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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  所  簡  介 

醫學科技學院(since 2011) 

為本校的長遠發展，將本校以醫學院為主體的學院結構進行重整，以偏重醫療應用領域

之系所為主體，於 99 學年度新設「醫學科技學院」本院以轉譯醫學之教學與研究為主軸，

發展國際跨領域研究，建立學院特色領域，期能在應用科技與企業結合發展醫療產業；此

外，未來將可結合資訊、醫療器材及醫工相關產業，引進外部資源並增加學生就業機會。 

本學院以設立於 1965 年並有千名傑出校友之「醫學檢驗暨生物技術學系」及亞洲第一

所設立之「醫學資訊研究所」為基礎，2010 年分別與「國家衛生研究院」及「中央研究院」

合辦「神經再生醫學」及「癌症生物與藥物研發」等博士班學程， 並通過「轉譯醫學博士班

學程」，在教學、研究及臨床應用，以上述為主軸，整合成具有特色之學院。 

北醫大的腦外傷研究向居領先地位，加上國家衛生研究院在幹細胞於中樞及周邊神經系

統損傷的研究，合辦神經再生醫學博士學位學程，可以為神經再生醫學提供良好的生醫材料

及更多的助力。 

本校投入癌症治療研究多年，在中草藥、新藥合成、新藥開發和機轉研究上展現全方位

的基礎研究能量，三家附屬醫院也都設置癌症研究中心，分別致力於各項癌症的轉譯研究。

本學院與國內最高學術研究機構「 中央研究院」及「國家衛生研究院」合作，並積極開設全

英語課程及學程，除了大量招收國際學生外，也是國內少數與美國之大學有研究所雙聯學位

之學院。 

 

醫學檢驗暨生物技術學系(since 1965) 

1965 創辦醫事技術專科 

1975 改制為大學學制 

1976 附設醫院正式營運 

1996 成立夜間部二技在職進修班 

1997 成立生物醫學技術研究所碩士班; 萬芳醫院正式營運 

1998 成立生物醫學技術研究所碩士在職專班 

2006 原夜間部在職進修班轉型；改名為醫學檢驗暨生物技術學系; 研究所整併為醫學科 

學研究所醫技組 

2008 雙和醫院正式營運 

2010 研究所回歸本系(系所合一)；本系改隸於醫學科技學院 

2014 通過成立『醫學生物科技博士學位學程』，104 學年起開始招生。 

本系校友人數 

學      制 學年度 人數 學      制 學年度 人數 

醫技專科 58~69 學年 412 二技在職進修班 87~96 學年 442 

醫技系學士班 67~107 學年 2287 碩士在職專班 91~107 學年 123 

碩士班 88~107 學年 190  總   計 34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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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行事曆 

請仔細詳讀「臺北醫學大學一一○學年度大學部新生入學註冊須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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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本系宗旨、特色、教育目標與核心能力 

宗旨 

(一) 培育醫學檢驗與生物技術之專業人才 

(二) 『以醫學檢驗為本，生物技術為用之轉譯型系所』 

特色 

著重培育具實驗醫學(medical laboratory sciences)專業技能的人才為主，以醫學檢驗為

核心，向外發展多元專長，如醫學研究、生技產業、司法鑑識、生物資訊、醫學工程及

科技法律等。 

教育目標 

(一) 培養能整合理論與實務之進階檢驗人才 

(二) 培養能研發與創新之生技產業人才 

(三) 培養能獨立解決問題之醫學研究人才 

核心能力 

(一) 具備高階臨床檢驗知識 

(二) 具備進階生技產業知識 

(三) 具備進階生物醫學知識 

(四) 具備實驗設計與執行能力 

(五) 具備邏輯分析與論文撰寫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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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師資陣容 

姓名 職稱 最高學歷 研究專長 聯絡方式 

高淑慧 
教授兼

系主任 

陽明大學 

生化學博士 

臨床生理學、醫學遺傳學、生殖

科技導論 

kaosh@tmu.edu.tw 

分機 3317 

何元順 教授 
臺大醫學院 

生化學博士 

癌細胞生物學、抗癌藥物研發、

轉譯醫學 

hoyuansn@tmu.edu.tw 

分機 3327 

梁有志 教授 
臺大醫學院 

生化學博士 
論文寫作與研究倫理、毒物化學 

ycliang@tmu.edu.tw 

分機 3318 

楊沂淵 教授 
美國猶他州立大學病

毒學博士 
微生物學、臨床病毒學 

yangyuan@tmu.edu.tw 

分機 3325 

林景堉 教授 
臺大 

農化所生化博士 

生技產品之研發、專利地圖分析

創新產品研發 

cylin@tmu.edu.tw 

分機 3326 

林榮俊 教授 
臺大醫學院 

分子醫學研究所博士 
醫技研究特論 

lin2511@tmu.edu.tw 

分機 3330 

廖宜真 教授 
陽明大學公共衛生學研究所

-分子醫學學程博士 

肝癌，代謝症候群，小鼠肝臟疾

病模式，分子流行病學 

yjliao@tmu.edu.tw 

分機 3333 

林詠峯 副教授 
美國偉恩州立大學博

士 
細胞生物學、分子診斷學 

chlee@tmu.edu.tw 

分機 3321 

劉俊仁 副教授 
臺大醫學院 

生化學博士 

分子生物學、藥物開發技術、藥

物劑型、前臨床動物試驗 

jjliu_96@tmu.edu.tw 

分機 3324 

吳雪霞 副教授 
臺大醫學院 

微生物學博士 
微生物學、臨床微生物學 

wuhh@tmu.edu.tw 

分機 3322 

李嘉華 副教授 
臺北醫學大學醫學科

學研究所博士 
臨床鏡檢學 

chlee@tmu.edu.tw 

分機 3331 

劉兆蓮 副教授 
台灣大學病理學研究

所 

臨床血清免疫學、實驗動物學特

論、實驗動物學、細胞生物學 

chaolien@tmu.edu.tw 

分機 3335 

劉佳宜 
助理 

教授 

台灣大學生命科學院

生化科學研究所博士 

分子生物學、蛋白質工程、結構

生物學、藥物設計 

chliu@tmu.edu.tw 

分機 3336 

潘玟伃 
助理 

教授 

國立陽明大學生化暨

分子生物研究所博士

班博士 

癌症免疫學和免疫治療、疫苗開

發、藥物和基因傳遞的生物材

料、組織工程與再生醫學、病毒

基因傳遞 

wenyupan@tmu.edu.tw 

分機 3334 

行政人員 

蔡世琦 系秘書 
vickyt@tmu.edu.tw 

分機 3312 
江昕蓓 教卓助理 

m609107004@tmu.edu.tw 

分機 3313 

李冠緯 技術人員 
b104094044@tmu.edu.tw  

分機 33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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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碩士班及博士學位學程必選修科目表-(110 年度起實施) 

研究所共同必修科目(碩士班、在職專班、博士學位學程) 

