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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心就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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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依教育部109年8月20日臺教高通字第1090119552號公函說明三「學校應立即啟

動安心措施，妥適安排學生之開學選課、註冊繳費、修課方式成績考核、請假休

復學及輔導協助等事宜，提供彈性機制，即時協助，確保學習不中斷。」

 依教育部109年8月24日臺教高通字第1090121477號號公函，「自109年8月24

日開放19個國家/地區以外之新生（含先修華語之外交部臺灣獎學金受獎生），以

及中國大陸籍學位生來臺就學。」

安心就學機制(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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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月3日(一)

8月31日(一)

9月4日(五)

9月7日(一)



【109學年度第1學期針對因防疫影響而無法如期返校上課之陸生、境外生】

項目 彈性修業機制

新生報到
• 採線上報到方式進行

• 以通訊方式向學校教務處辦理報到及檢具相關證明補辦程序，並得委託他人辦理

保留入學資格
• 電子郵件方式向教務處或委託各系所協助申請保留入學資格及檢具相關證明

• 保留入學資格期滿仍無法入學者，得視個案需求專案延長保留入學資格期限

學生選課

• 放寬選課機制，學生選課不受每學期最低應修科目學分數限制

• 預選課及第一階段加退選期間內進行網路加退選課程
• 人工加選採線上下載加退選單，以電子郵件方式徵得授課教師同意，各系所協助完成人工加退選作業
• 放寬跨校選課條件，學生不受重補修課程或本校未開課程及修讀科目學分數限制

註冊繳費

• 學生得以通訊方式向教務處申請延後註冊及檢具相關證明補辦程序，並得委託系所協助辦理

• 學生所修科目學分未達每學期最低應修科目學分，依所修學分數繳交學分費
• 因疫情發展無法於開學後6周內返校，考量已有三分之一課程無法參加，將由各系所輔導學生辦理休學，
不計入學則規定之休學期限，本校將退還學生全額學雜費。

• 學生選課皆以線上教學課程者，不受上述休學限制；情況特殊者，得先簽請校長同意後不受此限

安心就學機制(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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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9學年度第1學期針對因防疫影響而無法如期返校上課之陸生、境外生】

項目 彈性修業機制

修課方式
• 鼓勵學生優先選擇本校開設之線上課程，各課程教師於上課時錄製evercam，放置本校數位網路學園，
提供線上課程予學生修習

• 課程教師透過數位網路學園學習互動專區，即時協助學生補課及進行課程輔導

考試成績
鼓勵教師運用本校線上考試系統或數位網路學園進行線上測驗，並請課程主負責教師研擬補救考試，並依
補考成績實際計算

學生請假
• 依學生請假辦法規定，學生可透過請假系統進行線上請假作業，檢附有關證件檔案上傳，並與導師或生
活導師報備，且於返校後七日內辦理完畢

• 請假皆不受缺課扣考、勒令休學規定限制

休學
• 以電子郵件方式向教務處各承辦人員申請休學，檢附相關證明文件電子檔，委由系所辦理，毋須註冊及
繳納相關學雜費用，不受每學期休學申請期限限制；休學期限屆滿仍無法復學者，得專案延長休學期限

• 休學後退全額學雜費用，不受學生休、退學時間點限制

退學 透過學務處審酌學生身心狀況及學習需要，不受學業成績不及格退學規定限制

安心就學機制(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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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9學年度第1學期針對因防疫影響而無法如期返校上課之陸生、境外生】

項目 彈性修業機制

復學 不受限於開學前完成復學手續，並於返台就學後，系所及課程主負責教師規劃補課事宜

延長修業期限 修業期限屆滿無法修畢應修科目學分者，系所協助學生專案延長其修業期限，彈性延長其修業期限

畢業資格

• 學生如期畢業配套：
 學生部分應修科目及學分或畢業條件無法完成者，得向系所提出申請，經系所課程委員會討論通過
後提供替代課程或作法，並簽請同意後，以協助學生準時畢業

 研究所學生於當學期若需進行學位考試者，依「研究生學位考試辦法」第4條規定，以視訊方式辦理
• 放寬畢業離校辦理時程與程序，得委託他人代辦外，亦可專案申請延後畢業離校，至多延後6週。學位
證書授予日期，依原畢業時間登載

