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長庚大學生物醫學系新生暨家長座談會邀請函 

 

親愛的家長:                                                 

    首先恭喜 貴子弟將進入長庚大學醫學院-生物醫學系就讀。 

    長庚大學是全球排名前 500 大的大學，根據上海軟科教育信息諮詢公司公布

「2021 世界一流學科排名」，長庚大學囊括 3 項全國私校第一。「遠見雜誌」

公佈 2020「台灣最佳大學排行榜」，本校「學術成就」為私校第一，表現卓越；

「財務體質」則僅次於台灣大學，「專任教師平均英文論文數」僅次於陽明大

學，兩項皆名列全國第二。長庚大學布局與深耕頂尖特色研究中心，實現創新

教學，同時帶動產學合作與跨域研究，辦學成果屢獲各項排名的肯定，學校將

秉持初衷，朝具國際特色的一流大學之願景邁進，提供貴子弟一個優質的學習

環境。 

    生物醫學系成立於民國 92 年，隸屬於醫學院，原名為生命科學系，宗旨為培

育生物醫學領域的高級人才。97 學年度，因應頂尖大學須投入培育更多大學生

的使命而增班，並於同年通過教育部高等教育評鑑中心評鑑，獲得極為正面評

語。本系自 99 學年起更名為生物醫學系，以更明確化成立宗旨，且與國內多數

生命科學系有特色上的區隔。目前本系專任師資 21 位，都具生醫領域專長，系

除有二位外籍專任教師，還有臨床醫師為專任師資，也有短期外國客座教授，

是本系的特色，此外研究設備與課程更是許多國立大學相關科系羨慕的特色。

本系畢業生以繼續升學為主，過去五年畢業生攻讀研究所者約佔 70-80%，因認

同本校教學品質，而繼續留在本校攻讀研究所者，約佔 40%，學生的肯定就是

優質學習環境的保證。 

    為了使新生能盡快適應新的學習環境，並使新生與家長了解系上的教學方向、

學程安排、國際及國內名校交流機會、與業界實習規劃，本系將在九月十二日

(星期日)(入住當日)上午 10:30 於本校管理大樓 B0101、B0102、B0107、B0108

教室舉辦「生醫系新生家長座談會」，竭誠歡迎家長們撥冗與貴子弟踴躍參加。

因考慮各項防疫規定，採取班級「分流」方式辦理，每位同學限一位家長陪同

參加，本系會依照報名回覆人數分配教室，並於活動前一天公告本系網頁，如

活動因應防疫措施有所改變，亦將公布在本系網頁(https://ls.cgu.edu.tw/)。 

  配合本校防疫規定當天新生及家長進入校區大樓前請遵循本校防疫措施量測

體溫，並填寫「長庚大學防疫期間因應嚴重特殊傳染性肺炎健康聲明」，為避

免當天聚集，隨信附上健康聲明表單，請於活動前填妥並當日持表單進入大樓

(每位入校者皆須填寫一張)。 

    因上午各系新生入住的人數眾多，電梯停等耗時，若時間允許，請於早上直

接參與「新生家長座談會」活動結束後即可前往宿舍辦理入住事宜，生醫系以

最真誠與最大的熱情歡迎各位。 

                                       長庚大學生物醫學系 敬邀 

                                                            系主任  



      

2021 年長庚大學生物醫學系新生家長座談會行程 

 

110 年 9 月 12 日(星期日) 

時間 活動內容 主持/主講人 地點 

10:15-10:30 報到  

管理大樓 B0101、

B0102、B0107、

B0108教室 

10:30-10:40 長官致辭(線上視訊) 院長致詞 

10:40-11:15 生醫系簡介(線上視訊) 譚賢明系主任 

11:15-11:45 系學會介紹 系學會 

11:45-12:00 導師時間 導師 

12:00 ~ 
發放餐盒、前往宿舍辦理

入住事宜 
系學會 明德樓宿舍 

 