科目名稱 
學年 

全/半 
學分 

一年級 二年級 三年級 四年級 
備註 

上 下 上 下 上 下 上 下 

研究倫理 半 0 0 0 0 0     
全校研究所共同畢業

門檻 

醫學科技產程轉譯特

論 
半 2   2      

學院研究所共同整合

課程，全英語課程 

專題討論 半 4 1 1 1 1      

碩士論文(碩) 半 6    6      

博士論文(博) 半 12    12      

學院研究所共同選修科目(碩士班、在職專班、博士學位學程) 

精準基因與蛋白質體

學之醫藥應用 
半 2  2        

機器學習 半 2  2        

學院碩士班共同選修科目(碩士班、在職專班) 

客製化專利地圖分析 半 2 2         

微生物學專論 半 2 2         

基礎生物醫學常識 半 2 2        全英語課程 

基礎程式設計 半 2 2         

抗癌藥物作用學 半 2  2       全英語課程 

實驗室教學實作 半 1  1        

腫瘤分子生物學與微

環境：現今癌症精準

治療的機會與挑戰 

半 3   3      全英語課程 

碩士班必修科目 

醫學檢驗研究專論 半 2 2        全英語課程 

分子細胞生物學 半 4 2 2       上學期全英語課程 

碩士在職專班必修科目 

生物技術與產程設計 半 2 2         

臨床數據判讀 半 2 2         

生物製劑開發 半 2  2        

學院博士班共同必修 

細胞生物與生醫人工

智慧資訊學 
半 2  2        

博士學位學程必修科目 

質譜檢驗分析技術 半 2 2         

分子診斷學 半 2 2        全英語課程 

抗體與蛋白質藥物研

發 
半 2  2        

學院博士學位學程共同選修科目 

實驗設計與研究方法 半 2 2        全英語課程 

疾病研究動物模型 半 2 2        全英語課程 

表觀遺傳學 半 2 2        全英語課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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醫學決策支援 半 2 2        全英語課程 

生物資訊精準醫療 半 2 2        全英語課程 

幹細胞轉譯研究與治

療 
半 2 2        全英語課程 

應用生物統計學 半 2  2       全英語課程 

碩士班：畢業學分 30 學分，包括：(1)必修 18 學分(含碩士論文 6 學分)、(2)選修 12 學分(得認列：校內同級他系所學位學

程學分數：12 學分。 

博士學位學程：畢業學分 30 學分，包括：(1)必修 28 學分(含博士論文 12 學分)、(2)選修 2 學分(得認列：校內同級他系所

學位學程學分數：4 學分。 

注意事項： 

1. 碩士班(含專班)及博士班之每位學生每學期修參加拇山生物醫學研究講座、所內及校內舉

辦之教師專題演講或參加校外研討會等至少 16 小時，畢業該學期至少 8 小時。校外研討

會至多可抵 8 小時。 

2. 每位研究生須於學期末繳交參加演講之統計報告(參加演講之學習護照)至系辦公室統計其

參加演講之次數。未符合標準者，不得申請學位考試。 

3. 碩士一般生及在職生畢業前須參加論文發表學術活動；在職生可參加工作場所、學會、公

會等組織所舉辦之學術活動，主題不限但需出於自己的研究成果；延畢生及春季班入學學

生可不參論文發表學術活動。 

*學生學術發表以六月份校慶活動--師生聯合學術研究發表為主。 

*參加學術發表後請以大會手冊印有之目錄(上面應有姓名、論文名稱等資訊)影本送行政老

師審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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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共同儀器 

一樓(1F) 

儀器名稱 品牌 型號 財產編號 系編號 

MILLI-純水系統 MILLPORE  TMC3032-19 206 

FPLC 快速蛋白質分析儀   3-0-344-2  

二樓(2F) 

儀器名稱 品牌 型號 財產編號 系編號 

R202--第二細胞培養室 Cell Culture Room2 

倒立式顯微鏡 Nikon   227 

照相系統 Nikon   228 

細胞培養箱 Nuaire  TMU 3048-199 229 

細胞培養箱 REVCO  TMU 3048-53 230 

無菌操作台   TMU 3059-104 231 

水浴槽 Yih-Der Water bath TMU-3024-271 221 

R203--第一細胞培養室 Cell culture Room 1 

細胞培養箱 Sanyo MCO-18M 3-0-48-212 222 

細胞培養箱 Napco  TMU-3048/89 223 

細胞培養箱 REVCO ELITE II TMU3048-172&173 224 

冰箱 Daewoo  TMU 3946/80 225 

無菌操作台 雙人  TMU 3059-101 226 

組織裂解器   1-3-0-380-1  

2F 陽台 Balcony 

快速高壓消毒器(實) TOMIN TM-329  217 

快速高壓消毒器(廢) TOMIN TM-329  218 

R205 

活細胞即時觀察影像系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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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樓(3F) 

儀器名稱 品牌 型號 財產編號 系編號 

R302--第二細胞培養室 Cell culture Room 2 

正向式螢光顯微鏡 Nicon  301-392 326 

汞燈箱 (mercury lamp) Nicon HB-10101AF TMU2510-15 327 

雙人用顯微鏡 Olympus   328 

細胞培養箱 REVCO ELITE II  329 

無菌操作台 雙人  TMU 3059-121 330 

無菌操作台 雙人  TMU3059-105 331 

R303--第一細胞培養室 Cell culture Room 1 

細胞培養箱 Sanyo  TMC3048/47 323 

乾燥箱 雙層  TMC3025/128 324 

無菌操作台 雙人  TMU3059/28 325 

R311 

孔盤離心機 KUBOTA 5200 TMU3042/221 301 

高速離心機 SIGMA 2K15 TMU3042/163 302 

Elix/RiOs 純水系統 MILLPORE  TMU3022/56 303 

ELISA plate washer TECAN Columbus Plus TMU3246-17 304 

transilluminator Vilber Lourmat TFX-35M TMU3338/73 305 

分光光度計 矽新 SP-8001  306 

電穿孔儀 BIO-RAD Micro Pulser  307 

冷凝抽濾裝置 EYELA UT-1000 TMU3026-47 308 

桌上型離心機 BIOFUGE  TMU3042/1081 309 

桌上型離心機 HERMLE Z200MH TMU3042-196 3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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儀器名稱 品牌 型號 財產編號 系編號 

Homogenizer POLYTRON PT-3100 TMC3051/35 311 

化學排氣櫃   TMU3950-17 312 

化學排氣儲物櫃   3-9-50-176 313 

化學排氣儲物櫃   3-9-50-176 314 

極低溫-80℃冰箱 Revco Legaci   315 

高速離心機 KUBOTA 1720 TMU3042/200 201 

高速離心機 KUBOTA 7820 TMC3042/104 202 

高速離心機 KUBOTA 5900 TMC3042/171 203 

真空乾抽離心機 SAVANT SPD1010  204 

PCR 系統 Applied Biosystem GeneAmp 2700 TMU3289-23 205 

高速離心機 KUBOTA 7780  207 

烘箱 YIH DER DK-600  320 

膠體成像系統 Vilber Lourmat   318 

流式細胞分析儀 BD bioscience E5597 F1996  319 

迴轉式震盪培養箱 COCONO   316 

烘箱 YIH DER DK-500  219 

R312 

多功能全光譜微盤分析儀 BioTek Synergy HT  211 

一步即時定量 PCR Applied Biosystem  TMU30229-1 212 

倒立螢光顯微鏡 Nikon TE200-U TMU301-877 213 

倒立三眼顯微鏡 SAGE vision IVM-1A  214 

雙光束分光光譜儀 (UV-VIS)比色

計 
 

Nano Drop 

2000 
3-3-28-97 2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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儀器名稱 品牌 型號 財產編號 系編號 

