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醫學院簡介 

Introduction of College of Medicine 

 

教育宗旨 

醫學專業能力的培養，醫學人文情懷醫德涵養的全人教育，訓練學生主動

學習與終身學習的能力，培養服務奉獻的精神以及尊重生命的醫學專業人

員。研究所致力於培養具有研究能力及視野的醫師(學)科學家，以及其他

生命科學研究的專家。 

 

教學特色 

整合現代醫學知識及醫藥科技等領域，大學授課配合以問題導向教學及醫

院臨床實習、啟發教育方式，推動並深植主動學習與終身學習的理念，精

研實證與科學理論，培養兼具醫學與科技專業知識和醫德的醫師。配合醫

學研究與尖端科技結合推動生物、分子、癌症等之醫學及科學研究，極力

發展本學院為培育醫事專業、疾病研究與醫療保健之人才的學術殿堂的學

院。 

 

展望 

1. 致力創造一個團隊合作、具強力支持性的教學及研究環境。 

2. 全體教師、學生都能投身其中而能持續進步、終身學習、創新視界。 

3. 本校的醫學教育與醫學研究能在國內及國際間得到更多的肯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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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troduction of College of Medicine 

 

College of Medicine 

China Medical University College of Medicine is one of the most outstanding higher 

education institutions in the field of biomedical science in Taiwan. The College of Medicine 

is located in the North District of Taichung, Taiwan, and is affiliated with various medical 

institutions throughout Taichung metropolitan area. 

 

Mission 

Medicine is one of the most complicated studies and requires medical schools to develop 

multidisciplinary skill programs to train students' comprehensive knowledge and 

techniques. Furthermore, the measure of an excellent medical education is one that presents 

the topics that are most applicable to 21st-century medical education, which integrates 

clinical experience and basic science, demands mastery of new information technologies, 

and equips students with skills to become independent and lifelong learners. The College 

of Medicine's four main missions incorporate compassion, prudence, diligence, and 

integrity into teaching, scholarship, and service for students. The primary goal is to cultivate 

compassionate and talented medical students, who are equipped with enhanced skills for 

healthcare services and advanced biomedical research. We are committed to set the highest 

standard for medical education in Taiwan and to continue pushing the standard to a higher 

level. These goals are embraced by our faculties, which are designated to train our students 

to be well-prepared for advanced clinical practice, frontier science research, and 

exceptional education. 

 

Features 

The College of Medicine provides an outstanding and diverse training environment in 

medicine today. The curricula are designed to integrate science, technology, clinical practice, 

and ethical training. Lifelong and problem-based learning techniques will be emphasized 

for students to develop excellent careers and dignity. The graduate programs offer 

opportunities for participation in basic, clinical, and translational scientific projects, which 

are under the guidance of mentors, in order to meet students' long-term academic goals. In 

recent years, we have kept improving the quality of healthcare and research for the central 

Taiwan region, applying innovative, scholarly activities to create new knowledge, to 

provide a better medical education system, and to develop more effective health care 

methods. 

 

Teaching 

More than 900 medical students from the nation come to the CMU College of Medicine t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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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ursue their M.D. and to learn from our renowned faculty, many of whom are nationally 

and internationally recognized and represent a highly diverse and professional learning 

community. The College offers programs of master's, doctoral and interdisciplinary 

programs that can be pursued in combination with M.D. degrees. Some of these programs 

connect CMU to partner universities in the USA, Europe, and other continents. 

 

Research 

The swift progression of advanced biomedical science such as the molecular genetic 

revolution, publication of the human genome, and high-performance computing are 

hastening the development of new medical diagnostics, treatments, and therapies. In the 

meantime, a revelation to research provides aspirant clinicians with an appreciation of the 

processes leading to current and future cutting-edge medical care. The CMU College of 

Medicine accounts for a total of more than NT$140 million in research funding in the 

federal fiscal year 2008.  We use a collaborative research model, built around 

multidisciplinary teams of basic and clinical scientists who are organized to answer human-

based problems. This approach builds upon the strength of our basic science institutions 

and our clinical departments. Discoveries had made in laboratories fuel an expansive 

translational research effort aimed at bridging the gap between the lab bench and clinical 

beside and translating promising laboratory findings rapidly into clinical applications for 

patients in our medical center and wherever a medicine is practiced. 

