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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慈濟大學慈濟大學慈濟大學慈濟大學 104學年度第學年度第學年度第學年度第1學期行事曆學期行事曆學期行事曆學期行事曆．．．．月 週次 日 一 二 三 四 五 六 辦理事項八八八八月月月月 暑假
1 08/01 第一學期開始08/01 各類就學優待申請開始（08/01-09/07）08/01 教育部弱勢助學申請開始（08/01-09/30）08/17 新生營合心服務團隊核心幹部訓練08/24 新生營合心服務團隊幹部訓練（08/24-09/13）08/25 新生分區家長座談會（08/25-08/28）2 3 4 5 6 7 89 10 11 12 13 14 1516 17 18 19 20 21 2223 24 25 26 27 28 2930 31

九九九九月月月月
1 2 3 4 5 09/06 新生報到，開放第一學期入學新生（含轉學生）進住宿舍09/07 新生套量校服09/07 新生生活營四日（09/07-09/10）09/07 舊生制服增補（09/07-09/25）09/07 本學期學雜費繳費截止日、各類就學優待申請截止09/08 大一慈誠懿德配合新生生活營日期返校09/11 開放舊生進住宿舍09/13 新生團體健康檢查、社團博覽會09/14 09/14 09/14 09/14 開學上課開學上課開學上課開學上課09/14 全校學生加選課、退選課開始(上午7:00網路開放選課，09/14-09/25)09/14 住宿學生辦理第一學期第一階段校外賃居申請截止09/15 住宿學生辦理第一學期第二階段校外賃居申請開始（09/15-10/23）09/18 校本部3分鐘登階檢測09/19 班級幹部教育訓練暨工讀生服務學習訓練09/19 宿舍自治幹部服務團隊訓練（反毒及菸害防制教育宣導講座）09/21 向註冊組申請106學年度增設調整院系所學位學程案件截止09/21 校本部游泳檢定09/22 第一次教資中心執行委員會會議09/23 行政會議09/23 人社院游泳檢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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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9/23 人社院游泳檢定09/25 人社院3分鐘登階檢測09/25 大學部學生申請輔系、雙主修截止09/25 全校學生加選課、退選課截止(網路選課24:00關閉、書面繳件18:00截止)09/25 校際選課校外生申請截止09/27 09/27 09/27 09/27 中秋節中秋節中秋節中秋節((((放假放假放假放假))))09/28 09/28 09/28 09/28 中秋節遇例假日補假一日中秋節遇例假日補假一日中秋節遇例假日補假一日中秋節遇例假日補假一日09/29 校本部游泳檢定09/30 教育部弱勢助學申請截止
2 20 21 22 23 24 25 26
3 27 28 29 30

十十十十月月月月
1 2 3 10/01 人社院游泳檢定10/01 校本部學生宿舍緊急自衛隊暨消防疏散演練（夜間演習）10/02 慈誠懿德會大一至大七暨研究所返校日10/05 第一次教務會議10/06 空間規劃管理委員會會議10/07 系所主管會報10/09 10/09 10/09 10/09 國慶日遇例假日補假一日國慶日遇例假日補假一日國慶日遇例假日補假一日國慶日遇例假日補假一日10/10 10/10 10/10 10/10 國慶日國慶日國慶日國慶日((((放假放假放假放假))))10/12 學生上網填寫第一次教學評量(10/12-10/18)10/14 總務會議10/15 人社院學生宿舍緊急自衛隊暨消防疏散演練（夜間演習）10/16 二年級學務處週會-智慧財產權教育宣導講座10/16 行政會議10/19 期中成績預警上網開始登錄(10/19-12/05)10/23 10/23 10/23 10/23 全學期上課達全學期上課達全學期上課達全學期上課達1/31/31/31/310/23 住宿學生辦理第一學期第二階段校外賃居申請截止10/24 資訊基本能力檢測(第一梯次)10/28 校務會議10/30 慈誠懿德會大一至大七暨研究所返校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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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慈濟大學慈濟大學慈濟大學慈濟大學 104學年度第學年度第學年度第學年度第1學期行事曆學期行事曆學期行事曆學期行事曆（（（（續續續續））））．．．．月 週次 日 一 二 三 四 五 六 辦理事項十一月十一月十一月十一月 8 1 2 3 4 5 6 7 11/04 系所主管會報11/09 11/09 11/09 11/09 期中考試週期中考試週期中考試週期中考試週(11/09(11/09(11/09(11/09----11/13)11/13)11/13)11/13)11/10 綠色大學永續校園推動委員會會議11/11 行政會議11/16 學生上網填寫第二次教學評量(11/16-11/22)11/16 11/16 11/16 11/16 通識教育暨第二週期系所評鑑實地訪評通識教育暨第二週期系所評鑑實地訪評通識教育暨第二週期系所評鑑實地訪評通識教育暨第二週期系所評鑑實地訪評(11/16(11/16(11/16(11/16----11/20)11/20)11/20)11/20)11/24 第二次教資中心執行委員會會議11/25 全校運動會(停課一日，全體師生參加運動會)11/27 慈誠懿德會大一至大七暨研究所返校日
9 8 9 10 11 12 13 1410 15 16 17 18 19 20 2111 22 23 24 25 26 27 2812 29 30

十十十十二二二二月月月月
1 2 3 4 5 12/02 系所主管會報12/04 校級教學暨課程規劃委員會議12/04 12/04 12/04 12/04 全學期上課達全學期上課達全學期上課達全學期上課達2/32/32/32/312/04 學生宿舍溫馨週活動（全體住宿生活動）12/05 期中成績預警上網登錄截止(系統24:00關閉)12/07 學生上網填寫第三次教學評量(12/07-12/13)12/11 第二次教務會議12/11 校本部3分鐘登階檢測12/16 行政會議12/18 慈誠懿德會大一至大七暨研究所返校日(歲末祝福)12/19 資訊基本能力檢測(第二梯次)12/21 全校班級幹部遴選（12/21-12/31）12/21 寒假期間學生留校住宿申請及繳費開始（申請及繳費截止為01/08）12/25 班級幹部考評、學生獎勵申請案截止12/25 校務會議12/31 研究生學位考試申請截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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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31 研究生學位考試申請截止12/31 當學期研究生休學申請截止16 27 28 29 30 31