多功能影像分析系統 Image Quant IQ4000   

陽台 Balcony 

快速高壓消毒器 TOMIN TM-329  322 

走道 Path 

製冰機 BREMA ICE MAKER  317 

細胞培養室儀器間 Cell culture preparation room 

小型細胞用離心機 Digisystem 
Table top 

Centrifuge 
 332 

倒立式顯微鏡 Olympus IM TMU2610/21 3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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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相關辦法 

臺北醫學大學醫學檢驗暨生物技術學系碩士班修業規定 
Regulations and Requirements Governing Master Degree Programs of the Department of 

Medical Laboratory Science and Biotechnology, Taipei Medical University 

 
99 年 9 月 21 日系務會議新訂通過 

Newly formulated and approved by the Department Conference on September 21, 2010 

99 年 12 月 7 日院務會議新訂通過 

Newly formulated and approved by the College Affairs Conference on December 7, 2010 

99 年 12 月 10 日教務會議新訂通過 

Newly formulated and approved by the Academic Affairs Conference on December 10, 2010 

100 年 10 月 19 日系務會議修正通過 

Newly amended and approved by the Department Conference on October 19, 2011 

101 年 2 月 29 日院務會議修正通過 

Newly amended and approved by the College Affairs Conference on February 29, 2012 

104 年 3 月 18 日系務會議修正通過 

Amended and approved by the Department Conference on March 18, 2015 

104 年 3 月 27 日院務會議修正通過 

Newly amended and approved by the College Academic Affairs Conference on March 27, 2015 

104 年 4 月 10 日教務會議新訂通過 

Newly formulated and approved by the Academic Affairs Conference on April 10, 2015 

108 年 4 月院務會議修正通過 

Newly amended and approved by the College Affairs Conference in April. 2019 

108 年 5 月 16 日教務會議新訂通過 

Newly formulated and approved by the Academic Affairs Conference on May 16, 2019 

109 年 4 月 29 日院務會議修正通過 

Newly amended and approved by the College Affairs Conference on April 29, 2020 

109 年 5 月 13 日教務會議修訂通過 

Newly amended and approved by the Academic Affairs Conference on May 13, 2020 

109 年 11 月 24 日系務會議修正通過 

Amended and approved by the Department Conference on November 23, 2020 

109 年 11 月 26 日院務會議修正通過 

Newly amended and approved by the College Academic Affairs Conference on November 27, 2020 

109 年 12 月 09 日教務會議新訂通過 

Newly formulated and approved by the Academic Affairs Conference on December 10, 2020 

第一條 修業及休學年限：依本校學則規定辦理。 

Article 1 Length of schooling and suspension: in accordance with the regulations of the school 

第二條 修業學分： 

Article 2 Coursework: 

碩士班及碩士在職專班： 

Master Program and In-Service Master Program: 

一、107 學年度(含)之前入學：須修畢至少 30 學分，包括必修 10 學分(含碩士論文 6

學分及研究論理 0 學分)及選修 20 學分(院內選修至少 16 學分)。 

Enrollment before the 2018 academic year (inclusive): At least 30 credits must be 

completed, including 10 compulsory credits (containing 6 credits for master's thesis, 

and Research ethics 0 credit) and 20 elective credits (at least 16 credits for 



13 

electives in the college). 

二、108 學年度入學：須修畢至少 30 學分，包括必修 12 學分(含碩士論文 6 學分及研

究論理 0 學分)及選修 18 學分(院內選修至少 16 學分)。 

Enrollment in the 2019 academic year: At least 30 credits must be completed, including 

12 compulsory credits (containing 6 credits for master's thesis, and Research ethics 

0 credit) and 18 credits for elective credits (at least 16 credits for elective credits in the 

college). 

三、109 學年度(含)之後入學：須修畢至少 30 學分，包括必修 18 學分(含碩士論文 6

學分及研究論理 0 學分)及選修 12 學分(得認列校內碩士班之課程)。 

Enrollment after the 2020 academic year (inclusive): At least 30 credits must be 

completed, including 18 compulsory credits (including 6 credits for the master's thesis, 

and Research ethics 0 credit) and 12 elective credits (must be recognized as the 

courses of the master's program on campus). 

四、外國學生修讀本校碩、博士班之課程，得認列本系所之選修學分。 

Foreign students who study the courses of the master's and doctoral programs of this 

school can receive elective credits of the department. 

五、每學期至少修習 3 學分，至多不超過 15 學分。 

Take at least 3 credits per semester and no more than 15 credits. 

第三條 論文計畫書審查： 

Article 3 Review of thesis plan: 

一、每位研究生應於第一學期開學後一個月內選定指導老師。 

Each graduate student shall select an advisor within one month after the start of the first 

semester. 

二、碩士班與碩士在職專班研究生修業類型採學術型與實務型雙軌制，由該生指導教

師決定之。 

The study types of master and in-service master programs shall adopt the academic and 

practical dual-track system, which is to be determined by the student's advisor. 

三、碩士班研究生需依規定時程提出個人的論文或技術報告計畫書，經委員會審查通

過。 

Postgraduates of the master's degree program must submit their personal thesis or 

technical report plan according to the prescribed time schedule, which shall be review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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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d approved by the committee.  

相關時程，訂定如下： 

The relevant time schedule is set as follows:  

下學期畢業者：應於每年 10 月 31 日前提交計畫書。 

Those who are to be graduated from the next semester shall submit their plan before 

October 31 of each year.  

上學期畢業者：應於每年 4 月 30 日前提交計畫書。 

Those who graduated last semester shall submit their plans before April 30 竹 each 

year. 

四、審查方式：論文計畫書由指導老師組成三至五人之委員會進行審查；技術報告計

畫書由系所主任組成三至五人之委員會進行審查。審查完畢後，將審查意見表送

交所內備查。審查不通過者需延後提出學位考試。 

Review method: The thesis plan will be reviewed by a committee composed of three to 

five advisors; the technical report plan is to be reviewed by a committee composed of 

three to five persons appointed by the head of the department. After the review is 

completed, the review opinion form shall be sent to the office for reference. Those who 

fail the review shall postpone their application for degree examinations. 

第四條 學位考試： 

Article 4 Degree examination: 

一、申請學位考試前，碩士班學生(在職專班及外國學生除外)需通過本校「研究生英

語認證」。 

Before applying for degree exam, masters students (except in-service education 

program and foreign students) need to pass the "Graduate English Certification". 