 

Organization 

The collaborations in education and research among schools and institutes tighten 

partnership between basic scientists and physicians and connect them into one big family 

in order to facilitate advanced medical ca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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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MI課程簡介 

EMI Course Introduction  

 

本院的理念是根基於醫學臨床教育與生物醫學研發需要與國際接軌，

才能了解最新發展趨勢，提升教學與學術優勢，培育出優秀人才；而許多重大

生醫議題的解決，往往需要國際合作來一起突破，參與者需要有良好的英文聽、

說、讀、寫能力。因此，提升專業英文能力在國際參與相當關鍵。 

藉由 BEST Program (The Program on Bilingual. Education for Students in 

College)挹注的資源，本學院將可有計畫的培訓 EMI 教師與教學助理(TA)，除

精進研究所 EMI 課程品質之外，並推廣大學部 EMI 課程，向下紮根，逐年

增加 EMI 課程比例與修課人數，並藉由課程設計的精進，來提升本院學生在

專業英文表達及溝通能力，這能力是培育出具有國際觀的專業人才的重要關

鍵之一。 

 

Our philosophy is rooted in the fact that clinical medical education and 

biomedical research and development need to be connected with the international 

community in order to understand the latest development trends, enhance teaching 

and academic strengths, and nurture outstanding talents; and the solution of many 

major biomedical issues often requires international cooperation to break through 

together, and the participants need to have good English listening, speaking, reading, 

and writing skills. Therefore, it is crucial to improve professional English skills for 

international participation. 

With the resources provided by the BEST Program (The Program on 

Bilingual. Education for Students in College), the College will be able to train EMI 

teachers and teaching assistants (TAs) in a systematic manner. In addition to refining 

the quality of the Institute's EMI courses, the College will also promote the EMI 

courses in the University Division, which will be rooted downward, and increase the 

proportion of EMI courses and the number of students taking them year by yea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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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MI課程學分表 

EMI Courses and Credits 

 

醫學系 EMI 課程學分表 

EMI Courses of School of Medicine 

科目名稱 

Course Name 

授課教師 

Professor 

修別 

Types of 

courses 

學分數 

Credits 

年級 

Year 

營養與健康--吃什麼像什麼 

Introduction to nutrition & health --

You are what you eat 

林靜茹 

Chingju Lin 

選 

elective 
2 2nd  

由電影中學神經科學 

Learn neuroscience from movies 

翁鳳如 

Feng-Ju Weng 

選 

elective 
2 2nd  

 

中國藥學暨中藥資源學系 EMI課程學分表 

Department of Pharmaceutical Sciences and Chinese Medicine Resources 

科目名稱 

Course name 

授課教師 

Professor 

修別 

Types of 

courses 

學分數 

Credits 

年級 

Year 

中藥學習導論 

Introduction to Chinese herbal 

medicine via western herbs 

張文德

Wen-Te 

Chang 

選 

elective 

2 2nd  

 

通識中心 EMI課程學分表 

Center for General Education 

科目名稱 

Course name 

授課教師 

Professor 

修別 

Types of 

courses 

學分數 

Credits 

年級 

Year 

大器晚成: 智人的源始與崛起

(英) 

The late bloomers：Origins and 

rise of homo sapiens sapiens 

梁育民

Leung, 

Yuk-Man 

通識

General 

2 2nd  

音樂、語言與大腦(英) 

