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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總則 

第一條 本組織規程依大學法第三十六條規定訂定之。 

第二條 本校定名為高雄醫學大學(以下簡稱本校)。 

第三條 本校視需要得分設校區、分校及分部，經校務會議及董事會通過，報教育

部核定。 

第四條 本校以醫學暨其相關科學之教育、研究及服務為宗旨。 

第二章 組織 

第五條 本校置校長一人，綜理校務。 

校長之產生，由董事會組織校長遴選委員會遴選二至三人，經董事會圈

選，報教育部核准後聘任之。 

前項校長遴選委員會之組成及運作方式等，另以辦法訂定之，經董事會審

議通過後實施。 

校長之任期以三年為一任，期滿之連任經董事會通過後，得連任一次。 

校長之任用資格應符合教育人員任用條例之規定。 

校長於任期中因故去職，應於一個月內組成校長遴選委員會辦理新任校長

遴選作業，新任校長之任期重新起算。校長因故出缺時，由董事會就副校

長、教務長、學生事務長、總務長選擇適當人選代理校長，並報教育部。 

第六條 本校置副校長四人，襄助校長處理校務，推動學術、教學、研究及行政業

務之管理。由校長遴選教授經董事會同意後聘兼之。 

前項副校長之任期應配合校長之任期，期滿之連任由校長評鑑報董事會同

意後，得連任之。 

第七條 本校得設學院、學系、研究所、學位學程、中心，其組織如附表一。 

本校各學院、學系、研究所、學位學程、中心之設立、變更、合併及停辦

等，應以學校發展為重點。必要程序應經校務會議及董事會審議通過，報

教育部核定後實施。 

本校為規劃及推動通識教育之發展，設立通識教育中心，置中心主任一

人，綜理全校通識教育業務，由校長聘請教授兼任之。另設體育教學中心、

語言與文化中心、人文與藝術教育中心、基礎科學教育中心。 

本校各學院及通識教育中心設置辦法另訂定之，經校務會議通過後實施。 

第八條 本校各學院置院長一人，綜理院務，由校長召集院長遴選委員會遴選教授

二至三人，報請校長選擇後聘兼之。 

各學院首任院長由校長指派之。 

各學院院長之任期以三年為原則，期滿之連任由校長徵詢該院院長遴選委

員會意見，予以評鑑後，得連任一次。 

各學院院長於任期中因故出缺而不能繼續擔任其職務時，應依遴選辦法之

規定辦理補選作業。 

院長遴選及代理辦法另訂定之，經各學院院務會議及行政會議通過後實

施。 

院長於任期中有不適任之情形，由該學院專任教師二分之一以上連署提



議，人事室陳報校長，經校長核定後免兼主管職務。 

凡達一定規模、學務繁重之學院得置副院長，襄助院長處理院務，由院長

自教授中推薦，經校長同意後聘兼之。 

第九條 本校各系（所）置主任（所長）一人，綜理系（所）業務，由院長召集系

(所)主管遴選委員會遴選副教授以上教師二至三人，報請校長選擇後聘兼

之。 

各系(所)主管之任期以三年為原則，期滿之連任由院長徵詢該系（所）遴

選委員會意見，予以評鑑後，得連任一次。 

系（所）主管於任期中因故出缺而不能繼續擔任其職務時，應依遴選辦法

辦理補選作業。 

系（所）主管於任期中有不適任之情形，由該系(所)專任教師二分之一以

上連署提議，所屬學院院長陳報校長，經校長核定後免兼主管職務。 

各系(所)主管遴選及代理辦法另訂定之，經系（所）務會議及院務會議通

過後實施。 

凡達一定規模、學務繁重之系(所)得置副系(所)主管，襄助系(所)主管處理

系(所)務，由系(所)主管自副教授以上教師中向院長推薦，經校長同意後

聘兼之。 

第十條 本校各學位學程、中心各置主任一人，由院長推薦副教授以上教師，經校

長同意後聘兼之。主任之任期以三年為原則，期滿經校長同意後得連任一

次。 

前項主任於任期中有不適任之情形，得由院長簽請校長核定後免兼主管職

務。 

第十一條 本校設下列各處、室等行政單位： 

一、研究發展處：整合學術研究資源，統籌校級研究中心事宜，置研發長

一人，由校長聘請教授兼任之。 

二、教務處：負責全校招生、註冊、課務、教師發展、推廣教育、教學品

質提升及其他教務相關事宜，置教務長一人，由校長聘請教授兼任之。 

三、學生事務處：負責全校學生事務，置學生事務長一人，由校長聘請教

授兼任之。 

四、總務處：負責全校總務相關事宜，置總務長一人，由校長聘請教授兼

任，或由職員兼任之。 

五、圖書資訊處：負責全校資訊系統及圖書資源相關事宜，置圖書資訊

長一人，由校長聘請教授兼任之。置副圖書資訊長一人，由校長聘

請副教授以上之教學或研究人員兼任，或由職員兼任之。 

六、國際事務處：負責國際研究教學合作與學生交流事宜，置國際長一

人，由校長聘請教授兼任之。 

七、產學營運處：負責產學合作及研發成果管理相關事宜，置產學長一人，

由校長聘請教授兼任，或由職員兼任之。 

八、秘書室：負責秘書事務、法規事務、校務研究暨企劃、校友暨公共事

務、新事業發展相關事宜，置主任秘書一人，由校長聘請教授兼任，

或由職員兼任之。 

九、人事室：負責人事事務，置主任一人，由校長依有關法令聘(派)任。 

十、會計室：負責歲計、會計及財務規劃事務，置會計主任一人，由校長

依有關法令聘(派)任。 



十一、環保暨安全衛生室：負責環境保護、安全衛生、生物安全及輻射防

護相關事務，置主任一人，由校長聘請教授或研究人員兼任，或由職

員兼任之。 

十二、稽核室：負責擬定及實施全校稽核業務及推動內部控制制度相關事

宜。置主任一人，由校長聘請教授兼任，或由職員兼任之。 

十三、高醫校史暨南臺灣醫療史料館：負責醫療史料館與校史館管理，協

助教學、規劃展務、保存文物和宣傳推廣事宜，置館長一人，由校長

聘請副教授以上教師兼任，或由職員兼任之。 

前項行政單位主管由教師兼任者，任期以不超過三年為原則，期滿之連任

由校長決定之。 

行政單位得分組或中心辦事，依本校行政單位組織運作要點編制各置組長

或主任一人，由校長聘請助理教授以上之教學或研究人員，職員兼任之。

行政單位組織見本規程附表「高雄醫學大學行政單位組織系統表」。 

本校行政單位組織運作要點另訂定之，經行政會議通過，提送校務會議核

備後實施。 

第十二條 本校各單位得依大學法及其施行細則之規定置教職員若干人。分級編制並

明訂於員額編制表，經校務會議及董事會議通過，報教育部核定後實施。 

本校各級教職員工均由校長聘（派）任。 

第十三條 

 