二、以技術報告取得學位者，需先完成生醫產業實習課程及繳交技術報告初稿，由系

所主任組成三至五人之委員會進行審查。審查通過後，始得申請學位考試。 

Those who obtain a degree with a technical report must first complete the biomedical 

industry internship course and submit the preliminary draft of the technical report, 

which will be reviewed by a committee composed of three to five persons appointed by 

the head of the department, and the degree exam can only be applied after passing the 

review. 

三、碩士學位考試委員三至五人，其中校外委員以三分之一為限，由系所主任依指導

教授建議名單圈選並指定一人為召集人。指導教授及共同指導教授不得擔任召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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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學位考試成績，以七十分為及格，一百分為滿分，並以出席委員評定分數平

均決定之。 

The master’s degree examination committee will consist of three to five members, of 

which the external members are limited to one-third. The director of the department 

selects and appoints one person as the convener according to the recommended list of 

the advisor. Advisor and co-advisor are not allowed to serve as the convener. The score 

of the degree examination shall be 70 points as a passing score with 100 points as the 

perfect score, which will be determined by the average score of the attending committee 

members. 

四、考試通過彙整委員意見及修改論文或技術報告計畫書後，依本校學位考試審查流

程及畢業離校程序辦理，得予核發學位證書。 

After passing the final defense, student should revise their dissertation or technical 

report plan according according to the suggestions from committee members. The 

revised dissertation must be approved by the advisor and confirmed the correctness of 

the format by administration officers. Finally, students must submit the dissertation to 

the university to apply for their diploma. 

第五條 其他未盡事宜，悉依教育部與本校相關規定辦理。 

Article 5 Other unlisted matters are handled according to the Ministry of Education and the relevant 

regulations of the University. 

第六條 本規定經教務會議通過，報請校長核定後公告施行；修正時亦同。 

Article 6  This regulation is adopted by the Academic Affairs Conference and reported to the 

principal for public announcement and implementation; the same applies when revis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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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北醫學大學醫學科技學院醫學生物科技博士學位學程修業規

定 
Degree Requirements for Ph.D. Program in Medical Biotechnology at 

College of Medical Science and Technology in Taipei Medical University 
 

104 年 3 月 18 日學程會議新訂通過 

Approved by the Program Affairs Council on March 18,2015 

104 年 3 月 27 日院務會議新訂通過 

Approved by the Program Affairs Council on March 27,2015 

104 年 4 月 10 日教務會議新訂通過 

Approved by the Program Affairs Council on April 10, 2015 

108 年 4 月 29 日院務會議修訂通過 

Approved by the Program Affairs Council on March 29, 2019 

108 年 5 月 16 日教務會議修訂通過 

Approved by the Program Affairs Council on May 16, 2019 

108 年 4 月 28 日院務會議修訂通過 

Approved by the Program Affairs Council on March 29, 2019 
109 年 4 月 29 日院務會議修訂通過 

Approved by the Program Affairs Council on April 29, 2020 

109 年 5 月 13 日教務會議修訂通過 

Approved by the Program Affairs Council on November 23, 2020 

109 年 11 月 23 日學程會議修訂通過 

Approved by the Program Affairs Council on November 18,2020 

109 年 11 月 26 日院務會議修訂通過 

Approved by the Program Affairs Council on December 9,2020 

109 年 12 月 9 日教務會議修訂通過 

第一條 修業及休學年限：依本校學則規定辦理。 

I. Allotted timeframe for Graduation and Suspension from Ph.D. Program in Medical 

Biotechnology at the College of Medical Science and Technology in Taipei Medical 

University (the Program). The period of study shall be as stipulated in the Taipei Medical 

University Academic Regulations. 

第二條 修業學分： 

II. Coursework 

一、107 學年度(含)之前入學：須修畢至少 30 學分，包括必修 16 學分(含博士論文 12

學分及研究論理 0 學分)及選修 14 學分(院內選修至少 6 學分)。 

Enrollment before September 2018 (inclusive): Enrolled students are required to 

complete a minimum of 30 credits, comprising 16 required (including 12 credits 

of Doctoral Dissertation, and Research ethics 0 credit) and 14 elective credits (At 

least 6 credits for elective courses in the college). 

二、108 學年度入學：須修畢至少 30 學分，包括必修 20 學分(含博士論文 12 學分及

研究論理 0 學分)及選修 10 學分(院內選修至少 6 學分)。 

Enrollment September 2019: Enrolled students are required to complete a 

minimum of 30 credits, comprising 20 required (including 12 credits of Doctora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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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issertation, and Research ethics 0 credit) and 10 elective credits (At least 6 

credits for elective courses in the college). 

三、109 學年度(含)之後入學：須修畢至少 30 學分，包括必修 26 學分(含博士論文 12

學分及研究論理 0 學分)及選修 4 學分(得認列校內博士班之課程)。 

Enrollment after September 2020 (inclusive): Enrolled students are required to 

complete a minimum of 30 credits, comprising 26 required (including 12 credits 

of Doctoral Dissertation, and Research ethics 0 credit) and 4 elective credits (The 

courses of the doctoral program on campus may be recognized). 

四、外國學生修讀本校碩、博士班之課程，得認列本學程之選修學分。 

Take at least 3 credits per semester and no more than 15 credits. 

五、每學期至少修習 3 學分，至多不超過 15 學分。 

The time limit for course credits is based on the first and second years. 

Completion of the credits is required prior to taking Qualifying Examination. 

六、學分修習時限以第一、二年為原則，修滿方得參加資格考試。 

The time limit for the study of credits is based on the first and second years and 

the qualification examination can only be taken after completing the required 

credits. 

七、逕修博士學位者，須修畢至少 42 學分(含碩士班所修學分及博士論文 12 學分)。 

Applicants for direct admission to the doctoral program must have completed at 

least 42 credits (including credits for master's degree and 12 credits for doctoral 

thesis). 

第三條 論文輔導委員會： 

III. Dissertation Advisory Committee(DAC) 

一、研究生應於第一學期結束前選定指導老師，並於博二學年結束前由指導老師組成

論文輔導委員會，此委員會置委員三至五人(含指導老師)，並由學程主任指定委員

一人擔任召集人(指導老師不得擔任召集人)。 

The student should select a dissertation advisor before the end of the first 

semester, and the advisor should initiate the DAC before the end of the second 

school year. The Committee has three to five members (including the advisor), 

and the Program Director appoints the convener (the advisor is not allowed to 

serve as convener). 

二、研究生修業類型採學術型與實務型雙軌制，由該生指導教師決定之。 

The track of graduate study can be either academic or practical and is decid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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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y the student's advisor. 

三、自博三起，每學年向論文輔導委員會進行至少一次的進度報告。 

Starting from the third year, the student must present at least one progress report 

to the Committee every academic year. 

四、論文輔導委員會須於每學年進度報告後，將相關意見彙整交予學程，經學程主任及

本學程博士生研究進度審核委員會審核後，審核意見彙整交予研究生及指導老師，

給予適度輔導。 

The Advisory Committee shall give advice on the student's progress and 

complete a commentary report to the student and his/her thesis advisor for their 

following up. 

五、如有更換指導老師情形，須於一年內組成新的論文輔導委員會。 

When students change to a new dissertation advisor, a new DAC must be formed 

within one year. 

