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日期 學浣

中量學疣

系所
中面量結合趼究所 cu了
國際針灸項士學位學稈

決 議：是否同恋 109 學年度教學單位評鑑延期辦理：

回＇是

口否

案由..:::.. : 109 學年度教學單位評鑑延期辦理實地訪評時程 ， 提請討論 。

說明：

備住

未完成

未完成

（一）依據本校「自辦品保機制實旄計畫」 ， 原預計於 110 年 5 月辦理實地訪評 ， 並於 110

年 9 月提交自辦品保結果報告至高教評鑑中心認定；若延期辦理，則結果審延至 111

年 3 月前提交 。

(..:::..)考量疫情短時間應無法趨緩 ， 且實地訪評須有教學現場訪視及師生晤談 ， 原則上延
至 110 學年度開學後 (I I 0/09/13) 辦理，惟受評資料學年度區間仍維持 I 06-108 學
年度。

（三）因實地訪評後續仍有申復棓關程序，針對尚未受評之 14 個教學單位 ， 提供兩週時間
（一週水淌校本部、一週英才校區）供受評單位聯絡委員後 ， 確認訪評日期 。

（四）倘因原聘任委員無法配合時間之調整者 ， 則依原遞補順序進行委員之改聘 ， 並請新
聘委員進行自我評鑑赧告審查及待釐清問題之提供 。

（五）本執行委員會共 19 位委員 ， 決議以多敦決 ， 若票數棓當 ， 則呈請主任委員裁決 。

決 議：109 學年度教學單位評鑑延期辦理實地訪評時程：

口110/09/27-110/10/08 (09/27-10/0 I 水淌校本部、I 0/04-10/08 英才校區）

訕。/10/18-110/ 10/29 (I 0/18-10/22 水淌校本部、I 0/25-10/29 英才校區）

委員簽名.
�匹旦召

日 期： _UQ_, h.� 







委員鈞鑒： 

考量當前新冠肺炎(COVID-19)疫情嚴峻，109 學年度教學單位評鑑擬延期辦理，因事態緊急，

已先簽請校長同意實施，惟仍須經本校教學單位評鑑執行委員會審議，為避免群聚增加染疫

風險，本次會議改以通訊方式辦理，敬請委員逐案審查，並於最末頁下方欄位簽名後，彌封

擲回教務處(或將掃描檔寄回 minue@mail.cmu.edu.tw)，謝謝。 

 

-- 

教學單位評鑑執行委員會第 11 次會議(通訊會議) 

案由一：109 學年度教學單位評鑑擬延期辦理，提請討論。 

說  明： 

(一)原訂於今(110)年 5 月辦理 109 學年度教學單位評鑑實地訪評作業，現因新冠肺炎

(COVID-19)疫情嚴峻，考量委員南來北往，恐增加染疫及擴散風險，未完成之受評

單位擬延期辦理。 

(二)109 學年度教學單位評鑑共有 28 個受評單位，目前已完成 14 個單位之實地訪評作

業，尚有 14 個單位未受評，受評情形如下： 

日期 學院 系所 備住 

110.05.03（一） 健康照護學院 運動醫學系  

110.05.05（三） 
藥學院 藥用化妝品學系（學碩）  

健康照護學院 
（學門評鑑） 

營養學系（學碩博）  
食品暨藥物安全碩士學位學程  

110.05.06（四） 
藥學院 藥學系（學碩博）  

健康照護學院 物理治療學系（學碩）  

110.05.07（五） 
健康照護學院 護理學系（學碩）  
公共衛生學院 公共衛生國際碩士學位學程  
生命科學院 生物科技學系（學碩博）  

110.05.11（二） 
醫學院 癌症生物與藥物研發博士學位學程  
中醫學院 學士後中醫學系  

110.05.14（五） 
醫學院 

老化醫學博士學位學程  
生物醫學影像暨放射科學學系（學碩）  

中醫學院 針灸研究所（碩博）  

110.05.18（二） 
藥學院 製藥碩士學位學程 未完成 

公共衛生學院 醫務管理學系（學碩在職） 未完成 
110.05.19（三） 公共衛生學院 職業安全與衛生學系（學碩在職） 未完成 
110.05.21（五） 公共衛生學院 公共衛生學系（學碩博） 未完成 

110.05.24（一） 醫學院 
轉譯醫學博士學位學程 未完成 
國際生物醫學碩士學位學程 未完成 

110.05.25（二） 

醫學院 醫學檢驗生物技術學系（學碩） 未完成 

中醫學院 
中醫學系（學碩博） 未完成 
中國藥學暨中藥資源學系（學碩博） 未完成 

醫學工程學院 生物醫學工程碩士學位學程 未完成 
110.05.27（四） 牙醫學院 牙醫學系（學碩） 未完成 
110.05.28（五） 醫學院 生物醫學研究所（碩博） 未完成 