本組織規程第六至十一條等條文中各主管於任用期間，如有違國家法令或

本校相關法令，經查證屬實者，得於聘期屆滿前撤換之。 

第十四條 本校設立附設中和紀念醫院及受公私立機構委託經營之醫療相關事業。 

依私立學校法第五十條規定得設立附屬機構及辦理相關事業，應經校務會

議及董事會議通過，報教育部核准後辦理。 

第三章 會議及委員會 

第十五條 本校設校務會議，議決校務重大事項。 

校務會議由校長、副校長、研發長、教務長、學生事務長、總務長、圖書

資訊長、國際長、產學長、各學院院長、通識教育中心中心主任、主任秘

書、人事室主任、會計室主任、稽核室主任、環保暨安全衛生室主任、高

醫校史暨南臺灣醫療史料館館長、教師代表、研究人員代表、職員代表、

學生代表及附設中和紀念醫院院長、附設中和紀念醫院負責教學及研究之

副院長各一人、相關事業院長等組成之。 

前項教師代表應經選舉產生，其人數不得少於全體會議人員之二分之一，

教師代表中具備教授或副教授資格者，以不少於教師代表人數之三分之二

為原則，學生代表比例不得少於會議成員總額十分之一。研究人員推選代

表一人，職員代表(含技術人員)推選二人。 

校長得指定其他單位主管或相關人員列席會議。 

校務會議由校長召集並主持之，每學期至少召開一次，校長因故不能主持

會議時，由職務代理人代理之。 

校務會議經應出席人員五分之一以上之請求，得召開臨時校務會議，校長

應於受請求之日起十五日內召開之。 

校務會議必要時，得設各種委員會或專案小組，處理校務會議交議事項。 

第十六條 校務會議審議下列事項： 

一、校務發展計畫及預算。 



二、組織規程及各種重要章則。 

三、學院、學系、研究所、學位學程、附屬機構及相關事業之設立、變更、

合併及停辦。 

四、教務、學生事務、總務、研究及其他校內重要事項。 

五、有關教學評鑑辦法之研議。 

六、校務會議所設委員會或專案小組決議事項。 

七、會議提案及校長提議事項。 

八、其他有關校務之重要事項。 

九、按法令規定須由校務會議審議事項。 

第十七條 本校設行政會議，由校長、副校長、附設中和紀念醫院院長、研發長、教

務長、學生事務長、總務長、圖書資訊長、國際長、產學長、附設中和紀

念醫院負責教學及研究之副院長各一人、相關事業院長、各學院院長、通

識教育中心中心主任、主任秘書、人事室主任、會計室主任、稽核室主任、

環保暨安全衛生室主任、高醫校史暨南臺灣醫療史料館館長、非行政職教

師二人共同組成之。必要時，得請相關單位人員或學生代表列席會議。討

論本校重要行政事項。 

第十八條 本校設下列各項委員會及會議協助處理校務： 

一、校務發展委員會：由校長、副校長、附設中和紀念醫院院長、研發長、

教務長、學生事務長、總務長、圖書資訊長、國際長、產學長、主任

秘書、附設中和紀念醫院副院長、受公私立機構委託經營之醫療事業

院長及各學院院長等組成之。以校長為主席，負責研議學院、學系、

研究所、學位學程、附屬機構與相關事業之設立、調整及校長交議之

重要校務事項。必要時得請校內外相關專業人士擔任本會委員或出席

會議。 

二、學術研究委員會：由研發長、副教授以上教師代表及校外公正人士等

若干人組成之(由校長遴聘)。以研發長為主席，負責重大學術研究發

展計畫或整合型獎補助研究計畫等學術相關事宜之評估及審議。 

三、教學品質促進委員會：由副校長、教務長、各學院院長、通識教育中

心中心主任、各系(所)主管、軍訓室主任、教師代表三人(由校長就教

師中擇聘)、學生代表三人等組成之。以副校長為主席，負責研議相

關課程與教學評鑑之辦法。 

四、教務會議：由教務長、圖書資訊長、各學院院長、通識教育中心中心

主任、各系(所)主管、附設中和紀念醫院有關單位主管、學生事務處

代表一人、學生代表二人等組成之。以教務長為主席，負責研議教務

相關重要事項。 

五、學務會議：由副校長一人、學生事務長、教務長、總務長、學生事務

處代表二人、各學院院長、各學院教師代表、學生代表五人(代聯會

代表、學生社團代表、學生會代表、學生議會代表、研究所班代表各

一人)等組成之，以副校長為主席，負責研議學生事務相關重要事項。 

六、性別平等教育委員會：由校長、副校長(一人)、主任秘書、教務長、

學務長、總務長、通識教育中心中心主任、人事主任及其他具性別平

等意識之教師代表、職工代表、家長代表、學生代表或性別平等教育

相關領域之專家學者等組成之，其中女性委員應占委員總數二分之一

以上，以校長為主任委員，負責研議校園性別平等相關重要事項。 



七、通識教育指導委員會：由校長、副校長（一人）、教務長、各學院院

長、通識教育中心中心主任、校外相關領域學者專家三人等組成之。

以校長為主席，通識教育中心中心主任為總幹事，負責研議全校通識

教育相關重要事項。 

八、院務會議：研議該學院教學、研究及其他重要事項。會議之組成、審

議事項與議事規則，於各學院設置辦法訂定之。 

九、通識教育中心中心會議及所屬各中心會議：研議通識教育中心及所屬

各中心教學、研究及其他重要事項。會議之組成、審議事項與議事規

則，於通識教育中心設置辦法訂定之。 

十、系務會議、所務會議：研議該系、所教學、研究及其他重要事項。會

議之組成、審議事項與議事規則，於各學院設置辦法訂定之。 

十一、本校或各單位因業務需要，得設置其他委員會或會議。 

前項各委員會或會議設立、組織及運作方式等辦法，另訂定之。 

第十九條 本校為培養學生之民主精神，輔導學生成立由全校學生選舉產生之學生會

及其他相關自治組織。 

本校應依學生會之請求代收會費。 

第二十條 本校為保障學生權益，設學生申訴評議委員會，負責受理並評議學生、學

生會及其他相關學生自治組織不服本校懲處、其他措施或決議之申訴案

件。 

前項委員會之設置、組成及運作方式等另訂定之，經校務會議通過並報教

育部核定後實施。其任一性別委員應占委員總數三分之一以上。 

第二十一條 本校設三級教師評審委員會，審議有關教師之聘任、升等、停聘、解聘、

不續聘、資遣原因認定及其他依法令應審議之事項。 

前項委員會之設置、組成及運作方式等另訂定之，並經校務會議通過後實