啟動關懷輔導 配合學務處心理諮商輔導組瞭解學生身心狀況、課業學習之實際需求，適時轉介相關單位，提供所需資源

資格權利保留
影響學生當學期申請境外修讀或雙聯學位，申請資格由國際事務處保留赴境外修讀雙聯學位、研修或交換
之資格

安心就學機制(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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註冊、修課
因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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防疫規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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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依據目前中央流行疫情指揮中心之規定，八大類場所若無法保持社交安全距離(室
外1公尺、室內1.5公尺)，則務必戴口罩



 教務處建議

 建議學生先進行線上新生基本資料填寫，並上傳相關證明文件，完成繳費作業

 學生於隔離結束後，教務處領取註冊程序單，補完成實體註冊程序，並領取學生證

10

第一批新生預計於8月20日返台，考量須隔離14日+7日自主管理
，無法參加8/31註冊，後續處理方式?

新生註冊防疫規劃



 經詢問語言與文化中心後回覆如下

 資訊檢測：若無法於預選課完成資訊檢測者，後續會辦理補考，並協助學生加選資訊

相關課程

 僑生英文分級、中文會考：語言與文化中心會辦理補考，並將補考時間公告於語言與

文化中心網站，請學生上網查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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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生無法參加僑生英文分級、中文會考、資訊檢測者，處理方式？

新生註冊防疫規劃



 教務處建議

 依據疫情指揮中心八月七日宣布，民眾前往醫療照護機構、大眾運輸、賣場市集、教

育學習場所、展演競賽場所、宗教場所、娛樂場所、大型活動等八大類人潮擁擠及密

閉空間場所，務必戴口罩

 建議學生至課堂上課務必戴口罩，保護自己也保護他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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開學後，上課是否戴口罩？

新生註冊防疫規劃



 教務處建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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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於返台須隔離及自主管理的學生，若無法於9月7日開學日至
課堂上課，或因疫情延遲返台上課之學生，其上課方式的因應
措施？

新生註冊防疫規劃

因應措施 建議作法

同步線上教學

• 建議以同步線上授課為優先，確保學生於課程時段在線上課
• 教師使用遠距教學軟體授課 (可搭配視訊攝影鏡頭)
• 同步進行錄製，上傳至數位學習平台

非同步線上教學 若因時差等因素，而無法同步上課，建議(預先)錄製課程，並上傳至數位學習平台



 教務處建議
 經詢問台大、交大、清大、成大、北醫，目前皆維持正常上課(未全面啟動線上課程)
，請學生上課時全程配戴口罩

 教務處將派員巡堂，調查口罩配戴情況

 重啟線上課程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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開學後，100人以上課程，是否重啟採線上授課方式進行？

新生註冊防疫規劃(6/6)

重啟線上課程

教學方式
非同步授課 預先錄製課程 (Evercam)，上傳至數位學習平台

同步授課 使用遠距教學軟體授課 (Google Meet)
同步授課
搭配措施

視訊攝影鏡頭
(40台) 總務處提供借用



招生因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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招生宣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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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次 項目 因應措施

1 大型營隊 109-1學期「高醫科學營」採線上數位課程辦理，上課日期：109.10.21-10.31

2 高中彈性學習
微課程

• 109-1學期預計開設17門彈性學習微課程，授課地點為本校及7所高中，其中11門課程
上課地點於本校，若每門課程皆開課且人數額滿，預計將有近600位高中生蒞校上課。
課程期間師生須配戴口罩，採固定座位

• 上課時間：
第1週期109.09.16、23、30、10/07、21、28(每週三下午5-7節)，共6週
第2週期109.11.04、11、18、12/02、09、16(每週三下午5-7節)，共6週

• 預計109年8月28日(五)前確定課程是否開課成功及人數，屆時將由註冊課務組協助安排
11間教室(已協調3間教室)，以供授課使用

• 高中生進入校園，除一般防疫措施(佩戴口罩、各教室配有消毒酒精)之外，將依當時疫
情發展，配合校方管制校外人士進入校園機制。擬採取刷卡進入校園(將請圖資處協助)
或數位課程線上上課(Google meet)