Music, language, and the brain 

李承宗

Lee, 

Chen-Chung 

通識

General 

2 2nd 

https://web1.cmu.edu.tw/courseinfo/Home/Course_outline?mCos_id=01000841&mCos_Class=AB&mSmtr=1111
https://web1.cmu.edu.tw/courseinfo/Home/Course_outline?mCos_id=01000841&mCos_Class=AB&mSmtr=1111
https://web1.cmu.edu.tw/courseinfo/Home/Course_outline?mCos_id=01000841&mCos_Class=AB&mSmtr=1111
https://web1.cmu.edu.tw/courseinfo/Home/Course_outline?mCos_id=01001144&mCos_Class=AB&mSmtr=1111
https://web1.cmu.edu.tw/courseinfo/Home/Course_outline?mCos_id=24000224&mCos_Class=A&mSmtr=1111
https://web1.cmu.edu.tw/courseinfo/Home/Course_outline?mCos_id=95000857&mCos_Class=A&mSmtr=1111
https://web1.cmu.edu.tw/courseinfo/Home/Course_outline?mCos_id=95000857&mCos_Class=A&mSmtr=1111
https://web1.cmu.edu.tw/courseinfo/Home/Course_outline?mCos_id=95000857&mCos_Class=A&mSmtr=1111
https://web1.cmu.edu.tw/courseinfo/Home/Course_outline?mCos_id=95000857&mCos_Class=A&mSmtr=1111
https://web1.cmu.edu.tw/courseinfo/Home/Course_outline?mCos_id=95000857&mCos_Class=A&mSmtr=1111
https://web1.cmu.edu.tw/courseinfo/Home/Course_outline?mCos_id=95000857&mCos_Class=A&mSmtr=1111
https://web1.cmu.edu.tw/courseinfo/Home/Course_outline?mCos_id=95000857&mCos_Class=A&mSmtr=1111
https://web1.cmu.edu.tw/courseinfo/Home/Course_outline?mCos_id=95000521&mCos_Class=A&mSmtr=1111
https://web1.cmu.edu.tw/courseinfo/Home/Course_outline?mCos_id=95000521&mCos_Class=A&mSmtr=1111
https://web1.cmu.edu.tw/courseinfo/Home/Course_outline?mCos_id=95000521&mCos_Class=A&mSmtr=1111
https://web1.cmu.edu.tw/courseinfo/Home/Course_outline?mCos_id=95000521&mCos_Class=A&mSmtr=11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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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技英文寫作(英) 

Technical writing for English 

黃文志

Huang, 

Wen-Chi 

通識

General 

2 1st 

TED Talks 與公共演說藝術 (英) 

TED Talks and the art of public 

speaking 

White 

Gregory 

Benjamin 

通識

General 

2 1st 

 

 

  

https://web1.cmu.edu.tw/courseinfo/Home/Course_outline?mCos_id=95000803&mCos_Class=A&mSmtr=1111
https://web1.cmu.edu.tw/courseinfo/Home/Course_outline?mCos_id=95000803&mCos_Class=A&mSmtr=1111
https://web1.cmu.edu.tw/courseinfo/Home/Course_outline?mCos_id=95000803&mCos_Class=A&mSmtr=1111
https://web1.cmu.edu.tw/courseinfo/Home/Course_outline?mCos_id=95000803&mCos_Class=A&mSmtr=1111
https://web1.cmu.edu.tw/courseinfo/Home/Course_outline?mCos_id=95000662&mCos_Class=A&mSmtr=1111
https://web1.cmu.edu.tw/courseinfo/Home/Course_outline?mCos_id=95000662&mCos_Class=A&mSmtr=1111
https://web1.cmu.edu.tw/courseinfo/Home/Course_outline?mCos_id=95000662&mCos_Class=A&mSmtr=1111
https://web1.cmu.edu.tw/courseinfo/Home/Course_outline?mCos_id=95000662&mCos_Class=A&mSmtr=1111
https://web1.cmu.edu.tw/courseinfo/Home/Course_outline?mCos_id=95000662&mCos_Class=A&mSmtr=11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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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MI師資介紹 