施。校級教師評審委員會其任一性別委員應占委員總數三分之一以上。 

第二十二條 本校設教師申訴評議委員會，受理並評議教師對本校有關其個人之措施，

認為違法或不當，致損害其權益之申訴案件。 

前項委員會之設置、組成及運作方式等另訂定之，經校務會議通過後實

施。其任一性別委員應占委員總數三分之一以上。 

第二十三條 本校為保障職員工權益，訂定職員工申訴辦法，並設置職員工申訴評議

會，負責受理並評議職員工申訴案件。 

前項委員會之設置、組成及運作方式等另訂定之，並經校務會議通過後實

施。其任一性別委員應占委員總數三分之一以上。 

第四章 教師之聘任、評鑑 

第二十四條 本校教師分教授、副教授、助理教授、講師，從事授課、研究及輔導。本

校專任教師除研究、輔導及服務外，其基本授課時數另訂定之。 

本校教師之聘任分為初聘、續聘及長期聘任三種，其聘任辦法另訂定之，

並經校務會議通過後實施。 

本校為教學及研究工作得置助教協助之，並得視教學需要延聘相關專業技

術人員擔任教學工作，並依「大學聘任專業技術人員擔任教學辦法」辦理。 

第二十五條 本校得設講座，由教授主持，其設置辦法另訂定之，並經校務會議及董事



會議通過後實施。 

第二十六條 本校為提昇教學與研究水準，得聘特聘教授、名譽教授，其聘任辦法另訂

定之，並經校務會議及董事會議通過後實施。 

第二十七條 本校為研究發展之需要得置研究人員，研究人員分為研究員、副研究員、

助理研究員、研究助理，其聘任辦法另訂定之，並經校務會議通過後實施。 

第二十八條 本校教師之教學、研究、輔導及服務成效應接受評鑑，以做為教師升等、

續聘、長期聘任、停聘、不續聘及獎勵之重要參考依據。 

前項評鑑辦法另訂定之，並經校務會議通過後實施。 

第五章 附則 

第二十九條 本組織規程經校務會議及董事會會議審議通過，報教育部核定後實施，修

正時亦同。 



高雄醫學大學組織規程 

高雄醫學大學各學院、學系、研究所、學位學程設置表 

學院 現行設置（學院/學系/研究所/學位學程） 

醫學院 醫學系（學士班，101 學年度前入學者為七年制；102 學年度起入學者為六年制） 

學士後醫學系（學士班，103 學年度前入學者為五年制；104 學年度起入學者為四年制） 

運動醫學系（學士班、碩士班、碩士在職專班） 

呼吸治療學系（學士班）（二年制在職專班-100 學年度起停招） 

腎臟照護學系（二年制在職專班） 

醫學研究所（碩士班、博士班） 

臨床醫學研究所（碩士班、博士班） 

轉譯醫學博士學位學程 

環境職業醫學博士學位學程 

熱帶醫學碩士學位學程(105 學年度新增) 

口腔醫學院 牙醫學系（學士班、碩士班、博士班）（碩士在職專班-101 學年度起停招，105 學年度

起復招） 

口腔衛生學系（學士班、碩士班、碩士在職專班）(二年制在職專班-104 學年度起停招) 

藥學院 藥學系（學士班、碩士班、臨床藥學碩士班、碩士在職專班、博士班） 

香粧品學系（學士班、碩士班） 

天然藥物研究所（碩士班、博士班） 

毒理學博士學位學程 

護理學院 護理學系（學士班、碩士班、博士班） 

高齡長期照護碩士學位學程 

健康科學院 公共衛生學系（學士班、公共衛生學碩士班、職業安全衛生碩士班、環境暨職業安全衛

生博士班） 

醫學檢驗生物技術學系（學士班、碩士班、博士班）(甘比亞生物醫學學士專班-105 學

年度起裁撤) 

醫學影像暨放射科學系（學士班、碩士班、碩士在職專班） 

物理治療學系（學士班、碩士班） 

職能治療學系（學士班、碩士班、碩士在職專班） 

醫務管理暨醫療資訊學系（學士班、碩士班、碩士在職專班） 

學士後醫學檢驗數據整合判讀學士學位學程 

生命科學院 醫藥暨應用化學系（學士班、碩士班、博士班）（碩士在職專班-101 學年度起停招） 

生物醫學暨環境生物學系（學士班、碩士班） 

生物科技學系（學士班、碩士班） 

生技醫藥產業研發碩士學位學程 

人文社會科

學院 

性別研究所（碩士班） 

醫學社會學與社會工作學系（學士班、碩士班） 

心理學系（學士班、碩士班） 

華語文中心 

附表一 

教育部 105.01.25 臺教

高(一)字第 1040186070

號函核定並生效 



高雄醫學大學行政單位組織系統表 

 

 

  

 

 

 

 

 

 

 

 

 

 

 

 

 

 

 

稽核室 

高

雄

醫

學

大

學

行

政

單

位 

教務處 

 

分設招生、註冊課務、教務企劃、教學資源四組、教師發展暨學能提

升中心及推廣教育中心二中心 

學生事務處 
分設生活輔導、課外活動、衛生保健、心理及諮商輔導及職涯發展五

組及軍訓室 

國際事務處 分設企劃發展、學生交流及學術合作三組 

秘書室 
分設行政事務、法規事務、校務研究暨企劃、校友暨公共事務、新事

業發展五組 

人事室 分設人力發展及福利考核二組 

環保暨安全

衛生室 
分設安全衛生、生物安全、輻射防護與環境管理三組 

會計室 分設歲計、會計及財務規劃三組 

分設研究典藏及展示推廣二組 
高醫校史暨

南臺灣醫療

史料館 

 

產學營運處 分設產學合作及智財保護與科技管理二組及創新育成中心 

研究發展處 
分設學術研究及行政規劃二組、研究總中心、醫學資訊與統計中心、

研究資源整合發展中心及實驗動物中心四中心 

總務處 分設事務、採購、出納、保管及營繕五組 

圖書資訊處 分設資訊系統、網路技術、採編典藏、讀者服務及數位資源五組 

教育部 104.08.14 臺教高(一)

字第 1040101308 號函核定並

自 104 年 8 月 1 日起生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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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雄醫學大學組織規程(修正條文對照表) 