一一一一月月月月
1 2 01/01 01/01 01/01 01/01 元旦元旦元旦元旦((((放假放假放假放假))))01/04 學生上網填寫第四次教學評量(01/04-01/10)01/04 住宿學生辦理第二學期第一階段校外賃居申請（01/04-02/22）01/04 全校學生操行成績考核計算截止01/06 學生預選104學年度下學期課程(上午7:00網路開放選課，01/06-01/10)01/06 系所主管會報01/08 當學期大學部休學申請截止01/08 寒假期間學生留校住宿申請及繳費截止01/08 人社院3分鐘登階檢測01/10 預選104學年度下學期課程截止(晚間24:00網路選課關閉)01/11 01/11 01/11 01/11 期末考試週期末考試週期末考試週期末考試週(01/11(01/11(01/11(01/11----01/15)01/15)01/15)01/15)01/12 第三次教資中心執行委員會會議01/15 操行成績送交截止01/18 學生第一學期住宿結束01/18 寒假開始01/18 寒假期間學生留校住宿開始01/22 教師送交學期總成績截止01/29 研究生繳交學位考試論文截止01/31 第一學期結束

17 3 4 5 6 7 8 918 10 11 12 13 14 15 16
寒假 17 18 19 20 21 22 2324 25 26 27 28 29 3031



．．．．慈濟大學慈濟大學慈濟大學慈濟大學 104學年度第學年度第學年度第學年度第2學期行事曆學期行事曆學期行事曆學期行事曆．．．．月 週次 日 一 二 三 四 五 六 辦理事項
二二二二月月月月

寒假 1 2 3 4 5 6 02/01 第二學期開始02/01 各類就學優待申請開始（02/01-02/15）02/06 春節期間學生宿舍全面關閉（02/06-02/14）02/0602/0602/0602/06----02/11 02/11 02/11 02/11 春節連假春節連假春節連假春節連假(02/07(02/07(02/07(02/07除夕至除夕至除夕至除夕至02/1002/1002/1002/10初三放假初三放假初三放假初三放假，，，，02/1102/1102/1102/11除夕遇例假日補假一日除夕遇例假日補假一日除夕遇例假日補假一日除夕遇例假日補假一日))))02/12 02/12 02/12 02/12 彈性放假彈性放假彈性放假彈性放假((((於畢業典禮於畢業典禮於畢業典禮於畢業典禮06/04(06/04(06/04(06/04(六六六六))))補上班一日補上班一日補上班一日補上班一日))))02/15 本學期學雜費繳費截止日、各類就學優待申請截止02/19 開放第二學期住校學生住宿02/22 02/22 02/22 02/22 開學上課開學上課開學上課開學上課02/22 全校學生加選課、退選課開始(上午7:00網路開放選課，02/22-03/04)02/22 住宿學生辦理第二學期第一階段校外賃居截止02/22 寒假轉學生制服套量日02/22 舊生制服增補（02/22-03/04）02/23 住宿學生辦理第二學期第二階段校外賃居申請（02/23-04/01）02/26 校本部3分鐘登階檢測02/28 02/28 02/28 02/28 和平紀念日和平紀念日和平紀念日和平紀念日((((放假放假放假放假))))02/29 02/29 02/29 02/29 和平紀念日遇例假日補假一日和平紀念日遇例假日補假一日和平紀念日遇例假日補假一日和平紀念日遇例假日補假一日
7 8 9 10 11 12 1314 15 16 17 18 19 201 21 22 23 24 25 26 27

2 28 29 1 2 3 4 5 03/02 系所主管會報03/04 人社院3分鐘登階檢測03/04 大學部學生申請輔系、雙主修截止03/04 全校學生加選課、退選課截止(網路選課24:00關閉、書面繳件18:00截止)03/04 校際選課校外生申請截止03/04 慈誠懿德會大一至大七暨研究所返校日03/08 空間規劃管理委員會會議03/11 校本部學生宿舍緊急自衛隊暨消防疏散演練（全校性活動）3 6 7 8 9 10 11 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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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三三三月月月月 03/11 校本部學生宿舍緊急自衛隊暨消防疏散演練（全校性活動）03/12 班級幹部教育訓練暨工讀生服務學習訓練03/12 宿舍自治幹部服務團隊訓練（反毒及菸害防制教育宣導講座）03/14 第一次教務會議03/18 人社院學生宿舍緊急自衛隊暨消防疏散演練（全校性活動）03/21 學生上網填寫第一次教學評量(03/21-03/27)03/22 第四次教資中心執行委員會會議03/23 行政會議03/25 總務會議03/25 慈誠懿德會大一至大七暨研究所返校日03/26 精舍之路十公里路跑03/28 期中成績預警上網開始登錄(03/28-05/14)
4 13 14 15 16 17 18 195 20 21 22 23 24 25 26
6 27 28 29 30 31