Introduction of EMI Course Faculty 

醫學系/ School of Medicine 

 

林靜茹／ Chingju Lin 

任職單位：醫學院醫學系學士班生理學科 教授 

School of Medicine (Department of Physiology) Professor 

學歷: 密西根州立大學 生理學科 博士 

研究方向及專長: 神經科學、細胞生理學、生理學、細胞

生物學 

聯絡信箱: clin33@mail.cmu.edu.tw 

聯絡電話: (04)22053366  分機 2189 

 

翁鳳如／ Eddie Feng-Ju Weng 

任職單位：醫學院生物醫學研究所 助理教授 

Graduate Institute of Biomedical Sciences Assistant Professor 

學歷: Ph.D. ,Tulane University, Cell and Molecular Biology 

研究方向及專長: 神經科學、細胞生理學、神經科學工具

開發 

聯絡信箱: eddieweng@mail.cmu.edu.tw 

聯絡電話: 04-22053366  分機 1752 

 

中國藥學暨中藥資源學系/ Department of Pharmaceutical Sciences and 

Chinese Medicine Resources 

 

張文德／Wen-Te Chang 

任職單位：中醫學院中國藥學暨中藥資源學系 副教授 

Department of Chinese Pharmaceutical Sciences and 

Chinese Medicine Resources Associate Professor 

學歷: 台灣大學 藥學研究所 博士 

研究方向及專長: 植物代謝體學、中藥品質管制、植物

毛狀根培養、生藥學、植物環控栽培 

聯絡信箱: wtchang@mail.cmu.edu.tw 

聯絡電話: (04)22053366  分機 5203 

 

 

 

https://webap.cmu.edu.tw/TchEportfolio/index_1/clin33
mailto:clin33@mail.cmu.edu.tw
https://webap.cmu.edu.tw/TchEportfolio/index_1/eddieweng
mailto:eddieweng@mail.cmu.edu.tw
https://webap.cmu.edu.tw/TchEportfolio/index_1/wtchang
mailto:wtchang@mail.cmu.edu.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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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識中心/ Center for General Education 

 

梁育民/ Yuk-Man Leung 

任職單位：醫學院醫學系學士班生理學科 教授 

Department of Physiology Professor 

學歷: 香港大學 生理學系 博士 

研究方向及專長: 神經細胞生理、離子通道之調控與藥

理 

聯絡信箱: ymleung@mail.cmu.edu.tw 

聯絡電話: (04)22053366分機 2185 

 

李承宗/ Chen-Chung Lee 

任職單位：通識教育中心 兼任專案助理教授 

學歷: 美國密西根大學神經科學博士 

研究方向及專長: 神經科學、聽覺生理學、聽音辨位、

音樂認知 

聯絡信箱: chenchunglee@gmail.com 

 

黃文志／ Wen-Chi Huang 

任職單位：通識教育中心 助理教授 

學歷: 國立臺灣師範大學 英語學系 英語教學組 博士 

研究方向及專長: 英語教學、外語習得量化研究、語言

測驗分析、電腦輔助語言習得 

聯絡信箱: glavinehuang@cmu.edu.tw 

聯絡電話: 04-22053366  分機 1807 

 

Gregory Benjamin White 

任職單位：通識教育中心 專案助理教授 

學歷: 國立彰化師範大學 英文學系 博士 

研究方向及專長: 通用/學術英語、報紙社論 

聯絡信箱: whitegben@yahoo.com 

聯絡電話: 水湳  分機 1818 

 

  

https://webap.cmu.edu.tw/TchEportfolio/index_1/ymleung
mailto:ymleung@mail.cmu.edu.tw
https://cmugen.cmu.edu.tw/faculty_ad.html
mailto:chenchunglee@gmail.com
https://webap.cmu.edu.tw/TchEportfolio/index_1/glavinehuang
mailto:glavinehuang@mail.cmu.edu.tw;%20glavinehuang@cmu.edu.tw
https://webap.cmu.edu.tw/TchEportfolio/index_1/whitegben
mailto:whitegben@yahoo.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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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MI課程選課規劃建議 