88.04.19(八八)高醫法字第０一三號函頒布 

依教育部 88.12.17 台(八八)高(二)字第八八一五七二八七號函修正 

教育部 89.04.07 台(八九)高(二)字第八九０四０八二七號函准予核定 

89.05.02(八九)高醫校法(一)字第０一二號函頒布    

教育部 89.06.28 台(八九)高(二)字第八九０六九二四六號函准予核定 

89.06.28(八九)高醫校法(一)字第０一七號函頒布   

教育部 89.12.19 台(八九)高(二)字第八九一六四六五 0 號函核定 

90.01.05(九十)高醫校法(一)字第００一號函頒布 

教育部 90.06.22 台(九０)高(二)字第九００八九九一七號函核定 

90.07.02 高醫(九０)高醫校法(一)字第０一三號函頒布 

依教育部 90.08.27 台(九十)高(二)字第九 0 一二二一四六號函修正 

教育部台(九十)高(二)字第九 0 一三八四 0 四號函核定 

90.10.16(九十)高醫校法(一)字第０一七號函頒布 

依教育部 91.05.17 台(九一)高(二)字第九一 0 六九九二一號函修正 

教育部 91.06.26 台(九一)高(二)字第九一 0 九三八七五號函核定 

91.06.28(91)高醫校法(一)字第 0 一七號函公布 

教育部 91.07.11 台(九一)高(二)字第九一 0 九八六五四號函核定 

91.07.17(91)高醫校法(一)字第 0 一九號函公布修正條文 

教育部台(九十一)高(二)字第九一一二五七七八號函核定 

91.09.18(九一)高醫校法(一)字第 0 二三號函公布修正條文 

教育部 92.04.02 台高(二)字第 0920046858 號函核定第四條修正條文 

92.05.05 高醫校法字第 0920100012 函公布修正條文 

教育部 92.08.26 台高(二)字第 0920128244 號函核定 

92.09.15 高醫校法第 0920100037 號函公布修正條文，並自 92.08.26 起實施 

教育部 93.12.27 台高(二)字第 0930159133 號函核定 

94.01.07 高醫校法字第 0940100001 號函修正 

教育部 94.01.18 台高(二)字第 0930159848 號函核定 

94.01.25 高醫校法字第 0940100002 號函修正 

教育部 94.06.13 台高(二)字第 0940074035 號函核定 

94.06.15 高醫校法字第 0940100015 號函修正 

教育部 94.11.21 台高(二)字第 0940151889 號函核定 

94.11.25 高醫校法字第 0940100033 號函公布 

教育部 95.04.24 台高(二)字第 0950057259 號函核定 

95.04.27 高醫校法字第 0950100016 號函修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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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部 95.07.24 台高(二)字第 0950109155 號函核定 

95.07.28 高醫校法字第 0950100027 號函公布 

依教育部 96.6.11 台高(二)字第 0960076949 號函修正 

教育部 96.7.4 台高(二)字第 0960096854 號函核定 

96.07.13 高醫秘字第 0960006077 號函公布 

教育部 97.8.15 台高(二)字第 0970160613 號函核定 

97.08.22 高醫秘字第 0971103762 號函公布 

98.01.16 九十七學年度第二次校務暨第六次行政聯席會議通過 

98.03.26 九十七學年度第三次校務暨第八次行政聯席會議通過 

98.04.10 第十六屆第四次董事會議審議通過 

依教育部 98.05.19 台高(二)字第 0980086491 號函修正 

98.06.01 高醫秘字第 0981102353 號函公布 

98.06.29 九十七學年度第四次校務暨第十一次行政聯席會議通過 

98.07.09 第十六屆第五次董事會議審議通過 

依教育部 98.08.18 台高(二)字第 0980138937 號函修正 

98.08.31 高醫秘字第 0981103943 號函公布 

98.10.30 九十八學年度第一次校務暨第三次行政聯席會議通過 

99.06.17 九十八學年度第三次校務暨第十一次行政聯席會議通過 

99.09.06 第十六屆第十一次董事會議審議通過 

依教育部 99.10.19 台高(二)字第 0990175910 號函修正 

99.10.27 高醫秘字第 0991105509 號函公布 

99.10.21 九十九學年度第一次校務暨第三次行政聯席會議通過 

99.11.15 第十六屆第十三次董事會議審議通過 

教育部 99.12.22 台高(二)字第 0990215362 號函核定 

教育部 100.01.07 台高(二)字第 1000002018 號函核定 

100.01.11 高醫秘字第 1001100170 號函公布 

100.06.17 九十九學年度第三次校務暨第十一次行政聯席會議通過 

100.06.24 第十六屆第十九次董事會議審議通過 

教育部 100.07.27 臺高字第 1000126300 號函核定 

100.08.22 高醫秘字第 1001102660 號函公布 

教育部 100.09.02 臺高字第 1000159383 號核定 

100.09.23 高醫秘字第 1001102943 號函公布 

101.03.15 一００學年度第 2 次校務會議通過 

101.03.26 第十六屆第二十三次董事會議審議通過 

教育部 101.05.09 臺高字第 1010083942 號函核定 

101.05.21 高醫秘字第 1011101363 號函公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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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1.06.21 一ＯＯ學年度第 3 次校務會議通過 

101.07.12 一ＯＯ學年度第 2 次臨時校務會議通過 

101.07.23 第十七屆第二次董事會議審議通過 

教育部 101.08.28 臺高(三)字第 1010156704 號函核定 

101.09.03 高醫秘字第 1011102314 號函公布，並溯及自 101.8.1 起生效 

101.11.08 101 學年度第 1 次校務會議通過 

101.11.24 第十七屆第三次董事會會議審議通過 

教育部 102.1.4 臺高(一)字第 1020003547 號函核定 

102.01.16 高醫秘字第 1021100168 號函公布，第 4 條及附表一 

自 102.8.1 日生效；第 20、21、27 及 32 條自 102.1.4 生效 

102.02.07 101 學年度第 2 次校務會議通過 

102.02.22 第十七屆第四次董事會會議審議通過 

教育部 102.03.25 臺教高(一)字第 1020044573 號函核定 

102.04.08 高醫秘字第 1020002384 號函公布，第 11、12、18、20 及 24 條自 102.3.25 生效 

102.06.06 101 學年度第 4 次校務會議通過 

102.07.04 101 學年度第 5 次校務會議通過 

102.07.17 第十七屆第七次董事會會議審議通過 

教育部 102.09.10 臺教高(一)字第 1020135356 號函核定 

102.10.15 高醫秘字第 1021103185 號函公布，第 8、10、12、19 條自 102.9.10 生效 

102.10.17 102 學年度第 1 次校務會議通過 

102.10.28 第十七屆第八次董事會會議審議通過 

教育部 102.11.27 臺教高(一)字第 1020175912 號函核定  

102.12.09 高醫秘字第 1021103794 號函公布，第 11 條及附表一自 102.11.27 生效 

103.06.19 102 學年度第 5 次校務會議通過 

103.07.17 第十七屆第十三次董事會會議審議通過 

教育部 103.08.29 臺教高(一)字第 1030128651 號函核定  

103.09.05 高醫秘字第 1031102876 號函公布，第 11、12、16 條自 103.08.29 生效， 

附表一自 103.08.01 生效 

103.12.25  103 學年度第 2 次校務會議通過 

104.04.02  103 學年度第 3 次校務會議通過 

104.06.04  103 學年度第 5 次校務會議通過 

104.06.18  第十七屆第二十一次董事會會議審議通過 

教育部 104.08.14  臺教高(一)字第 1040101308 號函核定第 11 條條文及行政單位組織系統表自 104 年 8 月 1 日起生效 

104.08.24  高醫秘字第 1041102789 號函公布 

104.12.02  104 學年度第 2 次校務會議通過 

104.12.28  第十七屆第二十六次董事會會議審議通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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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部 105.01.25  臺教高(一)字第 1040186070 號函核定第 7、12、28、25、26 條條文及附表一，自 105 年 1 月 25 日起生效 