日期 學院 系所 備住 

中醫學院 
中西醫結合研究所（碩博） 未完成 
國際針灸碩士學位學程 未完成 

 

決  議：是否同意 109 學年度教學單位評鑑延期辦理： 

        □是 

        □否 

 

案由二：109 學年度教學單位評鑑延期辦理實地訪評時程，提請討論。 

說  明： 

(一)依據本校「自辦品保機制實施計畫」，原預計於 110 年 5 月辦理實地訪評，並於 110

年 9 月提交自辦品保結果報告至高教評鑑中心認定；若延期辦理，則結果審延至 111

年 3 月前提交。 

(二)考量疫情短時間應無法趨緩，且實地訪評須有教學現場訪視及師生晤談，原則上延

至 110 學年度開學後（110/09/13）辦理，惟受評資料學年度區間仍維持 106-108 學

年度。 

(三)因實地訪評後續仍有申復相關程序，針對尚未受評之 14 個教學單位，提供兩週時間

（一週水湳校本部、一週英才校區）供受評單位聯絡委員後，確認訪評日期。 

(四)倘因原聘任委員無法配合時間之調整者，則依原遞補順序進行委員之改聘，並請新

聘委員進行自我評鑑報告審查及待釐清問題之提供。 

(五)本執行委員會共 19 位委員，決議以多數決，若票數相當，則呈請主任委員裁決。 

 

決  議：109 學年度教學單位評鑑延期辦理實地訪評時程： 

        □110/09/27-110/10/08（09/27-10/01 水湳校本部、10/04-10/08 英才校區） 

        □110/10/18-110/10/29（10/18-10/22 水湳校本部、10/25-10/29 英才校區） 

 

 

 

 

委員簽名：___________________ 

日    期：___________________ 

湯智昕

2021/5/26























委員鈞鑒： 

考量當前新冠肺炎(COVID-19)疫情嚴峻，109 學年度教學單位評鑑擬延期辦理，因事態緊急，

已先簽請校長同意實施，惟仍須經本校教學單位評鑑執行委員會審議，為避免群聚增加染疫

風險，本次會議改以通訊方式辦理，敬請委員逐案審查，並於最末頁下方欄位簽名後，彌封

擲回教務處(或將掃描檔寄回 minue@mail.cmu.edu.tw)，謝謝。 

 

-- 

教學單位評鑑執行委員會第 11 次會議(通訊會議) 

案由一：109 學年度教學單位評鑑擬延期辦理，提請討論。 

說  明： 

(一)原訂於今(110)年 5 月辦理 109 學年度教學單位評鑑實地訪評作業，現因新冠肺炎

(COVID-19)疫情嚴峻，考量委員南來北往，恐增加染疫及擴散風險，未完成之受評

單位擬延期辦理。 

(二)109 學年度教學單位評鑑共有 28 個受評單位，目前已完成 14 個單位之實地訪評作

業，尚有 14 個單位未受評，受評情形如下： 

日期 學院 系所 備住 

110.05.03（一） 健康照護學院 運動醫學系  

110.05.05（三） 
藥學院 藥用化妝品學系（學碩）  

健康照護學院 
（學門評鑑） 

營養學系（學碩博）  
食品暨藥物安全碩士學位學程  

110.05.06（四） 
藥學院 藥學系（學碩博）  

健康照護學院 物理治療學系（學碩）  

110.05.07（五） 
健康照護學院 護理學系（學碩）  
公共衛生學院 公共衛生國際碩士學位學程  
生命科學院 生物科技學系（學碩博）  

110.05.11（二） 
醫學院 癌症生物與藥物研發博士學位學程  
中醫學院 學士後中醫學系  

110.05.14（五） 
醫學院 

老化醫學博士學位學程  
生物醫學影像暨放射科學學系（學碩）  

中醫學院 針灸研究所（碩博）  

110.05.18（二） 
藥學院 製藥碩士學位學程 未完成 

公共衛生學院 醫務管理學系（學碩在職） 未完成 
110.05.19（三） 公共衛生學院 職業安全與衛生學系（學碩在職） 未完成 
110.05.21（五） 公共衛生學院 公共衛生學系（學碩博） 未完成 

110.05.24（一） 醫學院 
轉譯醫學博士學位學程 未完成 
國際生物醫學碩士學位學程 未完成 

110.05.25（二） 

醫學院 醫學檢驗生物技術學系（學碩） 未完成 

中醫學院 
中醫學系（學碩博） 未完成 
中國藥學暨中藥資源學系（學碩博） 未完成 

醫學工程學院 生物醫學工程碩士學位學程 未完成 
110.05.27（四） 牙醫學院 牙醫學系（學碩） 未完成 
110.05.28（五） 醫學院 生物醫學研究所（碩博） 未完成 





