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類別 序號 開放學程 限制 申請規定 修業規範 聯絡窗口

1 國際醫療、衛生暨外交學分學程 無 須經過學程召集人審核通過後始得修讀
依本校學程設置辦

法規定

1.蔡奉真老師 02-66382736#1282

jeanfjtsai@tmu.edu.tw

2.全球衛生暨發展碩士學位學程

陳奕瑄小姐 02-66382736#1285

gina0860330@tmu.edu.tw

2 醫療科技暨法律學分學程 無 須經過學程召集人審核通過後始得修讀
依本校學程設置辦

法規定

1.賈文宇老師  02-27361661#8627

cwy2017@tmu.edu.tw

2.醫療暨生物科技法律研究所

蔡永禎小姐 02-27361661# 8619

tm-sinesd@tmu.edu.tw

3 神經科學學分學程
限理工農學科

系/3名
須經過學程召集人審核通過後始得修讀

依本校學程設置辦

法規定

林佑穗老師  02-27361661#3180

yslin@tmu.edu.tw

4 重症照護學分學程 10名 須經過學程召集人審核通過後始得修讀
依本校學程設置辦

法規定

護理學院

徐美玲老師 02-27361661#6306

meeiling@tmu.edu.tw

5 新媒體學分學分學程 3名 須經過學程召集人審核通過後始得修讀
依本校學程設置辦

法規定

1.萬序恬老師 02-27361661#2853

wanhsu@tmu.edu.tw

2.跨領域學院

李騏真小姐  02-27361661#2858

dearchloe@tmu.edu.tw

6 創新創業學分學程 3名 須經過學程召集人審核通過後始得修讀
依本校學程設置辦

法規定

1.王明旭老師  02-27361661#2852

mattwang@tmu.edu.tw

2.跨領域學院

李騏真小姐  02-27361661#2858

dearchloe@tmu.edu.tw

7 人工智慧學分學程 3名 須經過學程召集人審核通過後始得修讀
依本校學程設置辦

法規定

1.王明旭老師  02-27361661#2852

mattwang@tmu.edu.tw

2.跨領域學院

李騏真小姐  02-27361661#2858

dearchloe@tmu.edu.tw

8 永續發展學分學程 3名 須經過學程召集人審核通過後始得修讀
依本校學程設置辦

法規定

1.吳明錡老師  02-27361661#2854

ctldsir@tmu.edu.tw

2.跨領域學院

李騏真小姐  02-27361661#2858

dearchloe@tmu.edu.tw

9 全球衛生微學程 無 須經過學程召集人審核通過後始得修讀
依本校學程設置辦

法規定

1.蔡奉真老師 02-66382736#1282

jeanfjtsai@tmu.edu.tw

2.全球衛生暨發展碩士學位學程

陳奕瑄小姐 02-66382736#1285

gina0860330@tmu.edu.tw

11 人工智慧微學程 無 須經過學程召集人審核通過後始得修讀
依本校學程設置辦

法規定

1.張詠淳老師02-66382736#1184

changyc@tmu.edu.tw

2.跨領域學院

李騏真小姐  02-27361661#2858

dearchloe@tmu.edu.tw

11 輔助科技微學程 無 須經過學程召集人審核通過後始得修讀
依本校學程設置辦

法規定

1.彭志維老師02-27361661#3070

 cwpeng@tmu.edu.tw

2.跨領域學院

李騏真小姐  02-27361661#2858

dearchloe@tmu.edu.tw

12 體感科技微學程 100名 須經過學程召集人審核通過後始得修讀
依本校學程設置辦

法規定

1. 萬序恬老師 02-27361661#2853

wanhsu@tmu.edu.tw

2.跨領域學院

李騏真小姐  02-27361661#2858

dearchloe@tmu.edu.tw

13 數位學習科技微學程 100名 須經過學程召集人審核通過後始得修讀
依本校學程設置辦

法規定

1.萬序恬老師 02-27361661#2853

wanhsu@tmu.edu.tw

2.跨領域學院

李騏真小姐  02-27361661#2858

dearchloe@tmu.edu.tw

14 國際影響力微學程 無 須經過學程召集人審核通過後始得修讀
依本校學程設置辦

法規定

1.林良宗老師  02-27361661#3911

ltlin@tmu.edu.tw

2.跨領域學院

李騏真小姐  02-27361661#2858

dearchloe@tmu.edu.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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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北醫學大學-優久聯盟111學年度第2學期學程開放修讀一覽表