105.01.30  高醫秘字第 1051100359 號函公布 

 

 

條序 修正條文 現行條文 說明 

第一章 照現行條文 總則  

第一條 照現行條文 本組織規程依大學法第三十六條規定訂定之。  

第二條 照現行條文 本校定名為高雄醫學大學(以下簡稱本校)。  

第三條 照現行條文 本校視需要得分設校區、分校及分部，經校務會議及

董事會通過，報教育部核定。 

 

第四條 照現行條文 本校以醫學暨其相關科學之教育、研究及服務為宗旨。  

第二章 照現行條文 組織  

第五條 照現行條文 本校置校長一人，綜理校務。 

校長之產生，由董事會組織校長遴選委員會遴選二至

三人，經董事會圈選，報教育部核准後聘任之。 

前項校長遴選委員會之組成及運作方式等，另以辦法

訂定之，經董事會審議通過後實施。 

校長之任期以三年為一任，期滿之連任經董事會通過

後，得連任一次。 

校長之任用資格應符合教育人員任用條例之規定。 

校長於任期中因故去職，應於一個月內組成校長遴選

委員會辦理新任校長遴選作業，新任校長之任期重新

起算。校長因故出缺時，由董事會就副校長、教務長、

學生事務長、總務長選擇適當人選代理校長，並報教

育部。 

 

第六條 照現行條文 本校置副校長四人，襄助校長處理校務，推動學術、

教學、研究及行政業務之管理。由校長遴選教授經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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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會同意後聘兼之。 

前項副校長之任期應配合校長之任期，期滿之連任由

校長評鑑報董事會同意後，得連任之。 

第七條 本校得設學院、學系、研究所、學位學程、中心，其

組織如附表一。 

本校各學院、學系、研究所、學位學程、中心之設立、

變更、合併及停辦等，應以學校發展為重點。必要程

序應經校務會議及董事會審議通過，報教育部核定後

實施。 

本校為規劃及推動通識教育之發展，設立通識教育中

心，置中心主任一人，綜理全校通識教育業務，由校

長聘請教授兼任之。另設體育教學中心、語言與文化

中心、人文與藝術教育中心、基礎科學教育中心。 

本校各學院及通識教育中心設置辦法另訂定之，經校

務會議通過後實施。 

本校得設學院、學系、研究所、學位學程、中心，其

組織如附表一。 

本校各學院、學系、研究所、學位學程、中心之設立、

變更、合併及停辦等，應以學校發展為重點。必要程

序應經校務會議及董事會審議通過，報教育部核定後

實施。 

本校為規劃及推動通識教育之發展，設立通識教育中

心，置中心主任一人，綜理全校通識教育業務，由校

長聘請教授兼任之。 

本校各學院及通識教育中心設置辦法另訂定之，經校

務會議通過後實施。 

增訂通識教育中

心各中心 

第八條 照現行條文 本校各學院置院長一人，綜理院務，由校長召集院長

遴選委員會遴選教授二至三人，報請校長選擇後聘兼

之。 

各學院首任院長由校長指派之。 

各學院院長之任期以三年為原則，期滿之連任由校長

徵詢該院院長遴選委員會意見，予以評鑑後，得連任

一次。 

各學院院長於任期中因故出缺而不能繼續擔任其職務

時，應依遴選辦法之規定辦理補選作業。 

院長遴選及代理辦法另訂定之，經各學院院務會議及

行政會議通過後實施。 

院長於任期中有不適任之情形，由該學院專任教師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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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之一以上連署提議，人事室陳報校長，經校長核定

後免兼主管職務。 

凡達一定規模、學務繁重之學院得置副院長，襄助院

長處理院務，由院長自教授中推薦，經校長同意後聘

兼之。 

第九條 照現行條文 本校各系（所）置主任（所長）一人，綜理系（所）

業務，由院長召集系(所)主管遴選委員會遴選副教授以

上教師二至三人，報請校長選擇後聘兼之。 

各系(所)主管之任期以三年為原則，期滿之連任由院長

徵詢該系（所）遴選委員會意見，予以評鑑後，得連

任一次。 

系（所）主管於任期中因故出缺而不能繼續擔任其職

務時，應依遴選辦法辦理補選作業。 

系（所）主管於任期中有不適任之情形，由該系(所)

專任教師二分之一以上連署提議，所屬學院院長陳報

校長，經校長核定後免兼主管職務。 

各系(所)主管遴選及代理辦法另訂定之，經系（所）務

會議及院務會議通過後實施。 

凡達一定規模、學務繁重之系(所)得置副系(所)主管，

襄助系(所)主管處理系(所)務，由系(所)主管自副教授

以上教師中向院長推薦，經校長同意後聘兼之。 

 

第十條 照現行條文 本校各學位學程、中心各置主任一人，由院長推薦副

教授以上教師，經校長同意後聘兼之。主任之任期以

三年為原則，期滿經校長同意後得連任一次。 

前項主任於任期中有不適任之情形，得由院長簽請校

長核定後免兼主管職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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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一條 照現行條文 本校設下列各處、室等行政單位： 

一、研究發展處：整合學術研究資源，統籌校級研究

中心事宜，置研發長一人，由校長聘請教授兼任

之。 

二、教務處：負責全校招生、註冊、課務、教師發展、

推廣教育、教學品質提升及其他教務相關事宜，

置教務長一人，由校長聘請教授兼任之。 

三、學生事務處：負責全校學生事務，置學生事務長

一人，由校長聘請教授兼任之。 

四、總務處：負責全校總務相關事宜，置總務長一人，

由校長聘請教授兼任，或由職員兼任之。 

五、圖書資訊處：負責全校資訊系統及圖書資源相關

事宜，置圖書資訊長一人，由校長聘請教授兼任

之。置副圖書資訊長一人，由校長聘請副教授以

上之教學或研究人員兼任，或由職員兼任之。 

六、國際事務處：負責國際研究教學合作與學生交流

事宜，置國際長一人，由校長聘請教授兼任之。 

七、產學營運處：負責產學合作及研發成果管理相關

事宜，置產學長一人，由校長聘請教授兼任，或

由職員兼任之。 

八、秘書室：負責秘書事務、法規事務、校務研究暨

企劃、校友暨公共事務、新事業發展相關事宜，

置主任秘書一人，由校長聘請教授兼任，或由職

員兼任之。 

九、人事室：負責人事事務，置主任一人，由校長依

有關法令聘(派)任。 

十、會計室：負責歲計、會計及財務規劃事務，置會

計主任一人，由校長依有關法令聘(派)任。 

十一、環保暨安全衛生室：負責環境保護、安全衛生、

生物安全及輻射防護相關事務，置主任一人，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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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長聘請教授或研究人員兼任，或由職員兼任之。 