四四四四月月月月
1 2 04/01 04/01 04/01 04/01 全學期上課達全學期上課達全學期上課達全學期上課達1/31/31/31/304/01 校務會議04/01 住宿學生辦理第二學期第二階段校外賃居截止04/04 04/04 04/04 04/04 兒童節兒童節兒童節兒童節、、、、清明節清明節清明節清明節((((放假放假放假放假))))04/05 04/05 04/05 04/05 兒童節遇例假日補假一日兒童節遇例假日補假一日兒童節遇例假日補假一日兒童節遇例假日補假一日04/06 系所主管會報04/09 資訊基本能力檢測(第三梯次)04/15 行政會議04/15 向註冊組申請增設調整院系所學位學程案件截止04/18 04/18 04/18 04/18 期中考試週期中考試週期中考試週期中考試週 (04/18(04/18(04/18(04/18----04/22)04/22)04/22)04/22)04/25 學生上網填寫第二次教學評量(04/25-05/01)04/25 受理105學年度學生住宿申請開始（04/25-05/06）04/27 校園徵才就業博覽會04/29 慈誠懿德會大一至大七暨研究所返校日04/30 國語文基本能力檢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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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慈濟大學慈濟大學慈濟大學慈濟大學 104學年度第學年度第學年度第學年度第2學期行事曆學期行事曆學期行事曆學期行事曆（（（（續續續續））））．．．．月 週次 日 一 二 三 四 五 六 辦理事項
五五五五月月月月

11 1 2 3 4 5 6 7 05/04 系所主管會報05/06 住宿學生宿舍學習日05/06 受理105學年度學生住宿申請截止05/09 校本部游泳檢定05/11 人社院游泳檢定05/11 行政會議05/13 05/13 05/13 05/13 全學期上課達全學期上課達全學期上課達全學期上課達2/32/32/32/305/13 校級教學暨課程規劃委員會議05/14 期中成績預警上網登錄截止(系統24:00關閉)05/16 學生上網填寫第三次教學評量(05/16-05/22)05/17 校本部游泳檢定05/18 校務會議05/19 人社院游泳檢定05/20 第二次教務會議05/20 應屆畢業班當學期休學申請截止05/20 非畢業班慈誠懿德會返校日05/21 水上運動會05/23 05/23 05/23 05/23 應屆畢業生畢業考試週應屆畢業生畢業考試週應屆畢業生畢業考試週應屆畢業生畢業考試週(05/23(05/23(05/23(05/23----05/27)05/27)05/27)05/27)05/24 第五次教資中心執行委員會會議05/27 應屆畢業生操行成績送交截止05/28 資訊基本能力檢測(第四梯次)05/30 暑假期間學生留校住宿申請開始（網路填單申請05/30-06/08）

12 8 9 10 11 12 13 1413 15 16 17 18 19 20 2114 22 23 24 25 26 27 28
15 29 30 31 1 2 3 4 06/01 系所主管會報06/01 各學系提送遴聘105學年度導師名單（06/01-06/24）06/03 畢業班教師送交學期總成績截止06/03 校本部3分鐘登階檢測06/03 畢業班慈誠懿德會配合畢業典禮日期返校06/04 06/04 06/04 06/04 畢業典禮畢業典禮畢業典禮畢業典禮 ((((補上班補上班補上班補上班))))06/08 暑假期間住宿學生留校申請截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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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六六六月月月月
06/08 暑假期間住宿學生留校申請截止06/09 06/09 06/09 06/09 端午節端午節端午節端午節((((放假放假放假放假))))06/10 06/10 06/10 06/10 彈性放假彈性放假彈性放假彈性放假((((於於於於06/18(06/18(06/18(06/18(六六六六))))補上班上課補上班上課補上班上課補上班上課))))06/10 全校學生操行成績考核計算截止日06/12 應屆畢業生住宿結束06/13 學生上網填寫第四次教學評量(06/13-06/19)06/13 暑假期間住宿學生留校申請及繳費開始（06/13-06/17）06/15 學生預選105學年度上學期課程(上午7:00網路開放選課，06/15-06/19)06/17 行政會議06/17 當學期大學部休學申請截止06/17 人社院3分鐘登階檢測06/17 暑假期間住宿學生留校申請及繳費截止06/18 補上班上課06/19 預選105學年度上學期課程截止(晚間24:00網路選課關閉)06/20 06/20 06/20 06/20 期末考試週期末考試週期末考試週期末考試週(06/20(06/20(06/20(06/20----06/24)06/24)06/24)06/24)06/25 學年寢室搬遷日06/27 暑假開始06/27 學生第二學期住宿結束06/28 暑假期間學生留校住宿開始06/28 教師合心共識營06/30 研究生學位考試申請截止06/30 當學期研究生休學申請截止

16 5 6 7 8 9 10 1117 12 13 14 15 16 17 1818 19 20 21 22 23 24 25暑假 26 27 28 29 30
七七七七月月月月 1 2 07/05 第六次教資中心執行委員會會議07/29 大學部畢業生離校截止07/31 第二學期結束08/31 研究生繳交學位考試論文截止3 4 5 6 7 8 910 11 12 13 14 15 1617 18 19 20 21 22 2324 25 26 27 28 29 3031



．．．．獎助學金訊息獎助學金訊息獎助學金訊息獎助學金訊息．．．．

※※※※本校研究生獎助學金分為本校研究生獎助學金分為本校研究生獎助學金分為本校研究生獎助學金分為:助學金助學金助學金助學金、、、、教學助理工作酬金及獎勵金教學助理工作酬金及獎勵金教學助理工作酬金及獎勵金教學助理工作酬金及獎勵金

