績如超過六十分以上者，概以六

十分計算；但碩、博士生修習研究所課程則以七十分計算。  

五、考試請假未經准假者不得補考，該科成績概以零分計算。學生請假補考成

績，由主授教師依本辦法之規範評定成績。  

第 九 條  (未盡事宜)  

本辦法如有未盡事宜，應依本校學則及相關規定辦理。  

第 十 條  (核決權限)  

本辦法經教務會議通過，呈請校長核定後施行，修正時亦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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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北醫學大學轉系考試規定 

 90年9月10日教務會議修訂通過  

90年12月12日教務會議修訂通過  

91年9月12日教務會議修訂通過  

92年1月16日教務會議修訂通過  

92年9月26日教務會議修訂通過  

93年5月14日教務會議修訂通過  

94年2月22日教務會議修訂通過  

94年12月16日教務會議修訂通過  

96年3月14日教務會議修訂通過  

96年8月28日教務會議修訂通過  

97年5月16日教務會議修訂通過  

99年5月19日教務會議修訂通過  

99年12月10日教務會議修訂通過  

100年3月9日教務會議修訂通過  

100年10月6日教務會議修訂通過  

100年12月28日教務會議修訂通過  

102年4月24日教務會議修訂通過  

102年6月13日教務會議修訂通過  

102年10月17日教務會議修訂通過  

102年12月12日教務會議修訂通過  

103年5月8日教務會議修訂通過  

104年5月21日教務會議修訂通過  

105年9月22日教務會議修訂通過  

106年12月7日教務會議修訂通過  

107年9月18日教務會議修訂通過  

109年9月23日教務會議修訂通過  

109年11月04日北醫校教字第1090004070號令修正，全文15條 

 

第 一 條  本校為使校內轉系考試更加週延，特依本校學則之規定，訂定「臺北醫學大學轉系

考試規定」(以下簡稱本規定)。  

第 二 條  本校學生轉系除教育法令另有規定外，悉依本辦法辦理之。  

第 三 條  轉系考試於每學年開始前舉行，轉系報名依教務處公告期限內辦理，逾期不予受理。  

第 四 條  舉辦轉系考試應設招生委員會，其成員組織與校級招生委員會同，校長為主任委員，

商討有關轉系考試之各項事宜。  

第 五 條  申請轉系學生，應符合下列規定：  

一、本校在學學生認為所讀學系與本人志趣不合，已修畢第一學年及該學系一年級

必修科目，且所有成績均及格者。  

二、轉醫學、牙醫學系者：其一年級學業成績總平均在八十二分以上者。  

三、轉藥學系(含藥學組、臨床藥學組)者：其一年級學業成績總平均在八十分以上

者。  

四、轉其他學系者：其一年級學業成績總平均在七十五分以上者。  

五、重考生外校所修科目成績，不得作為申請轉系審核之依據。  

六、教育部分發之僑生申請轉系者，如確因分發之學系與志趣不合，無法在原系繼

續肄業者，經系主任同意後，且符合前述規定得予核准。  

第 六 條  轉醫學系者，不得降轉；轉其他學系者可降轉。惟轉入前應符合學則規範之學籍規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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轉入後學分認列依「臺北醫學大學轉系所學位學程學生畢業學分認列要點」辦理。  

第 七 條  轉系名額，應受下列規定人數之限制：  

一、轉系招生名額，以各學系學生招生、退學所生之缺額，不含保留入學資格、休學

或外加名額造成之缺額，辦理轉系後，各年級名額內學生總數不得超過各該學年

原核定之新生總數。  

二、醫學系轉系名額以該學系學生招生、退學所生之缺額為限，不含保留入學資格、

休學或外加名額造成之缺額。  

三、各學系招收轉系名額需經招生委員會通過後公告。  

四、陸生申請轉系，應於教育部當學年度核定招收陸生之學系範圍內辦理，其轉系名

額須在各學制班次核定招收陸生總名額及系組範圍內自行流用。  

第 八 條  下列學生不得申請轉系：  

一、核准轉系錄取者。  

二、正在休學期間者。  

三、轉學生。  

四、已辦抵免學分者。但以下三款不在此限  

(一)以本校新生先修課程辦理抵免者  

(二)經本校核准之認證考試及格辦理抵免者  

(三)符合本校英文及外語課程辦理抵免者  

五、提高編級者。 

六、經由本校單獨招收身心障礙生管道之錄取者。  

七、學士後學制學生。 

八、應屆畢業生或延長修業年限學生。 

九、大學甄選入學繁星推薦錄取生(情況特殊者，繳交經學系輔導及系主任簽核之報告

書，報請學校教務會議通過者除外)。 

十、學期成績達退學規範者。  

第 九 條  申請轉系後不得請求撤銷或變更報考學系，一人僅限報考一個學系，違者不予受理

報考。  

第 十 條  考試科目：(由各學系自行訂定，如有變更，應於第一學期結束前公告之。)  

醫學系：英文、普通化學、普通生物學  

牙醫學系：英文、普通化學、普通生物學、術科(由學系訂定) 

藥學系：英文、普通化學、普通生物學  

醫學檢驗暨生物技術學系：普通化學、普通生物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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護理學系：英文  

保健營養學系：英文、普通生物學  

公共衛生學系：英文、普通生物學  

醫務管理學系：英文  

呼吸治療學系：英文、普通生物學  

高齡健康管理學系：英文  

牙體技術學系：英文、普通化學、普通生物學  

口腔衛生學系：英文  

生物醫學工程學系：英文、普通生物學 

食品安全學系：英文、普通生物學 

第十一條  錄取名額：  

一、轉系考試報名之前，由各學系依第八條規定提報招收名額，並公告周知。  

二、成績未達各學系之最低錄取標準時，採不足額錄取。  

第十二條  成績計算方式：  

一、醫學系之考試型態含筆試及面試，分別佔總成績百分之七十及百分之三十計算；

依筆試成績排序後進行招生名額三倍率篩選，達標準者，始具面試資格，並依總

成績高低順序擇優錄取。  

二、牙醫學系之考試型態含筆試、術科及面試，分別佔總成績百分之六十、百分之二

十及百分之二十計算，依筆試成績排序後進行招生名額三倍率篩選，達標準者，

始具術科及面試資格，並依總成績高低順序擇優錄取。 

三、藥學系(含藥學組、臨床藥學組)依轉系考試成績總平均高低順序擇優錄取。同分時

依考試科目普通化學、普通生物學、英文成績比序擇優錄取。  

四、其他學系，學業成績總平均佔百分之五十，轉系考試成績總平均佔百分之五十。  

第十三條  轉系考試成績評定完竣後，由主任委員召開轉系考試委員會會議，訂定各學系之最低

錄取標準，並決定錄取名額及錄取榜單，報請校長核定之。  

第十四條  轉系考試經錄取後，不得以任何理由歸回原學系。  

第十五條  本規定經教務會議通過後公告施行，並報教育部備查；修正時亦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