以下學程開課資訊，請至本校

(1)學程介紹系統(網址如下)：

https://reurl.cc/jkkN5L

(2)學期課程查詢系統(網址如下)：

https://reurl.cc/dXXErq

https://reurl.cc/jkkN5L
https://reurl.cc/dXXErq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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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 智齡設計微學程 無 須經過學程召集人審核通過後始得修讀
依本校學程設置辦

法規定

1.蔡博方老師 02-27361661#8633

pofang@tmu.edu.tw

2.跨領域學院

李騏真小姐 02-27361661#2858

dearchloe@tmu.edu.tw

16 解決問題促進健康微學程 無 須經過學程召集人審核通過後始得修讀
依本校學程設置辦

法規定

1.許怡欣老師 02-66382736#1012

elsahsu@tmu.edu.tw

2.跨領域學院

李騏真小姐  02-27361661#2858

dearchloe@tmu.edu.tw

17 口腔醫學倫理教育微學程 5名 須經過學程召集人審核通過後始得修讀
依本校學程設置辦

法規定

1.陳立昇老師 02-27361661#5211

samchen@tmu.edu.tw

2.口腔衛生學系

李傳莉小姐 02-27361661# 5146

lilian@tmu.edu.tw

18 牙醫醫務管理微學程 5名 須經過學程召集人審核通過後始得修讀
依本校學程設置辦

法規定

1.鄭信忠老師 02-27361661#5109

g4808@tmu.edu.tw

2.口腔醫學院

何宗達先生 02-27361661# 5153

donald2222@tmu.edu.tw

19 醫療品質與管理微學程 無 須經過學程召集人審核通過後始得修讀
依本校學程設置辦

法規定

1.黃國哲老師 02-66382736#1009

kchuang@tmu.edu.tw

2.醫務管理學系

李俐穎小姐02-66382736#1000

uta@tmu.edu.tw

20 生物醫藥專利實務微學程 無 須經過學程召集人審核通過後始得修讀
依本校學程設置辦

法規定

1.李崇僖老師  02-27361661#8627

lee2013@tmu.edu.tw

2.醫療暨生物科技法律研究所

蔡永禎小姐 02-27361661# 8619

tm-sinesd@tmu.edu.tw

21 生物醫藥產業法規微學程 無 須經過學程召集人審核通過後始得修讀
依本校學程設置辦

法規定

1.何建志老師  02-27361661#8622

hojenji@gmail.com

2.醫療暨生物科技法律研究所

蔡永禎小姐 02-27361661#8619

tm-sinesd@tmu.edu.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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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北醫學大學 學程科目認列申請表 
Taipei Medical University Program Course Approval Application form 

 申請日期/Date:     月/Month    日/Day    年/Year 

身分別 

Student status 

□在校生 Current student 

□畢業/肄業生 

Graduate/Incompletion 

□外校生              (學校) 
Other 

□教職員               
School staff 

系所學位學程 
Department 

 

姓名 

Name (親簽 handwritten signature) 

學號 
Student ID 

 

申請學程名稱 
Program name 

 
申請修讀之學程學期 
Semester of program plan 

 

聯絡電話 Phone  E-mail  

應 修 習 科 目 

TMU Required Courses 

修 習 科 目 

Courses passed 

學程負責老師初審 
(是否可認列，請勾選✓) 

Initial Approval by the 

program advisor 

 (please check ✓) 

課程屬性 
Required/ 

Elective 

科目名稱 
(課號) 

Course title 

(Code) 

開課單位 
Department 

學分數 
Credits 

修課 
學期 

Semester 

科目名稱 
(課號) 

Course title 

(Code) 

開課單位 
Department 

學分數 
Credits 

成績 
Grade 

是 
Yes 

否 
No 

初審意見 
Comments 

   
         

   
         

   
         

   
         

   
         

   
         

   
         

   
         

注意事項/Notice： 

1. 學生應依本校規定，於期限內辦理學程科目認列，申請前請務必詳閱本校「學程設置辦法」，如未依規定而影

響個人權益者，請自行負責。 

Students should follow the school’s regulations to apply for the approval of program courses on schedule. Please read 

carefully the Regulations of Program before applying to protect your personal rights and interests, or bear all the 

consequences If not following the regulations. 

2. 申請時請檢附學程規劃書及成績單以利審核(在校生免附)。 

Please attach the curriculum plan and the transcript of the program for approval (except for current students). 

3. 學生應於修畢學程規定之科目學分後，於教務學務系統申請修畢學程。 

Students should apply for completion of the program in the Academic & Student Affairs Information System after 

completing the required course credits. 

學程負責老師初審 
Program Supervisor 

教務處課務組承辦人複審 
Curriculum Section Staff 

教務處課務組組長 
Curriculum Section Chief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