1.【【【【助學金助學金助學金助學金】】】】依下列原則辦理依下列原則辦理依下列原則辦理依下列原則辦理：：：：

(1)凡受領研究生助學金者，均須確實協助系、所從事教學及其他相關

系所務工作。

(2)助學金請領月份為第一年八月至七月，第二年八月至五月，請領金

額為碩士班每名每月三千元。

(3)本助學金每學期申請一次，申請人應於每學期開學二週內填具申請

表，經指導教授簽證後，存於各系所備查。

2.【【【【教學助理工作酬金教學助理工作酬金教學助理工作酬金教學助理工作酬金】】】】依下列原則辦理依下列原則辦理依下列原則辦理依下列原則辦理：：：：

(1)教學助理係指本校在學研究生協助教師進行教學活動。

(2)教學助理經費補助每學期申請一次，惟每一課程以申請一種類型之

教學助理為原則，並依據「慈濟大學教學助理實施作業要點」辦理。教學助理為原則，並依據「慈濟大學教學助理實施作業要點」辦理。

3.【【【【獎勵金獎勵金獎勵金獎勵金】】】】依下列原則辦理依下列原則辦理依下列原則辦理依下列原則辦理：：：：

(1)參加本校碩士班甄試及入學考試獲錄取正取之一般生，依榜單名次
各取前 1/5 者(不含本校應屆畢業生)，第一學年學雜費獎勵二分之一。

(2)原住民學生就讀本校碩士班，獎勵學雜費之二分之一，以領足二學
年為限。

(3)本校及慈濟技術學院應屆畢業生經本校碩士班甄試或考試錄取者，
獎勵碩士班全額學雜費(以二學年為限)，本校大學部及慈濟技術學院畢
業成績為全班前50%者(不含延畢生)，碩士班第一學期頒發獎學金2萬元
(學期中分月支付，每月5000元×4個月)。碩士班第二學期由碩士班主任
(所長)召開審核委員會依學期成績推薦1至2名學生名單，頒發獎學金2 
萬元(學期中分月支付，每月5000元×4個月)。

(4)凡領取獎勵金之學生，需至少擔任一學期教學助理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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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多相關助學金訊息及教學助理實施的法規要點，請參考教務
處課務組的網頁。 (http://www.aa.tcu.edu.tw/course_law.html)



．．．．師資介紹師資介紹師資介紹師資介紹．．．．

生物醫學與應用學群師資：

專任教師 職稱 畢業學校 研究方向
辦公室/

分機號碼

實驗室/

分機號碼

李政偉
教授

兼任生命科
學系系主任

台灣大學微
生物學研究
所博士

頭頸癌發展機制探討、
EB病毒致癌特性、抗癌
藥物研發

D903/

2620

D913/

2621

徐雪瑩 教授
高雄醫學大
學醫學研究
所博士

抗癌藥物之細胞調控機
制、抗氧化劑之生物功
能開發、腫瘤血管新生

D830/

2610

D829/

2613

王明升 副教授

美國密蘇里
大學哥倫比
亞學區理學

實驗動物學臨床管理、
哺乳動物生殖生物學

F534A/

1752

F536/

17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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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明升 副教授
亞學區理學
博士

哺乳動物生殖生物學 1752 1752

許豪仁 副教授
陽明大學醫
學工程研究
所博士

電腦輔助藥物設計、抗
發炎蛋白藥物開發、表
面電漿共振應用

D904/

2643

D923/

2644

陳泓吉 助理教授
美國賓州州
立大學遺傳
學博士

血管細胞的訊息傳導及
基因調控

D910/

2628

D917/

2629

李哲夫 客座教授

美國西維吉
尼亞大學醫
學院藥理學
博士

血管生物學、腦血管藥
理學

E522/

2606

E508/

2721



植物與微生物學群師資：

．．．．師資介紹師資介紹師資介紹師資介紹((((續續續續))))．．．．

專任教師 職稱 畢業學校 研究方向
辦公室/

分機號碼

實驗室/

分機號碼

鄭靜明 副教授
清華大學生命
科學研究所博
士

植物遺傳與育種分
子機制、嗜菌體免
疫調控、植微生技

D803/

2614

D811/

2615

周帛暄 副教授
中興大學生物
科技學研究所
博士

葉綠體生物學、花
器發育調控機制

D804/

2630

D812/

2631

葉綠舒 助理教授
美國杜蘭大學
生化所博士

光敏素訊息傳導、
植物次級代謝

D805/

2619

D813/

26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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劉嘉卿 助理教授
臺灣大學植物
學研究所博士

植物分類學、電子
顯微鏡之應用

D806/

2616

D814/

2617

陳俊堯 助理教授
美國康乃爾大
學比較生物醫
學博士

微生物生態與演化、
環境微生物多樣性、
腸道生態系

D928/

2622

D922/

2623

林麗鳳 助理教授
美國波士頓大
學微生物學研
究所博士

抗炎藥物機制、
Moss蛋白質功能分
析

D905/

2625

D914/

2634

鄭綺萍 助理教授
美國肯塔基大
學植物病理學
博士

病毒與寄主之交互
作用、分子病毒與
植物病理學

D906/

2633

D915/

2641



．．．．教育目標及學生核心能力教育目標及學生核心能力教育目標及學生核心能力教育目標及學生核心能力．．．．

【【【【教育目標教育目標教育目標教育目標】】】】

培養具有生命科學研究能力的科技人才

【【【【學生核心能力學生核心能力學生核心能力學生核心能力】】】】

1.具生命科學專業知識

2.具專業科學表達能力

慈濟大學 生命科學系(碩士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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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具生命科學的專業實驗操作及問題解決能力



．．．．課程地圖課程地圖課程地圖課程地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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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4學年度第學年度第學年度第學年度第1111學期碩士班一年級課程表學期碩士班一年級課程表學期碩士班一年級課程表學期碩士班一年級課程表．．．．

必修必修必修必修

或或或或

選修選修選修選修

科科科科 目目目目

代代代代 號號號號

科目名稱科目名稱科目名稱科目名稱

第一第一第一第一////二二二二

學年學年學年學年
授課老師授課老師授課老師授課老師 備備備備 註註註註

上上上上 下下下下

必
修
科
目

必
修
科
目

必
修
科
目

必
修
科
目

LS5001LS5001LS5001LS5001 專題討論專題討論專題討論專題討論((((一一一一)))) 1111 李政偉李政偉李政偉李政偉 主課老師異動主課老師異動主課老師異動主課老師異動

LS5003LS5003LS5003LS5003 專題討論專題討論專題討論專題討論((((三三三三)))) 1111 李政偉李政偉李政偉李政偉 主課老師異動主課老師異動主課老師異動主課老師異動

LS5005LS5005LS5005LS5005 分子細胞生物學分子細胞生物學分子細胞生物學分子細胞生物學 4444 林麗鳳林麗鳳林麗鳳林麗鳳 主課老師異動主課老師異動主課老師異動主課老師異動