        Recommendations for EMI Course Selec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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語文中心英文課程 (非學分班) 

Non-Credit English Courses offered by Language Center 

 

語言中心本(111-1)學期開設之免費英文練習課程(非學分班)，課程包含 English 

Cafe、Free Talk、TOEIC 多益中階、TOEIC多益高階課程。 

【課程公告網址】https://language.cmu.edu.tw/page/158 

【課程報名方式】請於各語文課程開放報名時間起至「校園入口網」=>點選上方「應用

系統」頁籤 => 選擇「活動報名表」類別項目=> 找欲報名課程名稱，進入填寫報名資料 

【課程大綱】https://language.cmu.edu.tw/page/158 

 

課程期間 課程名稱 授課教師 課程地點 開放報名時間/人數 

2022/09/27~2022

/12/20 

(10/11、10/25、

11/01、11/08、

11/15 停課) 共 8

週 

每週二 13:10-

15:00 

English 

Café 

英語會話 

Steven Jobert

老師等人 

水湳校區 

 

人文藝術中心

2F 

2022/9/19(一) 

| 

2022/9/21(三) 

開放人數 25 位 

候補 10 位 

2022/10/7~2022/

12/16 

(11/11 停課)共 10

週 

每週五 13:30-

16:30 

多益 750

分中階班 

張正文(Janet 

Chang) 

老師 

水湳校區 

歷史建築人

科院 1F 教室 

2022/9/19(一) 

| 

2022/9/21(三) 

開放人數 25 位 

候補 10 位 

⚫ 已具相當於英檢

中級程度 

 

https://language.cmu.edu.tw/page/158
https://language.cmu.edu.tw/page/1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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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2/10/5~2022/

12/14 

(11/09 停課) 共

10 週 

每週三 09:00-

12:00 

多益 900

分高階班 

林依蓉老師 水湳校區 

卓越大樓 6

樓 606 教室 

2022/9/19(一) 

| 

2022/9/21(三) 

開放人數 25 位 

候補 10 位 

⚫ 已具相當於英檢

高級程度 

⚫ 曾參加多益測

驗，程度約

650~750 分者 

2022/10/17~2022

/12/19 

(10/31、11/07 停

課) 共 8 週 

每週一 12:10-

13:00 

English 

Free Talk 

(水湳) 英

文會話 

白班哲明老師

(Gregory 

Benjamin 

White) 

水湳校區 

卓越大樓 7

樓 702 主動

學習教室 

2022/9/19(一) 

| 

2022/9/21(三) 

開放人數 25 位 

候補 10 位 

2022/10/20~2022

/12/22 

(11/03、11/10 停

課) 共 8 週 

每週四 12:10-

13:00 

English 

Free Talk 

(英才) 英

文會話 

白班哲明老師

(Gregory 

Benjamin 

White) 

英才校區 

互助大樓 8

樓主動學習

教室 

2022/9/19(一) 

| 

2022/9/21(三) 

開放人數 25 位 

候補 10 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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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醫藥大學大學部學生修讀全英語課程實施要點 

 