第四條 資格考試規定： 

IV. Qualifying Examination 

一、博二(含)以上研究生修滿學程規定之必修及選修至少 18 學分(博士班必修課程須修

畢 4 學分，逕修博士學位者須修畢至少 28 學分)後，得申請資格考試。 

After completing the credits (excluding the 12 credits of Doctoral Dissertation), 

second-year graduate students may apply for the Qualifying Examination. 

二、資格考試須在博三(含)結束前完成，可考二次，若仍不及格者，應令退學。通過資

格考後，即成為博士學位候選人。 

The Qualifying Examination must be completed before the end of the third year. 

Students can take the Examination twice, if they fail, they will be ordered to 

withdraw from the Program. After successfully completing the Examination, the 

student becomes a Ph.D. candidate. 

三、考試委員組成方式： 

The composition of the Examination Committee: 

1.由學程主任指派一名本學程專任或合聘專任教師擔任召集人。 

The Program Director shall appoint a full-time or conjunct full-time faculty 

member as theconvener. 

2.召集人建議考試委員 5-7 人，由學程主任圈選出 4 人(校外至少一人，學程主任

亦可推薦考試委員)，以形成 5 人考試委員小組。 

The convener recommends five to seven Committee members, among wh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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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our (including at least one outside the University; the Program Director can 

also recommend Committee members) are selected by the Program Director 

to form an Examination Committee of five members. 

3.學生第二次資格考試可採用原題目或新的題目重考，視需求可重組資格考委員

會。 

The second Qualifying Examination can be done on the original topic or on a 

new topic. The Qualifying Examination Committee can be reorganized as 

needed. 

四、申請時間：每年三月及九月，依學程公告時間為準。 

Application time: March and September, subject to the announcement of the 

Program. 

五、申請文件： 

Application documents: 

1.博士學位候選人資格考試申請書。 

Application form of Ph.D. Candidate Qualifying Examination. 

2.歷年成績單正本。 

The original transcript of all years. 

3.提出非博士論文相關研究計畫(Non-thesis proposal)主題及英文摘要。 

Non-doctoral dissertation-related title and abstract. 

六、考試內容： 

Examination content: 

1.由研究生自選一個與其碩士、博士論文、論文指導教授進行中之研究內容無關的

主題作為資格考主題。 

The graduate student chooses a topic that is not related to the content of 

his/her master's thesis, doctoral dissertation, or advisor's research. 

2.報告內容包涵「背景介紹」、「理論基礎」、「假說」，以及支持「假說」成立

的有力證據，並對證據提出評估與批判討論，及對「假說」設計實驗並評斷。 

The contents of the proposal must include "background information", 

"theoretical basis", "hypothesis", and strong evidence supporting the 

establishment of the "hypothesis". The student must evaluate and criticize the 

evidence, design experiments to test the "hypothesis" and judge. 

3.考試前十日交英文研究計畫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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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ubmit the first draft in English 10 days before the examination. 

4.研究生報告 50 分鐘(中文或英文報告均可)，資格考試時間約 2 小時。 

The student's oral presentation is 50 minutes (in either Chinese or English), 

and total examination time is up to 2 hours. 

七、評分標準： 

Scoring standard: 

1.文獻收集及證據整理、報告主題假說之價值性、理解力及邏輯思考能力、英文書

面初稿之撰寫、表達能力及臨場反應。 

Document and evidence collation, value of the topic hypothesis, 

comprehension and logical thinking ability, writing of English drafts, 

expression skills, and interview responses. 

2.考試成績採多數決決定之。 

The examination outcome is determined by majority decision. 

第五條 博士學位考試初審： 

V. Preliminary Evaluation of Doctoral Degree Examination: 

一、申請時間：每年三月及十月，依學程公告時間為準。 

Application time: April and October, subject to the announcement of the Program. 

二、繳交資料： 

Application documents: 

1.修業成績證明。 

Academic transcript. 

2.發表於 SCI 論文之抽印本(或接受函)或本學程專利審查小組審核通過證明。 

A printed copy (or an acceptance letter) of a paper published in the Science 

Citation Index (SCI) or a certificate approved by the Patent Examination 

Committee of the Program. 

3.博士論文初稿(須以中文或英文撰寫)。 

The first draft of the doctoral dissertation (written in Chinese or English). 

4.至少一次國際研討會發表口頭論文或壁報論文之證明文件。 

Proof of at least one report, in the form of oral or poster, in an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三、學術型研究生發表 SCI 論文需符合以下規定，始得提出博士學位考試初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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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 the academic track, students must meet the following requirements to submit 

the preliminary evaluation of the doctoral degree examination: 

1.以單獨第一作者發表至少 1 篇 SCI 論文及 1 篇已收到期刊投稿受理證明並經學

程會議通過之 SCI 論文，此兩篇論文排名在該領域前 50%；或有 1 篇 Impact 

Factor ≥ 5，且以第一作者發表之原始論文。 

Publish at least one first-authored original SCI paper with an impact factor (IF) 

(either the latest or that at publication) ≥ 5 on the Journal Citation Report (JCR); 

or two such papers in the top 50% of a relevant field Publish 1 paper and 

submit 1 article in SCI journals, and be approved in a Program meeting. 

2.以相同貢獻(equal contribution)方式與他人並列論文第一作者時，該篇論文 IF 須

除以 equal contribution 的作者數，所得商數 IF ≥ 5.0 者。並且需取得其他共同

第一作者之同意書。 

When there are more than one first authors with equal contribution to the paper, 

the IF must be divided by the number of first authors for calculation, while the 

quotient IF is ≥ 5.0; and the consent of other first authors must be obtained. 

3.研究生發表論文須以醫學科技學院醫學生物科技博士學位學程(Ph.D. Program 

in Medical Biotechnology, College of Medical Science and Technology, Taipei 

Medical University)之名義發表，且醫學生物科技博士學位學程須放在第一位，

始得以計算。 

The paper must be published in the name of the Program (Ph.D. Program in 

Medical Biotechnology, College of Medical Science and Technology, Taipei 

Medical University), which must be the first on the affiliation list. 

4.主指導老師或共同指導老師須為該篇論文之通訊作者；若以共同指導老師為該

篇論文之通訊作者，主指導老師須為該篇論文之共同作者；其中共同指導老師

須於該篇研究論文投稿前申請並經學程會議通過，否則研究論文不予承認。 

When there are two advisors, one of them must be the correspondent author 

of the paper, and the other must be a co-author. The identification of the co-

author must be submitted before the submission of the research paper, and 

be approved in a Program meeting. 

5.SCI 論文內容須具基礎內涵及連貫性，且須與博士論文內容相符合。 

The published paper must be consistent with the content of the doctoral 

dissertation. 

四、實務型研究生發表 SCI 論文及專利需符合以下規定，始得提出博士學位考試所內

初審： 

In the practical track, students must meet the following requirements to submit 

the preliminary evaluation of a doctoral degree examin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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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實務型研究生需發表至少 1 篇 SCI 論文及 1 項專利。 

Publish or file at least one SCI paper and one patent. 