LS5006LS5006LS5006LS5006 論文寫作論文寫作論文寫作論文寫作 1111 陳紀雄陳紀雄陳紀雄陳紀雄 限研二限研二限研二限研二

LS5010LS5010LS5010LS5010 生命科學研究技術生命科學研究技術生命科學研究技術生命科學研究技術 4444 鄭靜明鄭靜明鄭靜明鄭靜明

必必必必 修修修修 學學學學 分分分分 合合合合 計計計計

LS5013LS5013LS5013LS5013 微生物生態與演化微生物生態與演化微生物生態與演化微生物生態與演化 2222 陳俊堯陳俊堯陳俊堯陳俊堯 雙數學年第一學期開設雙數學年第一學期開設雙數學年第一學期開設雙數學年第一學期開設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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選
修
科
目

選
修
科
目

選
修
科
目

選
修
科
目

LS5021LS5021LS5021LS5021 生物分子模擬概論生物分子模擬概論生物分子模擬概論生物分子模擬概論 2222 許豪仁許豪仁許豪仁許豪仁

IM6052IM6052IM6052IM6052 生物晶片生物晶片生物晶片生物晶片 2222 李政偉李政偉李政偉李政偉
與醫學科學研究所博士班與醫學科學研究所博士班與醫學科學研究所博士班與醫學科學研究所博士班

合班上課合班上課合班上課合班上課

IM6053IM6053IM6053IM6053 實驗動物科學簡介實驗動物科學簡介實驗動物科學簡介實驗動物科學簡介 2222 王明升王明升王明升王明升
與醫學科學研究所博士班與醫學科學研究所博士班與醫學科學研究所博士班與醫學科學研究所博士班

合班上課合班上課合班上課合班上課

MMI6047MMI6047MMI6047MMI6047 細菌生理學細菌生理學細菌生理學細菌生理學 2222 林光慧林光慧林光慧林光慧
與醫學系微生物及免疫學與醫學系微生物及免疫學與醫學系微生物及免疫學與醫學系微生物及免疫學

碩士班合班上課碩士班合班上課碩士班合班上課碩士班合班上課

MG6001MG6001MG6001MG6001 發育生物學特論發育生物學特論發育生物學特論發育生物學特論 3333 王文柄王文柄王文柄王文柄 與分遺碩合班上課與分遺碩合班上課與分遺碩合班上課與分遺碩合班上課

MG6002MG6002MG6002MG6002 訊息傳遞特論訊息傳遞特論訊息傳遞特論訊息傳遞特論 2222 王文柄王文柄王文柄王文柄 與分遺碩合班上課與分遺碩合班上課與分遺碩合班上課與分遺碩合班上課

MG6004MG6004MG6004MG6004 模式生物模式生物模式生物模式生物 2222 曾英傑曾英傑曾英傑曾英傑 與分遺碩合班上課與分遺碩合班上課與分遺碩合班上課與分遺碩合班上課

IM6119IM6119IM6119IM6119
幹細胞移植與幹細胞移植與幹細胞移植與幹細胞移植與GMPGMPGMPGMP等級等級等級等級

實驗室實習實驗室實習實驗室實習實驗室實習
1111 馮清榮馮清榮馮清榮馮清榮

與醫學科學研究所博士班與醫學科學研究所博士班與醫學科學研究所博士班與醫學科學研究所博士班

合班上課合班上課合班上課合班上課

TM6007TM6007TM6007TM6007
轉譯醫學轉譯醫學轉譯醫學轉譯醫學、、、、臨床試驗規臨床試驗規臨床試驗規臨床試驗規

範與研究倫理範與研究倫理範與研究倫理範與研究倫理
1111 劉鴻文劉鴻文劉鴻文劉鴻文

與轉譯醫學博士學位學程與轉譯醫學博士學位學程與轉譯醫學博士學位學程與轉譯醫學博士學位學程

合班上課合班上課合班上課合班上課



．．．．慈濟大學學生選課作業要點慈濟大學學生選課作業要點慈濟大學學生選課作業要點慈濟大學學生選課作業要點．．．．

(僅列最近修正之紀錄)

104 年 5 月 25 日 103 學年度第 2 學期第 2 次教務會議修正通過

第 一 條 學生選課須依照各系、所規定課程表辦理，並須經系、所主任之核准。

第 二 條 學生選課分為網路選課(含預選)與書面申請加退選，新生及轉學生之第
一學期則由教務處另行安排時間進行網路選課。網路選課與書面申請加
退選實施流程如下：

一、網路選課(含預選)：
(一)每學期教務處公佈次學期課程時間表後，學生依規定時程開始進行網路
選課(含預選)。

(二)網路選課後，教師資訊服務系統提供各科目之學生預選清單，主課老師
可至系統中查詢及列印。

二、書面申請加退選：
(一)課程之加退選，以開學後第二週結束前辦理為原則。學生逾期加退選，
以開學後第三週結束前辦理為原則。學生申請停(退)修，以第十一週結
束前辦理為原則。惟該課程已結束，學生不得申請停(退)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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束前辦理為原則。惟該課程已結束，學生不得申請停(退)修。
(二)學生加、退選須填寫『學生加、退選單』並經授課教師及系所主管同意
後，再至課務組辦理更改。

(三)學生逾期加退選或申請停(退)修須填寫『特殊原因逾期加退選申請表』
並經授課教師、導師及系所主管同意後，再至課務組辦理更改。

(四)學生選課資料同步更新至學生服務系統之當學期選課清單。課務組須於
第三週公告及Email通知，請學生、導師及系所主管審閱當學期選課資料
之正確性。選課資料若有錯誤或疑問，學生應於第五週結束前至教務處
查詢、更正，未至課務組更正者視同已確認。