十二、稽核室：負責擬定及實施全校稽核業務及推動

內部控制制度相關事宜。置主任一人，由校長聘

請教授兼任，或由職員兼任之。 

十三、高醫校史暨南臺灣醫療史料館：負責醫療史料

館與校史館管理，協助教學、規劃展務、保存文

物和宣傳推廣事宜，置館長一人，由校長聘請副

教授以上教師兼任，或由職員兼任之。 

前項行政單位主管由教師兼任者，任期以不超過三年

為原則，期滿之連任由校長決定之。 

行政單位得分組或中心辦事，依本校行政單位組織運

作要點編制各置組長或主任一人，由校長聘請助理教

授以上之教學或研究人員，職員兼任之。行政單位組

織見本規程附表「高雄醫學大學行政單位組織系統

表」。 

本校行政單位組織運作要點另訂定之，經行政會議通

過，提送校務會議核備後實施。 

第十二條 本校各單位得依大學法及其施行細則之規定置教職員

若干人。分級編制並明訂於員額編制表，經校務會議

及董事會議通過，報教育部核定後實施。 

本校各級教職員工均由校長聘（派）任。 

本校各單位得依大學法及其施行細則之規定置教職員

若干人。分級編制並明訂於員額編制表，經校務會議

通過，報教育部核定後實施。 

本校各級教職員工均由校長聘（派）任。 

104年 12月 28日

第 17 屆第 26 次

董事會議修正。 

第十三條 

 

照現行條文 本組織規程第六至十一條等條文中各主管於任用期

間，如有違國家法令或本校相關法令，經查證屬實者，

得於聘期屆滿前撤換之。 

 

第十四條 照現行條文 本校設立附設中和紀念醫院及受公私立機構委託經營

之醫療相關事業。 

依私立學校法第五十條規定得設立附屬機構及辦理相

關事業，應經校務會議及董事會議通過，報教育部核

准後辦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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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照現行條文 會議及委員會  

第十五條 照現行條文 本校設校務會議，議決校務重大事項。 

校務會議由校長、副校長、研發長、教務長、學生事

務長、總務長、圖書資訊長、國際長、產學長、各學

院院長、通識教育中心中心主任、主任秘書、人事室

主任、會計室主任、稽核室主任、環保暨安全衛生室

主任、高醫校史暨南臺灣醫療史料館館長、教師代表、

研究人員代表、職員代表、學生代表及附設中和紀念

醫院院長、附設中和紀念醫院負責教學及研究之副院

長各一人、相關事業院長等組成之。 

前項教師代表應經選舉產生，其人數不得少於全體會

議人員之二分之一，教師代表中具備教授或副教授資

格者，以不少於教師代表人數之三分之二為原則，學

生代表比例不得少於會議成員總額十分之一。研究人

員推選代表一人，職員代表(含技術人員)推選二人。 

校長得指定其他單位主管或相關人員列席會議。 

校務會議由校長召集並主持之，每學期至少召開一

次，校長因故不能主持會議時，由職務代理人代理之。 

校務會議經應出席人員五分之一以上之請求，得召開

臨時校務會議，校長應於受請求之日起十五日內召開

之。 

校務會議必要時，得設各種委員會或專案小組，處理

校務會議交議事項。 

 

第十六條 照現行條文 校務會議審議下列事項： 

一、校務發展計畫及預算。 

二、組織規程及各種重要章則。 

三、學院、學系、研究所、學位學程、附屬機構及相

關事業之設立、變更、合併及停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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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教務、學生事務、總務、研究及其他校內重要事

項。 

五、有關教學評鑑辦法之研議。 

六、校務會議所設委員會或專案小組決議事項。 

七、會議提案及校長提議事項。 

八、其他有關校務之重要事項。 

九、按法令規定須由校務會議審議事項。 

第十七條 照現行條文 本校設行政會議，由校長、副校長、附設中和紀念醫

院院長、研發長、教務長、學生事務長、總務長、圖

書資訊長、國際長、產學長、附設中和紀念醫院負責

教學及研究之副院長各一人、相關事業院長、各學院

院長、通識教育中心中心主任、主任秘書、人事室主

任、會計室主任、稽核室主任、環保暨安全衛生室主

任、高醫校史暨南臺灣醫療史料館館長、非行政職教

師二人共同組成之。必要時，得請相關單位人員或學

生代表列席會議。討論本校重要行政事項。 

 

第十八條 本校設下列各項委員會及會議協助處理校務： 

一、校務發展委員會：由校長、副校長、附設中和紀

念醫院院長、研發長、教務長、學生事務長、總

務長、圖書資訊長、國際長、產學長、主任秘書、

附設中和紀念醫院副院長、受公私立機構委託經

營之醫療事業院長及各學院院長等組成之。以校

長為主席，負責研議學院、學系、研究所、學位

學程、附屬機構與相關事業之設立、調整及校長

交議之重要校務事項。必要時得請校內外相關專

業人士擔任本會委員或出席會議。 

二、學術研究委員會：由研發長、副教授以上教師代

表及校外公正人士等若干人組成之 (由校長遴

聘)。以研發長為主席，負責重大學術研究發展計

本校設下列各項委員會及會議協助處理校務： 

一、校務發展委員會：由校長、副校長、附設中和紀

念醫院院長、研發長、教務長、學生事務長、總

務長、圖書資訊長、國際長、產學長、附設中和

紀念醫院副院長、受公私立機構委託經營之醫療

事業院長及各學院院長等組成之。以校長為主

席，負責研議校務發展計劃、學系、研究所、研

究中心、附設機構之設立、變更、合併、停辦及

校長交議之重要校務事項。必要時得請校內外相

關專業人士擔任本會委員或出席會議。 

二、學術研究委員會：由研發長、副教授以上教師代

表及校外公正人士等若干人組成之 (由校長遴

聘)。以研發長為主席，負責重大學術研究發展計

1.修訂校務發展

委員會任務。 

2.增訂通識教育

中心中心會議

及所屬各中心

會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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畫或整合型獎補助研究計畫等學術相關事宜之評