2.發表之 SCI 論文其排名在該領域前 50%，且以第一作者發表之原始論文。 

The paper must be published as first authored and ranked in the top 50% of a 

relevant field. 

3.主指導老師或共同指導老師須為該篇論文之通訊作者；若以共同指導老師為該

篇論文之通訊作者，主指導老師須為該篇論文之共同作者；其中共同指導老師

須於該篇研究論文投稿前申請並經學程會議通過，否則該研究論文不予承認。 

When there are two advisors, one of them must be the correspondent author 

of the paper, and the other must be a co-author; the identification of the co-

author must be submitted before the submission of the research manuscript 

and approved in a Program meeting. 

4.發表之專利需符合以下條件，獲本校事業發展處決議補助之發明專利案，或已獲

得之國際發明專利，或已登記之國際發明專利申請案，且列為第一序位發明人。

上述之發明專利案最終需經由學程專利審查小組審核通過。 

The filed patent must meet the following conditions: an invention patent case 

approved by the University Office of Business Development, or, an 

international invention patent that has been obtained, or, a registered 

international invention patent application. The student must be the first 

author/inventor. The above-mentioned invention patents must be approved by 

the Program Patent Committee. 

5.研究生須於修業期間以本學程名義發表論文及以本校名義送審專利始得以計算。 

The paper must be published in the name of the Program, and the patent must 

be filed in the name of the University by the student with an active status. 

6.國際競賽獲獎或產業實習學分可供作審核參考。 

International competition awards and industry internship credits can be 

provided for evaluation. 

五、由學程主任組成所內初審委員會進行審核，通過後始可申請博士學位考試。 

The Preliminary Evaluation Committee, initiated by the Program Director, 

conducts the examination. The student must pass the examination before 

applying for a doctoral degree. 

六、如遇特殊狀況(如指導老師遭逢重大病故或藉故延遲研究生論文投稿發表等)，可提

出具體證明送請學程會議通過，經學程會議審核決議。 

In case of special circumstances (such as the advisor being delayed by a majo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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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llness or delaying the publication of the papers, etc.), specific certificates may 

be submitted to a Program meeting for review and decision. 

第六條 學位考試： 

VI. Oral Dissertation Defense 

一、申請學位考試前，研究生(外國學生除外)需通過本校「研究生英語認證」。 

Before applying for degree exam, postgraduate students (except foreign students) 

need to pass the "Graduate English Certification". 

二、博士學位考試委員由指導教授推薦五至九人，其中校外委員須三分之一以上，由院

長依學程主任同意後名單圈選並指定一人為召集人。指導教授及共同指導教授不

得擔任召集人，學位考試成績，以七十分為及格，一百分為滿分，並以出席委員評

定分數平均決定之。 

The Dissertation Defense Committee consisting of five to nine members with 

more than one third from outside the University are suggested by the student's 

advisor, elected by the Program Director and approved by the Dean. The Dean 

elects one member, who is not the advisor or coadvisor, to be convener. An 

average score greater than 70% is required to pass the Defense. 

三、考試通過彙整委員意見及修改論文後，依本校學位考試審查流程及畢業離校程序

辦理，得予核發學位證書。 

After passing the final defense, student should revise their dissertation according 

to the suggestions from committee members. The revised dissertation must be 

approved by the advisor and confirmed the correctness of the format by 

administration officers. Finally, students must submit the dissertation to the 

university to apply for their diploma. 

第七條 其他未盡事宜，悉依教育部與本校相關規定辦理。 

VII. Other unlisted matters are handled according to the Ministry of Education and the 

relevant regulations of the University. 

第八條 本規定經教務會議通過，報請校長核定後公告施行；修正時亦同。 

VIII. The implementation of, and amendment to, the above-mentioned regulations are subject 

to the approval of the Program Affairs Council, College Affairs Council and Academic 

Affairs Counci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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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北醫學大學研究生獎勵學金實施要點 
86年5月15日行政會議新訂通過  

90年1月17日行政會議修正通過  

93年11月17日行政會議修正通過  

100年10月19日行政會議修正通過  

101年12月12日行政會議修正通過  

102年5月15日行政會議修正通過  

102年11月13日行政會議修正通過  

104年5月6日行政會議修正通過  

104年11月4日行政會議修正通過  

105年4月11日行政會議修正通過  

105年12月7日行政會議修正通過  

 106年5月3日行政會議修正通過 

106年12月6日行政會議修正通過 

 108年06月12日行政會議修正通過 

109年01月08日行政會議修正通過 

 110年02月03日行政會議修正通過 

110年02月19日北醫校秘字第1100000553號令修正，全文8條 

 

一、 （目的） 

本校為延攬優秀大學生、碩士生進入本校攻讀碩、博士學位，培育研究人才，特依「臺北醫

學大學學生就學獎補助辦法」訂定「臺北醫學大學研究生獎勵學金實施要點」（以下簡稱本

要點）。 

二、 （經費來源） 

本要點之經費來源，由教育部補助款及本校當學年度預算支應。 

三、 （申請資格、流程及獎勵金額） 

本要點所稱研究生獎勵學金，分為博士生入學優異獎學金、博士生全時研究生勵學金、碩士

生入學優異獎學金、碩士生全時研究生勵學金及專任研究助理入學優異獎學金五類，各類別

申請資格、申請期限及獎勵金額如下： 

(一)博士生入學優異獎學金： 

1. 申請資格： 

(1) 考取本校博士班或博士學位學程，且同時以正取生錄取台灣大學、陽明交通大

學、成功大學、清華大學四所國立大學相關領域之系所博士班或博士學位學程，

及國防醫學院與中央研究院、國家衛生研究院合辦之博士學位學程資格者。 

(2) 通過本校申請逕修讀博士學位之學生。 

(3) 本校「醫師科學家」之修業者；醫師科學家資格依「臺北醫學大學培育醫師科學

家修業辦法」規定辦理。 

(4) 五年內以第一作者或通訊作者（含equal contribution）發表SCI、SSCI、EI或

A&HCI論文、以第二作者發表Impact Factor≧10之SCI或SSCI論文或其他相當於

前述傑出表現者。 

2. 申請期限：符合前目申請資格之一者，申請人限於入學第一學期開學後兩週內提出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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請，逾期未申請或逾期申請者視同放棄。 