大一甲班導師：蔡佩倩老師、葛明軒老師 

大一乙班導師：梅雅俊老師、楊淑元老師。 

系輔導老師：賴銘志老師、皮海薇老師。 

 

 

網路報名回條：  

https://forms.gle/Q8KNnnCN11UrwJdm7 

 
 

請於 9/7（二）前完成網路回條報名事宜。 

 

 

如有任何疑問，可諮詢以下聯絡人： 

系學會會長   黃謙 聯絡電話：0908-941-122 

系學會副會長 張芷瑄 聯絡電話：0902-387-507 

生物醫學系   系辦公室：(03)211-8800 轉 3491、3293 

請於上班時間聯絡，本校上班時間： 

周一至週五上午 8：30~12：30 及下午 1：00~5：00 

Fax：03-2118700  E-mail：Ls1800@mail.cgu.edu.tw 

  

https://forms.gle/Q8KNnnCN11UrwJdm7


生物醫學系系學會 敬邀 

親愛的新生家長們： 

歡迎貴子弟進入長庚生醫系就讀，系學會在此熱切歡迎新生加入用理想與夢想

交織而成的系。企盼學弟妹能把握在生醫系的四年實現自己的夢想。歡迎新生

加入新生社團或關注我們的粉絲專頁以掌握最新訊息及更深入認識生醫系。 

 

Facebook 新生團: https://www.facebook.com/groups/208589801210714/ 

  
長庚生醫系系學會: https://www.facebook.com/bssacgu/ 

 
 

Line 新生資訊群組:  

  
                                           

IG 系學會: https://instagram.com/cgubssa_113?r=nametag 

 
 

 

 

根據長庚大學生物醫學系系學會組織章程第二章第六條及第八條之規定，生醫

系學生可加入系學會，並繳交會費 2,000 元，可在家長說明會時先行繳交，謝

謝配合。 

https://www.facebook.com/groups/208589801210714/
https://www.facebook.com/bssacgu/
https://instagram.com/cgubssa_113?r=nametag


 

 

 

 

長庚大學交通資訊 
 

校址：33302 桃園市龜山區文化一路 259 號 

 