委員鈞鑒： 

考量當前新冠肺炎(COVID-19)疫情嚴峻，109 學年度教學單位評鑑擬延期辦理，因事態緊急，

已先簽請校長同意實施，惟仍須經本校教學單位評鑑執行委員會審議，為避免群聚增加染疫

風險，本次會議改以通訊方式辦理，敬請委員逐案審查，並於最末頁下方欄位簽名後，彌封

擲回教務處(或將掃描檔寄回 minue@mail.cmu.edu.tw)，謝謝。 

 

-- 

教學單位評鑑執行委員會第 11 次會議(通訊會議) 

案由一：109 學年度教學單位評鑑擬延期辦理，提請討論。 

說  明： 

(一)原訂於今(110)年 5 月辦理 109 學年度教學單位評鑑實地訪評作業，現因新冠肺炎

(COVID-19)疫情嚴峻，考量委員南來北往，恐增加染疫及擴散風險，未完成之受評

單位擬延期辦理。 

(二)109 學年度教學單位評鑑共有 28 個受評單位，目前已完成 14 個單位之實地訪評作

業，尚有 14 個單位未受評，受評情形如下： 

日期 學院 系所 備住 

110.05.03（一） 健康照護學院 運動醫學系  

110.05.05（三） 
藥學院 藥用化妝品學系（學碩）  

健康照護學院 
（學門評鑑） 

營養學系（學碩博）  
食品暨藥物安全碩士學位學程  

110.05.06（四） 
藥學院 藥學系（學碩博）  

健康照護學院 物理治療學系（學碩）  

110.05.07（五） 
健康照護學院 護理學系（學碩）  
公共衛生學院 公共衛生國際碩士學位學程  
生命科學院 生物科技學系（學碩博）  

110.05.11（二） 
醫學院 癌症生物與藥物研發博士學位學程  
中醫學院 學士後中醫學系  

110.05.14（五） 
醫學院 

老化醫學博士學位學程  
生物醫學影像暨放射科學學系（學碩）  

中醫學院 針灸研究所（碩博）  

110.05.18（二） 
藥學院 製藥碩士學位學程 未完成 

公共衛生學院 醫務管理學系（學碩在職） 未完成 
110.05.19（三） 公共衛生學院 職業安全與衛生學系（學碩在職） 未完成 
110.05.21（五） 公共衛生學院 公共衛生學系（學碩博） 未完成 

110.05.24（一） 醫學院 
轉譯醫學博士學位學程 未完成 
國際生物醫學碩士學位學程 未完成 

110.05.25（二） 

醫學院 醫學檢驗生物技術學系（學碩） 未完成 

中醫學院 
中醫學系（學碩博） 未完成 
中國藥學暨中藥資源學系（學碩博） 未完成 

醫學工程學院 生物醫學工程碩士學位學程 未完成 
110.05.27（四） 牙醫學院 牙醫學系（學碩） 未完成 
110.05.28（五） 醫學院 生物醫學研究所（碩博） 未完成 



日期 學院 系所 備住 

中醫學院 
中西醫結合研究所（碩博） 未完成 
國際針灸碩士學位學程 未完成 

 

決  議：是否同意 109 學年度教學單位評鑑延期辦理： 

        □是 

        □否 

 

案由二：109 學年度教學單位評鑑延期辦理實地訪評時程，提請討論。 

說  明： 

(一)依據本校「自辦品保機制實施計畫」，原預計於 110 年 5 月辦理實地訪評，並於 110

年 9 月提交自辦品保結果報告至高教評鑑中心認定；若延期辦理，則結果審延至 111

年 3 月前提交。 

(二)考量疫情短時間應無法趨緩，且實地訪評須有教學現場訪視及師生晤談，原則上延

至 110 學年度開學後（110/09/13）辦理，惟受評資料學年度區間仍維持 106-108 學

年度。 

(三)因實地訪評後續仍有申復相關程序，針對尚未受評之 14 個教學單位，提供兩週時間

（一週水湳校本部、一週英才校區）供受評單位聯絡委員後，確認訪評日期。 

(四)倘因原聘任委員無法配合時間之調整者，則依原遞補順序進行委員之改聘，並請新

聘委員進行自我評鑑報告審查及待釐清問題之提供。 

(五)本執行委員會共 19 位委員，決議以多數決，若票數相當，則呈請主任委員裁決。 

 

決  議：109 學年度教學單位評鑑延期辦理實地訪評時程： 

        □110/09/27-110/10/08（09/27-10/01 水湳校本部、10/04-10/08 英才校區） 

        □110/10/18-110/10/29（10/18-10/22 水湳校本部、10/25-10/29 英才校區） 

 

 

 

 

委員簽名：___________________ 

日    期：___________________ 2021.05.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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