3. 獎勵金額：每人每學期頒發獎學金新臺幣（下同）伍萬元，核發給博一、博二生，獎

勵二學年，合計貳拾萬元。 

(二) 博士生全時研究生勵學金： 

1. 申請資格：博一、博二之全時研究生，全時研究生定義為投入研究的時間為週一至週

五白天，及週六上午。 

2. 申請期限：申請人限於每學期開學後兩週內提出申請，逾期未申請或逾期申請者視同

放棄。 

3. 獎勵金額：每人每月核發勵學金參萬元，每次獎勵一學期；但就讀本校與中央研究

院、國家衛生研究院合辦之博士學位學程之研究生，已領有該兩院之獎勵學金，而其

每月金額不足參萬元者，僅就其差額範圍內予以獎勵。 

(三) 碩士生入學優異獎學金： 

1. 申請資格： 

(1) 本校大學畢業生考取本校碩士班或碩士學位學程，且學業成績總平均為班級畢業

排名前百分之三十。 

(2) 考取本校碩士班或碩士學位學程，且同時以正取生錄取台灣大學、陽明交通大

學、成功大學、清華大學四所國立大學相關領域之研究所。 

(3) 考取本校管理學院及人文社會科學院碩士班或碩士學位學程，且同時以正取生錄

取依最新公告QS或THE世界大學排名優於本校之學校。 

(4) 本校「學碩一貫修讀學士及碩士學位」之修業者。 

(5) 本校「醫師科學家」之修業者；醫師科學家資格依「臺北醫學大學培育醫師科學

家修業辦法」規定辦理。 

(6) 五年內以第一作者或通訊作者（含equal contribution）發表SCI、SSCI、EI或

A&HCI論文、以第二作者發表Impact Factor≧10之SCI或SSCI論文或其他相當於

前述傑出表現者。 

(7) 本校大學畢業生於畢業前五年內曾獲科技部大專學生研究計畫者。 

2. 申請期限：同第一款第二目，惟以「學碩一貫修讀學士及碩士學位」之修業做為申請

資格者，限於辦理碩士班或碩士學位學程註冊入學之學期開學後兩週內提出申請。 

3. 獎勵金額：每人每學期頒發獎學金伍萬元，核發給碩一、碩二生，獎勵二學年，合計

貳拾萬元。惟符合「學碩一貫修讀學士及碩士學位」之修業者，獎勵一學年，合計壹

拾萬元。 

(四) 碩士生全時研究生勵學金： 

1. 申請資格：碩一、碩二之全時研究生，全時研究生定義為投入研究的時間為週一至週

五白天，及週六上午。 

2. 申請期限：同第二款第二目。 

3. 獎勵金額：以當年度研究生獎勵學金總經費扣除依本要點第三點第一到三款核發後之

餘額，依受獎人數進行分配。 

(五) 專任研究助理入學優異獎學金： 

1. 申請資格：考取本校碩、博士班或碩、博士學位學程，且為本校專任研究助理，當年

度開學日前服務年資連續滿一年（含）以上者。 

2. 申請期限：同第一款第二目。 

3. 獎勵金額：每人每案頒發獎學金伍萬元，獎勵一次，合計伍萬元；入學後須為全時研

究生始得核發；申請人同時符合本款與第一款或第三款之申請資格者，僅得擇一申

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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申請人應於前項規定之期限內，檢具申請書及相關資料向所就讀之系、所、學位學程辦公室

提出申請。申請案經系、所、學位學程會議審核後，由系、所、學位學程辦公室彙整獎勵名

冊，於開學後一個月內將獎勵名冊送學生事務處提報研究生獎勵學金審查委員會，會議通過

後，由學生事務處於一週內進行請款作業。 

四、 （研究生獎勵學金審查委員會） 

本要點設研究生獎勵學金審查委員會，置委員十七至二十一人，由學務長、教務長、各學院

院長、財務長為當然委員，另聘研究生代表兩名，其他委員由校長遴選教授若干名組成之，

並由校長指定一名為召集人。任期二年，連選得連任。 

五、 （取消受獎資格） 

審核通過得核發研究生獎勵學金者，若有下列情事，本校得取消其受獎資格，並要求受獎人

繳回已核發之研究生獎勵學金： 

(一) 轉系所或核定退學者。 

(二) 觸犯校規受記過以上處分者或不符合各系所規範者。 

(三) 未完成博、碩士學位修業者。 

(四) 逕修讀博士學位未取得博士學位者，惟應繳回之獎勵金額為修讀博士學位期間內所領取

之獎學金及勵學金。 

受獎人因前項第三款或第四款情事遭取消受獎資格，若有特殊原因（如：身體健康問題、家

庭突遭變故等），於提出具體事證，經研究生獎勵學金審查委員會審核同意後，得不繳回已

核發之研究生獎勵學金。 

核定休學者，本校得停止獎勵，休學期滿復學後即予續領。 

受獎人所繳回之款項，如經費來源屬教育部補助款，為當年度經費者，得依相關規定流用，

非當年度經費者，應繳回教育部。 

六、 （受獎限制） 

受獎人同時依「臺北醫學大學培育優秀博士生獎學金獎勵辦法」獲獎者，僅得擇一領取。 

外國學生獎勵學金，依「臺北醫學大學碩、博班外國學生獎學金發放辦法」辦理，產業碩士

專班研究生不得領取本要點之獎勵學金。 

七、 （未盡事宜） 

本要點未盡事宜，應依本校相關規定及政府相關法令辦理。 

八、 （核決權限） 

本要點經行政會議通過後公告施行；修正時亦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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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北醫學大學醫學科技學院醫學檢驗暨生物技術學系補助研究

生出席國際會議辦法 
101年1月13日系務會議新訂 

第一條 本系為鼓勵研究生赴國外出席國際會議、促進國際文教交流，特訂定「補助研究生

出席國際會議辦法」(以下簡稱本辦法)。 

第二條 申請資格：本系研究生，並需符合下列申請條件者。 

一、凡本系研究生出國參加國際重要會議並發表論文，須先向國科會(註1)、教育部

或傑出人才發展基金會(註2)、本校研發處申請經費補助，並取得申請證明文

件。 

二、指導教授宜共同參與該國際會議。 

三、申請人為第一作者，且該論文以本系名義發表。 

第三條 申請案件由系主任邀請三位審查委員審查通過後核定。同一會議同一位指導教授最

多補助二人為原則，申請人在同一學年度內以補助一次為限。 

第四條 申請期限：申請人應於該國際會議舉行日期至少一個月前，將所有申請資料送至系

辦公室，逾期不予受理。 

第五條 申請文件：申請人需備齊下列申請文件： 

一、申請表。 

二、論文接受函。 

三、擬發表之論文摘要(以首次發表於國際會議之論文為限)。 

四、會議日程表。 

五、向其他單位申請經費補助之證明文件。 

第六條 補助經費：本辦法為部分補助，每次申請補助金額為伍仟元。 

第七條 核銷方式：受補助者需於返國一個月內，檢具機票票根或電子機票之影本、旅行業

代收轉付收據及登機證存根影本、註冊費收據影本送至系辦公室。 

第八條 獲本系核准補助者，如有變更行程或取消行程時，應事先陳報本系，並送原審查委

員審核。 

第九條 若年度中本補助經費用罊，則不再給予補助。 

第十條 本辦法經系務會議通過後實施，修正時亦同。 

 

註 1：申請期限：會議首日所屬月份之前一個月之首日前五個工作天。 

註 2：申請期限：出國前兩個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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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北醫學大學醫學科技學院醫學檢驗暨生物技術學系補助研究

生出席國際會議申請表 

申請人姓名 

中文： 學 號  

英文： 身分證字號  

聯 絡 方 式 (O)：       (H)：      行動電話： 

Email  

會 議 正 式 

名 稱 

中文： 

英文： 

會 議 時 間 自 年 月 日 至 年 月 日 
地點(國、州、

城 市 ) 
 

會 議 主 辦 

單 位 名 稱 

中文： 

英文： 

擬發表論文

題 目 

中文： 專長

學科 

1. 