中華民國 100 年 10 月 19 日 100 學年度第 1 學期第 1 次校課程委員會議通過 

中華民國 100 年 11 月 9 日 100 學年度第 1 學期第 1 次教務會議核備通過 

中華民國 100 年 11 月 17 日榮教字第 1000013678 號函公布 

中華民國 101 年 10 月 17 日 101 學年度第 1 學期第 1 次校課程委員會議通過 

中華民國 102 年 01 月 02 日 101 學年度第 1 學期第 3 次教務會議核備通過 

中華民國 102 年 1 月 18 日榮教字第 1020000726 號函公布 

中華民國 103 年 10 月 23 日 103 學年度第 1 學期第 1 次校課程委員會議通過 

中華民國 103 年 10 月 29 日 103 學年度第 1 學期第 1 次教務會議核備通過 

中華民國 103 年 11 月 18 日文教字第 1030014110 號函公布 

中華民國 104 年 10 月 22 日 104 學年度第 1 學期第 1 次校課程委員會議通過 

中華民國 104 年 12 月 23 日 104 學年度第 1 學期第 3 次教務會議核備通過 

中華民國 105 年 3 月 11 日文教字第 1050003120 號函公布 

中華民國 107 年 9 月 6 日 107 學年度第 1 學期第 2 次教務會議通過 

中華民國 107 年 9 月 21 日 1070013292 號函公布 

一、 為強化大學校院國際化，增加國際學生人數，促進國際文化交流及提升國際競爭力，遂提供學生全英

語課程修讀，特訂定本要點。 

二、 全英語課程規劃，包括本校大學部開設專業及通識課程兩類。修畢全英語課程滿 8 學分，可申請抵免

本校英文能力鑑定畢業門檻。 

三、 本校大學部學生修畢任四門全英語課程，得優先參與國際研習。 

四、 本校大學部學生修畢任一門全英語課程且擔任接待國際外賓等活動導覽，可依實際接待導覽時數列計

英文自習時數及併計志願服務學習活動時數。 

五、 修讀全英語通識課程學生，仍應依照本校通識修課規定，且每學期按規定日期辦理加退選，選課悉依

本校「學生選課作業辦法」辦理。 

六、 本要點如有未盡事宜，悉依照本校相關規定辦理。 

七、 本要點經校課程委員會議通過，教務會議核備，陳請校長發布實施，修正時亦同。 

  

 

  

https://regulation.cmu.edu.tw/statute_detail.php?sn=8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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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醫藥大學學生英文能力鑑定實施辦法 