(五)加退選截止後，各系所及主課老師可上網查詢及列印修課學生名單。學
生資料若有錯誤或疑問，應於二週內通知課務組更正。

(六)依規定需繳交學分費但未於規定期限內繳交者，該科自動退選。

第 三 條 除因行政疏失所造成之選課記錄錯誤，或原選課程停開而需加選者外，
一律不得 於規定時程之外辦理加、退選。學生退選後，總修讀學分數仍
需符合第四條應修 學分數之限制，退選課程不計成績、學分，不予核退
學雜費。



．．．．慈濟大學學生選課作業要點慈濟大學學生選課作業要點慈濟大學學生選課作業要點慈濟大學學生選課作業要點（（（（續續續續）．）．）．）．

第 四 條 各學系大學部學生修習學分數之上下限，悉依學則第十八條辦理。若因
學生健康、 家庭變故及其他特殊原因而超出上列學分上下限之學生，應
經系主任同意，並於「特殊原因逾期加退選申請表」上加註「同意」字
樣。

第 五 條 二年級（含）以上之學生，需按照所屬學系之課程表，先將必修及應修
之科目選齊，凡前一學年不及格之必修科目應儘先即時修習，避免延至
畢業年級重修。

第 六 條 凡全學年之選修科目，僅選一學期者，已及格之學分不得抵充最低畢業
學分數，但科目名稱以一、二區分者，不受此限。

第 七 條 二年級以上加修輔系、雙學位、專業學程者，需依本校所公佈之各學系
輔系、雙學位、專業學程科目表修習之，如有科目名稱及學分數不符合
者，不予承認輔系、雙學位、專業學程。

第 八 條 各學系學生對於必修課程，均應以選讀本系本班所開者為準，如係重修
或補修學生因時間衝突，經系主任認可者，亦只能選修與本學系學分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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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補修學生因時間衝突，經系主任認可者，亦只能選修與本學系學分及
課程名稱相同之他系課程。

第 九 條 學生所修習之科目，其上課時間不得衝突，如有衝突一經查出，衝突科
目學期成績均以零分計算。

第 十 條 學生所須修習之通識教育課程，依通識課程委員會之決議辦理。

第十一條 各學系學生凡選修非該學系相關之科目，非經各系所主任認定者，不得
抵充最低畢業學分數。

第十二條 轉系生及轉學生除應分別辦理認可或抵免之學分外，凡應補修轉入年級
前之科目，應儘先補修。

第十三條 轉系生及轉學生，凡轉入學系應修之科目，已修習及格且學分相同者，
經系主任認可後得予免修；原科目停開者，得另選性質相近者代替。



．．．．慈濟大學學生選課作業要點慈濟大學學生選課作業要點慈濟大學學生選課作業要點慈濟大學學生選課作業要點（（（（續續續續）．）．）．）．

第十四條 重考或重新申請入學或依照法令規定先修讀學分後考取修讀學位之新生，
在不變更畢業學分數之原則下得酌情抵免。

第十五條 一、加退選後，開班授課之最低修課人數：
(一)研究所：三人（入學人數不足五人之研究所﹝組﹞不在此限，但
以教育部 核定之組別為限）。
(二)大學部校內老師：五人（大四選修課程：三人），通識中心課程
除外。
(三)通識中心課程校內老師：十人。
(四)校外老師：十五人。
(五)活動性課程選課人數：十五人。

二、除影響學生畢業資格、全英文授課課程於加退選週結束後一週內辦
理簽准 之課程外，人數不足之課程一律停開。選修同學得於一週
內加選其他課程， 但適應體育課程不在此限。

第十六條 每班授課人數上限由開課教師自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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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七條 本辦法未規定者，悉依本校學則及有關規章辦理。

第十八條 本辦法經教務會議通過後公佈施行，修正時亦同。



．．．．慈濟大學校際選課實施要點慈濟大學校際選課實施要點慈濟大學校際選課實施要點慈濟大學校際選課實施要點．．．．
(僅列最近修正之紀錄)

教育部100年3月9日臺高(二)字第1000038119號函備查

第一條 本要點依教育部大學法施行細則第二十五條，並參酌本校實際情況訂定。

第二條 本校學生選修他校課程，以選修時本校未開設之科目為原則。

第三條 本校學生至他校選課，應由所屬系所與外校開課系所科先行溝通協調，填
妥校際選課選課單，並經系所主管、教務處核可後，於每學期註冊選課時
辦理。學生校際選課之科目學分數，以不超過該學期在本校選課總學分數
的三分之一為原則，唯延畢生及修習學程必修課程學生例外。且其上課時
間（含至上課地點往返時間）不得與本校所選修科目衝堂，違者其衝堂科
目均以零分計算。

第四條 他校學生至本校選課，應先徵得開課系所參酌選修人數同意後，於本校每
學期加退選課程截止日後一週內辦理，逾期不予受理。

第五條 因校際選課所延伸之學分費、實習費、個別指導費等費用之收取，由本校
與他校另行研商之。

第六條 校際選課學生應填具校際選課單辦理選課手續，如未按照本校下列規定完

14

慈濟大學 生命科學系(碩士班)

成選課登記手續者，其成績不予承認。
（一）本校學生校際選課單共四聯，經本校相關系所簽章核可後，持向他

校辦理選課登記手續。其中兩聯交由他校有關系所與教務處登記存
查；另兩聯經他校簽章認可後持返本校各系所及教務處註冊組登
記。

（二）他校學生校際選課單由原校發給，經原校系所及教務處核可簽章
後，持向本校接受選課之系所登記蓋章，再送本校教務處課務組核
定辦理選課手續。其中兩聯應送本校接受選課系所及教務處註冊組
登記查考成績，另一聯持送原校系所或教務處登記存查。

（三）本校接受他校學生校際選課完成後，除因開課人數不足而停開者
外，學生不得辦理退選退費。其授課、考試及成績計算均比照本校
學生辦理，成績則分別登記，並於該學期期末考試結束後，由各
系、所將校際選課學生成績單送交教務處整理登記，分送其原肄業
學校查考。