估及審議。 

三、教學品質促進委員會：由副校長、教務長、各學

院院長、通識教育中心中心主任、各系(所)主管、

軍訓室主任、教師代表三人(由校長就教師中擇

聘)、學生代表三人等組成之。以副校長為主席，

負責研議相關課程與教學評鑑之辦法。 

四、教務會議：由教務長、圖書資訊長、各學院院長、

通識教育中心中心主任、各系(所)主管、附設中和

紀念醫院有關單位主管、學生事務處代表一人、

學生代表二人等組成之。以教務長為主席，負責

研議教務相關重要事項。 

五、學務會議：由副校長一人、學生事務長、教務長、

總務長、學生事務處代表二人、各學院院長、各

學院教師代表、學生代表五人(代聯會代表、學生

社團代表、學生會代表、學生議會代表、研究所

班代表各一人)等組成之，以副校長為主席，負責

研議學生事務相關重要事項。 

六、性別平等教育委員會：由校長、副校長(一人)、主

任秘書、教務長、學務長、總務長、通識教育中

心中心主任、人事主任及其他具性別平等意識之

教師代表、職工代表、家長代表、學生代表或性

別平等教育相關領域之專家學者等組成之，其中

女性委員應占委員總數二分之一以上，以校長為

主任委員，負責研議校園性別平等相關重要事項。 

七、通識教育指導委員會：由校長、副校長（一人）、

教務長、各學院院長、通識教育中心中心主任、

校外相關領域學者專家三人等組成之。以校長為

主席，通識教育中心中心主任為總幹事，負責研

畫或整合型獎補助研究計畫等學術相關事宜之評

估及審議。 

三、教學品質促進委員會：由副校長、教務長、各學

院院長、通識教育中心中心主任、各系(所)主管、

軍訓室主任、教師代表三人(由校長就教師中擇

聘)、學生代表三人等組成之。以副校長為主席，

負責研議相關課程與教學評鑑之辦法。 

四、教務會議：由教務長、圖書資訊長、各學院院長、

通識教育中心中心主任、各系(所)主管、附設中和

紀念醫院有關單位主管、學生事務處代表一人、

學生代表二人等組成之。以教務長為主席，負責

研議教務相關重要事項。 

五、學務會議：由副校長一人、學生事務長、教務長、

總務長、學生事務處代表二人、各學院院長、各

學院教師代表、學生代表五人(代聯會代表、學生

社團代表、學生會代表、學生議會代表、研究所

班代表各一人)等組成之，以副校長為主席，負責

研議學生事務相關重要事項。 

六、性別平等教育委員會：由校長、副校長(一人)、主

任秘書、教務長、學務長、總務長、通識教育中

心中心主任、人事主任及其他具性別平等意識之

教師代表、職工代表、家長代表、學生代表或性

別平等教育相關領域之專家學者等組成之，其中

女性委員應占委員總數二分之一以上，以校長為

主任委員，負責研議校園性別平等相關重要事項。 

七、通識教育指導委員會：由校長、副校長（一人）、

教務長、各學院院長、通識教育中心中心主任、

校外相關領域學者專家三人等組成之。以校長為

主席，通識教育中心中心主任為總幹事，負責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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議全校通識教育相關重要事項。 

八、院務會議：研議該學院教學、研究及其他重要事

項。會議之組成、審議事項與議事規則，於各學

院設置辦法訂定之。 

九、通識教育中心中心會議及所屬各中心會議：研議

通識教育中心及所屬各中心教學、研究及其他重

要事項。會議之組成、審議事項與議事規則，於

通識教育中心設置辦法訂定之。 

十、系務會議、所務會議：研議該系、所教學、研究

及其他重要事項。會議之組成、審議事項與議事

規則，於各學院設置辦法訂定之。 

十一、本校或各單位因業務需要，得設置其他委員會

或會議。 

前項各委員會或會議設立、組織及運作方式等辦法，

另訂定之。 

議全校通識教育相關重要事項。 

八、院務會議：研議該學院教學、研究及其他重要事

項。會議之組成、審議事項與議事規則，於各學

院設置辦法訂定之。 

九、系務會議、所務會議：研議該系、所教學、研究

及其他重要事項。會議之組成、審議事項與議事

規則，於各學院設置辦法訂定之。 

十、本校或各單位因業務需要，得設置其他委員會或

會議。 

前項各委員會或會議設立、組織及運作方式等辦法，

另訂定之。 

第十九條 照現行條文 本校為培養學生之民主精神，輔導學生成立由全校學

生選舉產生之學生會及其他相關自治組織。 

本校應依學生會之請求代收會費。 

 

第二十條 照現行條文 本校為保障學生權益，設學生申訴評議委員會，負責

受理並評議學生、學生會及其他相關學生自治組織不

服本校懲處、其他措施或決議之申訴案件。 

前項委員會之設置、組成及運作方式等另訂定之，經

校務會議通過並報教育部核定後實施。其任一性別委

員應占委員總數三分之一以上。 

 

第二十一條 照現行條文 本校設三級教師評審委員會，審議有關教師之聘任、

升等、停聘、解聘、不續聘、資遣原因認定及其他依

法令應審議之事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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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項委員會之設置、組成及運作方式等另訂定之，並

經校務會議通過後實施。校級教師評審委員會其任一

性別委員應占委員總數三分之一以上。 

第二十二條 照現行條文 本校設教師申訴評議委員會，受理並評議教師對本校

有關其個人之措施，認為違法或不當，致損害其權益

之申訴案件。 

前項委員會之設置、組成及運作方式等另訂定之，經

校務會議通過後實施。其任一性別委員應占委員總數

三分之一以上。 

 

第二十三條 照現行條文 本校為保障職員工權益，訂定職員工申訴辦法，並設

置職員工申訴評議會，負責受理並評議職員工申訴案

件。 

前項委員會之設置、組成及運作方式等另訂定之，並

經校務會議通過後實施。其任一性別委員應占委員總

數三分之一以上。 

 

第四章 照現行條文 教師之聘任、評鑑  

第二十四條 照現行條文 本校教師分教授、副教授、助理教授、講師，從事授

課、研究及輔導。本校專任教師除研究、輔導及服務

外，其基本授課時數另訂定之。 

本校教師之聘任分為初聘、續聘及長期聘任三種，其

聘任辦法另訂定之，並經校務會議通過後實施。 

本校為教學及研究工作得置助教協助之，並得視教學

需要延聘相關專業技術人員擔任教學工作，並依「大

學聘任專業技術人員擔任教學辦法」辦理。 

 

第二十五條 本校得設講座，由教授主持，其設置辦法另訂定之，

並經校務會議及董事會議通過後實施。 

本校得設講座，由教授主持，其設置辦法另訂定之，

並經校務會議通過後實施。 

104年 12月 28日

第 17 屆第 26 次

董事會議修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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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十六條 本校為提昇教學與研究水準，得聘特聘教授、名譽教

授，其聘任辦法另訂定之，並經校務會議及董事會議

通過後實施。 

本校為提昇教學與研究水準，得聘名譽教授，其聘任

辦法另訂定之，並經校務會議通過後實施。 

1.增訂特聘教授

法源依據。 

2. 104 年 12 月 28

日第 17 屆第 26

次董事會議修

正。 

第二十七條 照現行條文 本校為研究發展之需要得置研究人員，研究人員分為

研究員、副研究員、助理研究員、研究助理，其聘任

辦法另訂定之，並經校務會議通過後實施。 

 