汎航通運： 

請利用各路線到達林口長庚醫院，相關路線之搭車細節請上網查詢，網址 

http://www1.cgmh.org.tw/frms/frms1.htm 。請於林口長庚醫院病理大樓正門一樓

改搭汎航通運「林口長庚醫院長庚大學」之免費校車至長庚大學。 

自行開車： 

● 經中山高速公路：請參閱所附之詳細路線圖及說明。 

● 經二省道：由五股、新莊、樹林、桃園等鄰近地區至本校者，可利用二省

道(新莊市中山路)轉青山路，爬坡到頂之後再左轉文化一路， 進入國立體

育學院園區過人工湖左轉 50 公尺左側上坡即可到達本校。請參閱所附之詳

細路線圖及說明。 

● 經桃園縣萬壽路：由桃園市等地至本校者，可由萬壽路轉入振興路，再接

至國立體育學院園區後即可到達本校。請參閱所附之詳細路線圖及說明。 

鐵路、公路局/遊覽車： 

● 鐵路：搭乘鐵路者，可於桃園火車站，再改搭汎航通運至林口長庚醫院，

請於下車處改搭汎航通運「林口長庚-學校」之交通車至長庚大學，詳情請

參閱前述「汎航通運」。 

● 公路局/遊覽車：搭乘公路局/遊覽車者，可直接於林口長庚醫院下車，步行

至院內病理大樓正門一樓，改搭汎航通運「林口長庚醫院長庚大學」之免

費校車至長庚大學，詳情請參閱前述「汎航通運」 。 

捷運： 

可從台北車站轉桃園機場線捷運至長庚醫院站，下車步行到林口長庚醫院

病理大樓正門一樓，改搭汎航通運「林口長庚醫院長庚大學」之免費校車

至長庚大學。或至捷運體大站下車步行至長庚大學。 



 
經中山高速公路往長庚大學路線說明： 

1.南下者請利用林口/龜山交流道下(42 公里出口) ，左轉文化一路(龜 

山方向)。 

2.北上者請利用文化北路交流道(43 公里出口)下高速公路，直行至 

文化一路右轉  (或由林口/龜山交流道下，再右轉文化一路亦可)。 

3.經由文化一路，直行約四公里，途中將路過長庚醫院、台塑加油 

站、青山路口(往新莊、丹鳳，限制高度 2.2 公尺)等路標。 

4.經過青山路口後繼續直行約 300 公尺後，直行進入體育學院大門。 

(原行駛之公路則向右方轉彎下坡往桃園市、龜山方向)。 

5.進入體育學院約 200 公尺後，遇到丁字路口左轉(正前方為志清湖) 

6.沿路前進 50 公尺後，左轉進入長庚大學校門。 

 



長庚大學防疫期間因應嚴重特殊傳染性肺炎健康聲明 110.05.14 制                                                          

姓名(正楷簽名) 
身分證字號/居留證號碼 

(非必填) 
連絡電話 

   

入校

事由 

□授課  □送貨 

□開會  ■其他 

受訪人姓名 受訪人單位 

長庚大學生物醫學系 

(新生家長座談會) 
長庚大學生物醫學系 

長庚大學防疫期間進入校園健康聲明事項：                       體溫量測：_____________℃ 

1. 最近 30 天內，您是否因嚴重特殊傳

染性肺炎，被衛生主管機構列為防疫

管制追蹤對象？ 

□否 □是 

□居家隔離 □居家檢疫 □自主健康管理， 期間： 

2. 最近 30 天內，您是否曾接觸被衛生

主管機構列為防疫管制追蹤對象？ 

□否 □是       *近期確診個案活動史參考：  

3. 您是否曾到過中央指揮中心近期公告

之足跡及相關場所？ 

□否 □是 

 

4. 您是否有發燒疑似感染症狀？ □否 □是 

□發燒 □腹瀉 □嗅味覺異常 □上呼吸道症狀 

填表日期：          年       月        日 

*蒐集之個人資料將遵照 COVID-19(武漢肺炎)實聯制措施指引保留 28 日，屆期即會主動將個人資料予以刪除或銷毀。 

 
 

長庚大學防疫期間因應嚴重特殊傳染性肺炎健康聲明 110.05.14制                                                          

姓名(正楷簽名) 
身分證字號/居留證號碼 

(非必填) 
連絡電話 

   

入校

事由 

□授課  □送貨 

□開會  ■其他 

受訪人姓名 受訪人單位 

長庚大學生物醫學系 

(新生家長座談會) 
長庚大學生物醫學系 

長庚大學防疫期間進入校園健康聲明事項：                       體溫量測：_____________℃ 

5. 最近 30 天內，您是否因嚴重特殊傳

染性肺炎，被衛生主管機構列為防疫

管制追蹤對象？ 

□否 □是 

□居家隔離 □居家檢疫 □自主健康管理， 期間： 

6. 最近 30 天內，您是否曾接觸被衛生

主管機構列為防疫管制追蹤對象？ 

□否 □是       *近期確診個案活動史參考：  

7. 您是否曾到過中央指揮中心近期公告

之足跡及相關場所？ 

□否 □是 

 

8. 您是否有發燒疑似感染症狀？ □否 □是 

□發燒 □腹瀉 □嗅味覺異常 □上呼吸道症狀 

填表日期：          年       月        日 

*蒐集之個人資料將遵照 COVID-19(武漢肺炎)實聯制措施指引保留 28 日，屆期即會主動將個人資料予以刪除或銷毀。 

(大樓入口專用) 

(大樓入口專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