第七條 他校學生修讀本校學分學程、學群、特色課程者，如於畢業前修畢規定之
科目與學分，成績及格者，得向本校申請學程、學群或特色課程證明書，
並需載明學程、學群或特色課程名稱。

第八條 本要點經教務會議通過後實施，並報請教育部備查，修正時亦同。



．．．．生命科學系碩士班核心能力指標及畢業門檻檢核機制生命科學系碩士班核心能力指標及畢業門檻檢核機制生命科學系碩士班核心能力指標及畢業門檻檢核機制生命科學系碩士班核心能力指標及畢業門檻檢核機制．．．．

※本表單適用於104學年度以後入學之碩士班

學生，請於申請碩士論文口試時繳交至系辦。

(僅列最近修正之紀錄)
中華民國104年5月13日系務會議修正通過

項目名稱項目名稱項目名稱項目名稱 核心能力核心能力核心能力核心能力 檢核機制檢核機制檢核機制檢核機制 達成度檢核達成度檢核達成度檢核達成度檢核

核
心
能
力

指
標

1.具生命科學
專業知識。

修畢碩士班必修課程並且
及格。

□已達成 □未達成
系所簽核：

參與校內(外)生命科學領
域學術演講或研討會，每
學期一次。

□已達成 □未達成
系所簽核：

通過專題討論課程評核，
並且完成碩士論文。

□已達成 □未達成
指導教師簽核：

於校內(外)生命科學領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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核
心
能
力

指
標

2.具專業科學
表達能力。

於校內(外)生命科學領域
學術研討會進行研究發表
展演至少1次。

□已達成 □未達成
系所簽核：

依規定時程進行論文口頭
進度報告

□已達成 □未達成
系所簽核：

碩士論文內容符合碩士學
位要求。

□已達成 □未達成
指導教師簽核：

3.具生命科學
的專業實驗操
作及問題解決
能力。

通過碩士論文口試。
□已達成 □未達成
指導教師簽核：

項目名稱項目名稱項目名稱項目名稱 檢核機制檢核機制檢核機制檢核機制 達成度檢核達成度檢核達成度檢核達成度檢核

畢業門檻
修畢系定24學分及總結性課程(碩士論
文)6學分且及格。

□已達成 □未達成
系所簽核：



．．．．慈濟大學碩士學位考試通則慈濟大學碩士學位考試通則慈濟大學碩士學位考試通則慈濟大學碩士學位考試通則．．．．

(僅列最近修正之紀錄)

101年5月1日教育部台高(二)字第1010038815號函核備

第一條 本通則依大學法第二十六條、學位授予法第七條之一及本校學則第七十條
訂定之。

第二條 博、碩士班研究生申請學位考試，應於各系（所）規定時間內提出申請，
並備妥左列規定文件，經指導教授及所屬系（所）主任同意後，申請學位
考試：
一、修畢規定之研究生應修科目與學分；論文學分另計。
二、提出指導教授同意函。
三、符合各系（所）自訂之必備條件。

第三條 博士班研究生需先通過資格考試。資格考試二次未通過者，予以退學。
第四條 碩士學位考試委員三至五人，博士學位考試委員五至九人，由各系（所）

提請校長核定後發聘，但校外委員須三分之一以上(不含共同指導教授)。
校長得指定委員一人為召集人，唯指導教授不得為召集人。本校兼任教師
(資格與第五六條同)得為校外委員。

第五條 碩士學位考試委員，除對碩士班研究生所提論文學科、創作、展演或技術
報告有專門研究外，並應具有下列資格之一：
一. 曾任教授或副教授者。
二. 擔任中央研究院院士或曾任中央研究院研究研究員、副研究員者。二. 擔任中央研究院院士或曾任中央研究院研究研究員、副研究員者。
三. 獲有博士學位，在學術上著有成就者。
四. 屬於稀少性或特殊性學科，在學術或專業上著有成就者。
前項第三款、第四款之提聘資格認定標準，由各系(所)會議訂定之。

第六條 博士學位考試委員，除對博士學位候選人所提論文學科、創作、展演或技
術報告有專門研究外，並應具有下列資格之一：
一. 曾任教授者。
二. 擔任中央研究院院士或曾任中央研究院研究研究員者。
三. 曾任副教授或擔任中央研究院副研究員,在學術上著有成就者。
四. 獲有博士學位，在學術上著有成就者。
五. 屬於稀少性或特殊性學科，在學術或專業上著有成就者。
前項第三款至第五款之提聘資格認定標準，由各系(所)會議訂定之。

第七條 學位考試申請經所屬系（所）審查合於規定者，由該系（所）將論文題目、
考試方式、時間、地點及擬聘校內外考試委員名單，經會教務處複核無誤
後，簽請校長核定後辦理考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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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八條 辦理學位考試，應符合左列規定：
一. 研究生學位考試之考試方式以口試行之，必要時得以筆試或其他方式

輔助之。
二. 學位考試成績以七十分為及格，一百分為滿分；評定以一次為限，以
出席委員評定分數平均決定之。但有二分之一（含）以上委員評定為
不及格者，以不及格論。

三. 考試委員應親自出席委員會，不得委託他人為代表。碩士學位考試委
員至少應有委員三人出席，博士學位考試委員至少應有委員五人出席，
出席委員中校外委員須達三分之一以上參加時，始能舉行。

四. 學位考試成績不及格，其修業期限尚未屆滿者，得於次學期或次學年
重考，重考以一次為限；重考成績仍不及格者，應令退學。

五. 學位考試必須評定成績；其未評定成績者，以考試不及格論。
六. 論文有抄襲或舞弊情事，經學位考試委員會審查確定者，學位考試成
績以不及格論。

七. 已於國內、外取得學位之論文，不得作為學位授予法第六條第一項、
第二項、第七條第二項之論文及第十條之專業論文。

第九條 學位考試每學期舉行一次，其日程由各所訂定，惟至遲應於學期結束(第一
學期為一月三十一日、第二學期為七月三十一日)前。學位考試須在規定修
業期限內舉行，學位考試地點以本校花蓮校區為原則。