3 海外教育展 2020年菲律賓教育展改為線上(非同步)辦理，展期為109.9.15-109.10.15



 高中端至本校上課之規畫課程

109學年度第1學期高中彈性學習微課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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開課系所 課程名稱 授課教師 人數上限 課程實施周期
生技系 拒絕生科再科科 陳逸夫等6位老師 100人 第1週期+第2週期
牙醫系 玩牙關頭 周思婷老師 32人 第1週期+第2週期
公衛系 要健康，不生病 陳培詩等6位老師 32人 第1週期
護理系 健康快樂高一人 余靜雲老師 24人 第2週期
物治系 動作科學入門 蕭世芬等2位老師 100人 第1週期+第2週期
生物系 問世間生物為何物 黃斌主任等3位老師 50人 第1週期
口衛系 從齒健康 黃詠愷老師 30人 第1週期
醫技系 解讀醫學檢驗數據之奧祕 黃莉文老師 60人 第1週期+第2週期
醫化系 話學化學 林韋佑老師6位老師 48人 第1週期
人社院 「是心動？是腦動？還是社會脈動！！」 陳武宗等6位老師 56人 第1週期
藥學系 藥學夢工廠 陳崇鈺等6位老師 32人 第1週期



試務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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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次 項目 因應措施

1
各類招生
委員會

• 私醫委員會議已恢復實體會議，並隨時疫情發展及CDC公告評估是否改以線上辦理。
會議期間皆備有消毒酒精以及額溫槍供與會人員使用

• 目前其他校際招生委員會(如：招生檢討會、海聯會、四技二專甄選會等)皆為實體會議
• 參與各項會議人員應提高自主健康管理，密閉空間應全程佩戴口罩，用餐時亦應留意
社交距離

2
招生防疫
措施

• 110學年度碩博甄試入學：
(1)各系所辦理面試日期：109.10.30~109.11.11；預估面試總人數350~400人
(2)建議各學系(所)除一般防疫措施(佩戴口罩、量測體溫、酒精消毒)之外，依當時疫情
發展，並配合校方管制校外人士進入校園機制，亦評估設置備用試場或啟用遠距面試

• 110學年度大學入學個人申請：
109.9.8.21 教育部於「109學年度公私立大學校院招生檢討會議」佈達，110學年度
個人申請防疫措施確定需比照109學年度繼續辦理



推廣教育因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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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廣教育因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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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建議如期開課，並依據本中心防疫措施公告辦理

109學年度第1學期推廣教育課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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課程類別 有無計畫 開課時間 開班數 學員人次 開課評估建議 停課標準

學分班 無 109.09.07 3 受理報名中 建議如期開課 比照開課系所、學
校公告辦理

樂齡大學 有 109.09.07 2 61 建議如期開課 比照學校、教育部
公告辦理

樂齡研究苑 無 109.09.07 5 108 建議如期開課 比照學校公告辦理

非學分班 有 109.07月起
陸續開課 10 155 已開課(可視情況

取消或延期)
比照學校、政府單
位公告辦理

非學分班 無 109.07月起
陸續開課 11 205 已開課(可視情況

取消或延期) 比照學校公告辦理

非學分班-
數位課程 無 109.09月起

陸續開課 3 受理報名中 建議如期開課 數位課程無停課考
量
(統計至109.08.21)



 典禮時間：109年9月4日(五)上午9至12時

 典禮地點：第一教學大樓演藝廳

 預計參加人數：約160人

 防疫措施：請參加學員務必自備並全程佩戴口罩

109學年度樂齡大學暨樂齡研究苑開學典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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境外臺生返台
學習銜接措施

23



 依據教育部109年8月6日來函辦理，為協助在境外就學之臺生於嚴重特殊傳染性

肺炎疫情期間返臺學習銜接措施

 教務處提供境外臺生返台學習銜接措施

境外臺生返台學習銜接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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銜接措施 申請期限 申請方式

旁聽課程
109年8月31(一)~

109年9月04日(五)

• 填寫本校旁聽申請表，經課程主負責教師、學系主管與

教務處核定通過後，將核發旁聽證予申請學生

• 依據本校「學生選課辦法」規定，旁聽課程者，不另授

予學分數

修習推廣教育學分班
各學分課程全期上課時

間三分之一前

專案辦理，於申請期限內，協助另案申請109學年度第1學

期已開設之學分班課程



感謝聆聽、敬請指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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