中華民國 97 年 5 月 2 日 96 學年度第 2 學期第 2 次教務會議通過 

（原英文鑑定實施辦法與英文能力鑑定實施細則合併） 

中華民國 97 年 7 月 2 日 96 學年度第 2 學期第 3 次教務會議修正通過 

中華民國 97 年 7 月 15 日 96 學年度第 2 學期第 4 次教務會議修正通過 

中華民國 97 年 11 月 5 日 97 學年度第 1 學期第 1 次校務會議通過 

中華民國 97 年 12 月 5 日榮教字第 0970002486 號函公布 

中華民國 98 年 4 月 29 日 97 學年度第 2 學期第 2 次教務會議修正通過 

中華民國 98 年 6 月 3 日 97 學年度第 2 學期第 1 次校務會議通過 

中華民國 98 年 6 月 18 日榮教字第 0980006691 號函公布 

中華民國 98 年 11 月 11 日 98 學年度第 1 學期第 2 次教務會議修正通過 

中華民國 99 年 1 月 13 日 98 學年度第 1 學期第 2 次校務會議修正通過 

中華民國 99 年 2 月 1 日榮教字第 0990001063 號函公布 

中華民國 99 年 10 月 13 日 99 學年度第 1 學期第 1 次教務會議修正通過 

中華民國 100 年 1 月 5 日 99 學年度第 1 學期第 3 次教務會議修正通過 

中華民國 100 年 4 月 21 日 99 學年度第 2 學期第 1 次校務會議修正通過 

中華民國 100 年 4 月 28 日榮教字第 1000004829 號函公布 

中華民國 104 年 12 月 23 日 104 學年度第 1 學期第 3 次教務會議修正通過 

中華民國 105 年 4 月 8 日 104 學年度第 2 學期第 1 次校務會議修正通過 

中華民國 105 年 4 月 18 日文通字第 1050005094 號函公布 

中華民國 106 年 4 月 7 日 105 學年度第 2 學期第 1 次校務會議修正通過 

中華民國 106 年 5 月 4 日文通字第 1060005923 號函公布 

中華民國 107 年 4 月 18 日 106 學年度第 2 學期第 1 次教務會議修正通過 

中華民國 107 年 6 月 13 日 106 學年度第 2 學期第 1 次校務會議修正通過 

中華民國 107 年 7 月 30 日文通字第 1070010560 號函公布 

中華民國 109 年 11 月 3 日人文與科技學院課程委員會第 1 次會議通過 

中華民國 109 年 11 月 25 日 109 學年度第 1 學期第 1 次教務會議修正通過 

中華民國 110 年 1 月 5 日明校字第 1100000061 號函公布 

第一條 實施目的：為提昇本校學生英文能力並促進國際化，特訂定「中國醫藥大學學生英文能力鑑定實施

辦法」，以下簡稱本辦法。 

第二條 實施對象：本校大學部及研究所學生。非本國籍學生及二年制在職專班學生不受此限。 

第三條 畢業條件：學生於規定修業年限內，英文能力必須符合本辦法之規定，方具畢業資格。 

第四條 檢測鑑定標準及配套措施如下： 

系別檢測類別 博士班 
碩士班醫學系中醫學

系牙醫學系 
其他各系 

https://regulation.cmu.edu.tw/statute_detail.php?sn=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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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外檢

測鑑定

標準 

1.托福紙筆測驗

(TOEFL ITP 

orTOEFL PBT) 

550 以上(含) 520 以上(含) 500 以上(含) 

2.托福電腦測驗 

(TOEFL CBT) 
213 以上(含) 190 以上(含) 173 以上(含) 

3.托福網路測驗 

(TOEFL IBT) 
79 以上(含) 68 以上(含) 61 以上(含) 

4.多益測驗 

(TOEIC) 
700 以上(含) 640 以上(含) 590 以上(含) 

5.雅思(IELTS) 5.5 以上(含) 5.0 以上(含) 4.5 以上(含) 

6.劍橋英檢(First 

Certificate in 

English) 

FCE 以上(含) FCE 以上(含) PET 以上(含) 

7.全民英檢

(GEPT) 
高級以上(含) 中高級以上(含) 中級以上(含) 

校內配

套措施 

未於畢業前通過

校外英文檢測鑑

定標準者之校內

配套措施 

修習英文自學

系統滿 72 小

時，並通過指

定模擬測驗。 

1.大學部學生需於畢業

前修習通識教育中心

開設之英文必修課程

（依入學年度之通識

教育課程修課要點之

規定），並通過課程

評量。 2.碩士班修習

英文自學系統滿 36 小

時，並通過指定模擬

測驗。 

1.大學部學生需於畢

業前修習通識教育中

心開設之英文必修課

程（依入學年度之通

識教育課程修課要點

之規定），並通過課

程評量。 2.學士後中

醫系修習英文自學系

統滿 36 小時，並通過

指定模擬測驗。 

校內配

套措施

補充說

明 

1.研究所及學士後中醫系學生未於畢業前通過校外英文檢測鑑定標準者，應採用英文

自學系統，並通過指定模擬測驗，始符合英文鑑定畢業標準。 2.英文自學系統，指

Easy Test 線上學習測驗平台。如有變動系統，以語文中心公告為準。 3.依據「中國

醫藥大學英文暨英語聽講必修課程免修學分實施要點」，學士班學生必須於畢業前

通過所屬學系英文畢業檢定標準之校外官方英語檢定測驗，並取得成績證明，始得

免修英文暨英語聽講課程 6 學分（106 學年度入學生適用）或英文課程 4 學分（107

學年度入學生起適用），否則須完成各規定應修之英文課程學分，始符合英文鑑定

畢業門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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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條 實施程序 

 