第十條 各研究所應於學位考試舉行後，將學位考試成績至遲於學期結束前送達教

．．．．慈濟大學碩士學位考試通則慈濟大學碩士學位考試通則慈濟大學碩士學位考試通則慈濟大學碩士學位考試通則（（（（續續續續）．）．）．）．

第十條 各研究所應於學位考試舉行後，將學位考試成績至遲於學期結束前送達教
務處登錄。
研究生應於規定期限內繳交附有考試委員簽字通過之論文，並同時完成離
校手續，其期限為第一學期為一月三十一日、第二學期為八月三十一日前。
未依前項期限繳交學位考試成績、論文或辦理離校手續且未達修業最高年
限者，該次學位考試之舉行仍予以計算，但次學期仍應註冊，並在欲畢業
之學期向教務處提出申請，於該學期繳交論文最後期限之前繳交，屬該學
期畢業。至修業最高年限屆滿時仍未繳交學位考試成績、論文或未辦理離
校手續者，該學位考試以不及格論，並依規定退學。

第十一條 已申請學位考試之研究生，若因故無法於該學期內完成學位考試時，應
於申請學位考試日期前二週，報請學校撤銷該學期學位考試之申請。逾
期未撤銷者，以一次不及格論。

第十二條 已授予之學位，如發現論文、創作、展演、書面報告或技術報告等有抄
襲或舞弊情事，經調查屬實者，應予撤銷並追繳其已發之學位證書。
為研究生三親等內親屬或重大利害關係人，應迴避不得擔任該生之指導
教授或口試委員，經發現者將撤銷其資格；如已完成口試，則該次口試
成績無效；如已授予學位，將撤銷學位並追繳已發之證書，並將撤銷與
註銷事項，通知其他大專校院及相關機關（構）。

第十三條 本辦法經教務會議通過後公告實施，並報教育部備查，修正時亦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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慈濟大學碩士學位論文考試申請表

．．．．慈濟大學碩士學位考試通則慈濟大學碩士學位考試通則慈濟大學碩士學位考試通則慈濟大學碩士學位考試通則（（（（續續續續）．）．）．）．

慈濟大學 生命科學系(碩士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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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慈濟大學研究生畢業論文暨摘要格式慈濟大學研究生畢業論文暨摘要格式慈濟大學研究生畢業論文暨摘要格式慈濟大學研究生畢業論文暨摘要格式．．．．

(僅列最近修正之紀錄)

102年12月06日102學年度第1學期第2次教務會議修正通過

一、本格式依教育部有關規定訂定之。

二、論文次序：
(一)封面。
(二)上網授權書。
(三)論文口試委員會審定書。
(四)序或致謝辭。
(五)論文提要。
(六)目錄及圖表目錄。
(七)論文正文。
(八)參考文獻及附錄。
(九)封底。

三、論文封面顏色碩士班為深藍色，博士班為紅色。論文之書脊加印論文名稱及研
究生姓名，編排採橫式，格式如下：

(請參見後頁之格式規定)(請參見後頁之格式規定)

四、論文摘要：論文摘要內容宜依研究目的、文獻、研究方法、研究內容及研究結
果等加以摘要敘述，約500至1000字。

五、論文之本文中每頁上下方空白佔2.54公分，左右兩邊空白佔3.17公分。

六、每頁須印一頁碼，頁碼之位置在每頁之正下方，編頁碼時篇首為一系統，採羅
馬數字大寫：本文及參考文獻部份為另一系統，採阿拉伯數字。

七、註釋及參考文獻應由各所自行規定。

八、研究生畢業辦理離校手續時，碩士班應繳交平裝本論文乙冊、博士班應繳精裝
本論文二冊至教務處，且繳交論文乙冊及完整內容之電子檔一份至圖書館，
以備冊報畢業資格之用。

九、本格式經教務會議通過，陳請校長核定後施行，修訂時亦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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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慈濟大學研究生畢業論文暨摘要格式慈濟大學研究生畢業論文暨摘要格式慈濟大學研究生畢業論文暨摘要格式慈濟大學研究生畢業論文暨摘要格式（（（（續續續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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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碩士論文上傳程序說明碩士論文上傳程序說明碩士論文上傳程序說明碩士論文上傳程序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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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詳細碩士論文上傳注意事項，請參考圖書館網頁

(http://ndltdcc.ncl.edu.tw/tcu/)或直接撥打校內分機1427查詢。



．．．．慈濟大學學生緊急聯絡電話慈濟大學學生緊急聯絡電話慈濟大學學生緊急聯絡電話慈濟大學學生緊急聯絡電話．．．．

學校內部 聯絡電話 校外機關單位 聯絡電話

校本部總機 03-8565301 反詐騙專線電話 165

校本部警衛室 分機1306 火警救護 119

24H緊急應變中心 03-8560505 報案專線 1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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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本部男舍舍爸
分機5720

(0963-338190)
北昌派出所 03-8569376

校本部女舍舍媽
分機5721

(0963-338170)
自強派出所 03-8569374

校本部生輔組 分機1202 慈濟醫院急診室 03-8561825

校本部諮商中心 分機1234 花蓮縣航空站 03-8268700

校本部衛保組 分機1208 花蓮鐵路服務台 03-8355941



歡迎加入歡迎加入歡迎加入歡迎加入

~感恩與祝福~

#2611  杜世琪杜世琪杜世琪杜世琪 :  jadespring15@mail.tcu.edu.tw     

#2612  莊雅蓉莊雅蓉莊雅蓉莊雅蓉 :  loveyazon@mail.tcu.edu.tw

聯絡方式：聯絡方式：聯絡方式：聯絡方式：

(03)856530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