第二十八條 照現行條文 本校教師之教學、研究、輔導及服務成效應接受評鑑，

以做為教師升等、續聘、長期聘任、停聘、不續聘及

獎勵之重要參考依據。 

前項評鑑辦法另訂定之，並經校務會議通過後實施。 

 

第五章 照現行條文 附則  

第二十九條 照現行條文 本組織規程經校務會議及董事會會議審議通過，報教

育部核定後實施，修正時亦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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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雄醫學大學組織規程 

高雄醫學大學各學院、學系、研究所、學位學程設置表(修正草案) 

學院 修正設置（學院/學系/研究所/學位學程） 現行設置（學院/學系/研究所/學位學程） 

醫學院 醫學系（學士班，101 學年度前入學者為

七年制；102 學年度起入學者為六年制） 

 

 

 

學士後醫學系（學士班，103 學年度前入

學者為五年制；104 學年度起入學者為四

年制） 

運動醫學系（學士班、碩士班、碩士在職

專班） 

呼吸治療學系（學士班）（二年制在職專班

-100 學年度起停招） 

腎臟照護學系（二年制在職專班） 

醫學研究所（碩士班、博士班） 

臨床醫學研究所（碩士班、博士班） 

轉譯醫學博士學位學程 

環境職業醫學博士學位學程 

熱帶醫學碩士學位學程(105 學年度新增) 

醫學系 

1.學士班（101 學年度前入學者為七年制；

102 學年度起入學者為六年制） 

2.碩士班（生物化學科、藥理學科、生理

學科、神經學科、基因體醫學科） 

學士後醫學系（103 學年度前入學者為五

年制；104 學年度起入學者為四年制） 

 

運動醫學系（學士班、碩士班、碩士在職

專班） 

呼吸治療學系（學士班）（二年制在職專

班-100 學年度起停招） 

腎臟照護學系（二年制在職專班） 

醫學研究所（碩士班、博士班） 

臨床醫學研究所（碩士班、博士班） 

轉譯醫學博士學位學程 

環境職業醫學博士學位學程 

口腔醫學院 牙醫學系（學士班、碩士班、博士班）（碩

士在職專班-101 學年度起停招，105 學年

度起復招） 

口腔衛生學系（學士班、碩士班、碩士在

職專班）(二年制在職專班-104 學年度起停

招) 

牙醫學系（學士班、碩士班、博士班）（碩

士在職專班-101 學年度起停招） 

 

口腔衛生學系（學士班、碩士班、碩士在

職專班）(二年制在職專班-104 學年度起停

招) 

藥學院 藥學系（學士班、碩士班、臨床藥學碩士

班、碩士在職專班、博士班） 

香粧品學系（學士班、碩士班） 

天然藥物研究所（碩士班、博士班） 

毒理學博士學位學程 

藥學系（學士班、碩士班、臨床藥學碩士

班、碩士在職專班、博士班） 

香粧品學系（學士班、碩士班） 

天然藥物研究所（碩士班、博士班） 

毒理學博士學位學程 

護理學院 護理學系（學士班、碩士班、博士班） 

高齡長期照護碩士學位學程 

護理學系（學士班、碩士班、博士班） 

高齡長期照護碩士學位學程 

健康科學院 公共衛生學系（學士班、公共衛生學碩士

班、職業安全衛生碩士班、環境暨職業安

全衛生博士班） 

醫學檢驗生物技術學系（學士班、碩士班、

博士班）(甘比亞生物醫學學士專班-105

學年度起裁撤) 

醫學影像暨放射科學系（學士班、碩士班、

碩士在職專班） 

物理治療學系（學士班、碩士班） 

職能治療學系（學士班、碩士班、碩士在

職專班） 

醫務管理暨醫療資訊學系（學士班、碩士

班、碩士在職專班） 

學士後醫學檢驗數據整合判讀學士學位學

公共衛生學系（學士班、公共衛生學碩士

班、職業安全衛生碩士班、環境暨職業安

全衛生博士班） 

醫學檢驗生物技術學系（學士班、甘比亞

生物醫學學士專班、碩士班、博士班） 

醫學影像暨放射科學系（學士班、碩士

班、碩士在職專班） 

物理治療學系（學士班、碩士班） 

職能治療學系（學士班、碩士班、碩士在

職專班） 

醫務管理暨醫療資訊學系（學士班、碩士

班、碩士在職專班） 

學士後醫學檢驗數據整合判讀學士學位

學程 

附表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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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學院 修正設置（學院/學系/研究所/學位學程） 現行設置（學院/學系/研究所/學位學程） 

程 

生命科學院 醫藥暨應用化學系（學士班、碩士班、博

士班）（碩士在職專班-101 學年度起停招） 

生物醫學暨環境生物學系（學士班、碩士

班） 

生物科技學系（學士班、碩士班） 

生技醫藥產業研發碩士學位學程 

醫藥暨應用化學系（學士班、碩士班、博

士班）（碩士在職專班-101 學年度起停招） 

生物醫學暨環境生物學系（學士班、碩士

班） 

生物科技學系（學士班、碩士班） 

生技醫藥產業研發碩士學位學程 

人文社會科

學院 

性別研究所（碩士班） 

醫學社會學與社會工作學系（學士班、碩

士班） 

心理學系（學士班、碩士班） 

 

 

 

 

華語文中心 

性別研究所（碩士班） 

醫學社會學與社會工作學系（學士班、碩

士班） 

心理學系（學士班、碩士班） 

體育教學中心 

語言與文化中心 

人文與藝術教育中心 

基礎科學教育中心 

華語文中心 



 

1 

高雄醫學大學行政單位組織系統表 

 

 

  

 

 

 

 

 

稽核室 

高

雄

醫

學

大

學

行

政

單

位 

教務處 

 

分設招生、註冊課務、教務企劃、教學資源四組、教師發展暨學能提

升中心及推廣教育中心二中心 

學生事務處 
分設生活輔導、課外活動、衛生保健、心理及諮商輔導及職涯發展五

組及軍訓室 

國際事務處 分設企劃發展、學生交流及學術合作三組 

秘書室 
分設行政事務、法規事務、校務研究暨企劃、校友暨公共事務、新事

業發展五組 

人事室 分設人力發展及福利考核二組 

環保暨安全

衛生室 
分設安全衛生、生物安全、輻射防護與環境管理三組 

會計室 分設歲計、會計及財務規劃三組 

分設研究典藏及展示推廣二組 
高醫校史暨

南臺灣醫療

史料館 

 

產學營運處 分設產學合作及智財保護與科技管理二組及創新育成中心 

研究發展處 
分設學術研究及行政規劃二組、研究總中心、醫學資訊與統計中心、

研究資源整合發展中心及實驗動物中心四中心 

總務處 分設事務、採購、出納、保管及營繕五組 

圖書資訊處 分設資訊系統、網路技術、採編典藏、讀者服務及數位資源五組 

教育部 104.08.14 臺教高(一)

字第 1040101308 號函核定並

自 104 年 8 月 1 日起生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