第六條 實施細節 

一、英文能力鑑定為 0 學分之必修課程。 

二、英文能力鑑定課程以通過/不通過(pass/non-pass)為評分標準。 

三、校內英文配套措施不可用於抵免英文領域及一般通識課程。 

四、校內英文配套措施之內容及實施方式，依本校語文中心之公告為準。 

五、全民英檢各級檢定，須通過初試及複試。 

六、學生入學之前二年內所獲得之本辦法第四條所列之校外機構英文鑑定證明，具同等效力。 

七、校內英文配套措施，研究所及學士後中醫系學生自入學起即可採計。 

八、本校學生在大學部通過校內英文能力鑑定配套措施後，未來考取本校碩士班，不得同時認列為

碩士學位之英文畢業門檻，碩士班考取博士班亦同。 

九、本國籍學生入學前學歷屬英語系國家之學校畢業，該校以全英語授課，並檢具相關證明送至語

文中心審核通過，具同等效力。 

十、學生於入學之前二年內或在學期間通過本辦法認列之校外同級英文檢定者，請於學生資訊系統

上傳相關證明掃描檔後，持該證明至系所辦公室辦理登記，證明文件經確認屬實，始符合本校英文

能力鑑定畢業門檻。 

十一、如有前揭以外特殊情況，另行處理。 

第七條 大學部學生托福測驗成績達 IBT79 分以上(或 ITP(PBT)550 分以上、CBT213 分以上)者，若學業成績

優良，將優先考量列入本校菁英計畫，進行國際交換學生及遊學計畫。 

第八條 身心障礙學生得檢附相關證明向語文中心申請抵免，其畢業資格不受本辦法之限制。 

第九條 本辦法經人文與科技學院課程委員會會議及教務會議通過，陳請校長發布實施，修正時亦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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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nglish Corner (英才校區) 

 

 

 

  

English Corner 

地點: 英才校區互助大樓 8 樓 主動學習教室 

時間: 每週三 , 10:10pm~12:00pm 

 

 

English Corner 

Venue: 8F, Huchu Hall, Yingcai Campus 

Time: 10:10pm~12p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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醫學院英語互助學習夥伴計畫 

Conversation Buddy Program 

 

 

 

為促進醫學院各系所外籍生和本籍生交流，特推動英語互助學習夥伴計畫—

【友你醫起，伴學英文】(Conversation Buddy Program)，希冀同學們透過

本計畫，增能共學，共創永續國際化友善校園。 

 

相關表單，請參如下網頁公告:  

https://cm.cmu.edu.tw/news/188 

 

 

  

https://cm.cmu.edu.tw/news/1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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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MI 課程 E1~E5 英語修課等級認證基準 

認證等級 

(EMI 

Level) 

基準/ Criteria 

E1 

修畢EMI課程達16學分（學士）或占畢業學分比例達 12.5%

以上。 
Either up to 16 credits are earned from the EMI courses, or such credits 
earned account for at least 12.5% of the required graduation credits. 

E2 

修畢 EMI 課程達 32 學分（學士）或占畢業學分比例達 25%

以上。 
Either up to 32 credits are earned from the EMI courses, or such credits 
earned account for at least 25% of the required graduation credits. 

E3 

修畢 EMI 課程達 64 學分（學士）或占畢業學分比例達 50%

以上。 
Either up to 64 credits are earned from the EMI courses, or such credits 
earned account for at least 50% of the required graduation credits. 

E4 

修畢 EMI 課程達 98 學分（學士）或占畢業學分比例達 75%

以上。 
Either up to 98 credits are earned from the EMI courses, or such credits 
earned account for at least 75% of the required graduation credits. 

E5 

修畢 EMI 課程達 128 學分（學士）或占畢業學分比例達

100%。 
Either up to 128 credits are earned from the EMI courses, or such credits 
earned account for 100% of the required graduation credi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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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MI計畫辦公室聯絡方式 

 

英才校區基礎醫學大樓四樓醫學院辦公室 

承辦人: 陳小姐/李小姐 

TEL: 04-22053366 分機 2191/2135 

Email: shuen@cmu.edu.tw 、lihsin@cmu.edu.tw 

 

mailto:shuen@cmu.edu.tw
mailto:lihsin@cmu.edu.tw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