英文： 2. 

本篇論文主要指導及共同指導教授： 

論文所屬領域： 

大會排定論文發表方式：□ oral □ poster □ others 

申 請 文 件 

□ 申請表        □ 論文接受函  

□ 擬發表之論文摘要(以首次發表於國際會議之論文為限)  

□ 會議日程表      □ 向其他單位申請經費補助之證明文件 

審 查 意 見 

□ 符合 

□ 不符合，原因：                       

                                

審查委員簽章：                 

                  系所主管簽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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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北醫學大學碩士及博士學位考試實施細則 
83年01月26日教務會議新訂通過  

83年05月05日教育部台(八三)高字第023653號函同意備查  

85年03月27日教務會議修正通過  

86年04月15日教務會議修正通過  

86年05月01日教育部台(八六)高(二)字第86044994號函同意備查  

90年02月15日教務會議修正通過  

90年12月12日教務會議修正通過  

91年05月07日教育部台(九一)高(二)字第91062937號函同意備查  

91年05月21日教務會議修正通過  

91年09月12日教務會議修正通過  

91年12月17日教務會議修正通過  

91年12月26日教育部台(九一)高(二)字第0910198168號函同意備查  

92年04月29日教育部台高(二)字第0920062341號函同意備查  

96年08月28日教務會議修正通過  

97年01月24日教育部台高(二)字第0970012362號函同意備查  

97年12月16日教務會議修正通過  

98年07月01日教育部台高(二)字第0980110002號函同意備查  

100年07月07日教務會議修正通過  

100年11月30日教務會議修正通過  

101年06月08日教育部臺高(二)字第1010062241號函同意備查  

102年06月13日教務會議修正通過  

102年08月12日教育部臺高(二)字第1020102688號函同意備查  

103年05月08日教務會議修正通過  

103年09月05日教育部臺教高(二)字第1030117367號函同意備查  

103年12月11日教務會議修正通過  

104年1月20日教育部臺教高(二)字第1040003076號函同意備查  

104年04月10日教務會議修正通過  

104年06月11日教育部臺教高(二)字第1040071611號函同意備查  

105年05月17日教務會議修正通過  

105年07月01日教育部臺教高(二)字第1050088258號函同意備查  

108年05月16日教務會議修正通過  

  108年08月14日教育部臺教高(二)字第1080109890號函同意備查  

109年05月13日教務會議修正通過  

109年09月23日教務會議修正通過  

109年12月24日教育部臺教高(二)字第1090181960號函同意備查  

110年05月19日教務會議修正通過  

110年07月16日教育部臺教高(二)字第1100094617號函同意備查 

 

第一條  本校為使碩士及博士學位考試有所規範，依大學法及其施行細則、學位授予法及本

校學則，訂定「臺北醫學大學碩士及博士學位考試實施細則」(以下簡稱本細則)。 

第二條  研究生符合下列各項規定者，得申請碩士或博士學位考試： 

一、 碩士班修業滿一年，博士班修業滿二年。修讀碩士學位學生逕行修讀博士學

位者，應在碩士班修業滿一年、博士班修業滿二年，合計三年。修讀學士學位

應屆畢業生逕行修讀博士學位者，博士班修業滿三年。 

二、 修畢各該系所學位學程規定之應修科目與學分、研究倫理課程及考核規定；

碩士班至少修畢二十四學分、博士班至少修畢十八學分、逕修讀博士學位者，

至少修畢三十學分(含碩士班期間所修學分數)。 

三、 已完成論文初稿並經指導教授同意，且須符合系所學位學程之學位論文專業

領域(含各類替代論文)。各系所學位學程應建立學位論文是否符合專業領域之

審查程序，經系所學位學程會議及院務會議通過後辦理。 

四、 博士班研究生應經資格考核及格，碩士班研究生必要時亦得要求其經資格考

核及格。 

五、 前款資格考核之科目與規定由各系所學位學程自行訂定，惟不得違反本細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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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規定。 

第三條  研究生申請碩士或博士學位考試，應依下列規定辦理： 

一、 依本校行事曆規定時間內提出申請，採自行辦理學位考試之系所學位學程，

須於修業規定規範，另依時程辦理，惟受理申請截止日為第一學期十一月三十

日；第二學期四月三十日。 

二、 填妥碩士及博士學位考試申請資料，並檢附論文初稿及摘要。 

三、 經指導教授推薦及所屬系所學位學程主管、院長同意後，由註冊組或自行辦

理學位考試之系所學位學程簽報校長核定。 

第四條  學位考試依下列程序進行： 

一、成立碩士或博士學位考試委員會。 

二、辦理碩士或博士學位考試。 

第五條  組織碩士或博士學位考試委員會，應依下列規定辦理： 

一、 碩士學位考試委員三至五人，其中校外委員以三分之一為限，由各系所學位

學程主管依指導教授建議名單圈選並指定一人為召集人；博士學位考試委員五

至九人，其中校外委員須三分之一以上，由院長依各系所學位學程建議名單圈

選並指定一人為召集人。指導教授及共同指導教授不得擔任召集人。學位考試

委員由校長遴聘之。 

二、 博士學位考試委員，應對博士學位候選人之研究領域有專門研究，並具有下

列資格之一： 

1. 現任或曾任教授者、副教授。 

2. 中央研究院院士、現任或曾任中央研究院研究員、副研究員。 

3. 獲有博士學位，且在學術上著有成就。 

4. 研究領域屬於稀少性或特殊性學科，且在學術或專業上著有成就。 

第3小目至第4小目資格之認定基準，由辦理學位授予之各系所學位學程會

議定之。 

三、 碩士學位考試委員，應對修讀碩士學位學生之研究領域有專門研究，並具有

下列資格之一： 

1. 現任或曾任教授、副教授、助理教授。 

2. 中央研究院院士、現任或曾任中央研究院研究員、副研究員、助研究

員。 

3. 獲有博士學位，且在學術上著有成就。 

4. 研究領域屬於稀少性或特殊性學科或屬專業實務，且在學術或專業上著

有成就。 

第3小目、第4小目資格之認定基準，由辦理學位授予之各系所學位學程會

議定之。 

四、 指導教授及共同指導教授之外委員應過半。 

五、 本校兼任教師得為校外委員。 

第六條  辦理學位考試，應符合下列規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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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研究生申請學位考試核准後，由系所學位學程通知檢具繕印之學位論文初稿

(繳交實際需要之份數)，送請所屬單位審查，符合規定後，擇期辦理有關學位

考試事宜。學位考試應於校內進行，考試方式以面試行之，必要時得舉行筆試

或在實驗室舉行實驗考試。因不可抗力因素申請於境外視訊學位 考試者，需

經系所學位學程會議通過、院長核定並送教務處備查後始得辦理，該系所學位

學程應全程錄音及錄影存檔備查十年。 

二、 學位考試成績，以出席委員無記名投票之平均分數決定之；投票以一次為

限，碩士學位考試有二分之一以上委員或博士學位考試有三分之一以上委員評

定為不及格者，即以不及格論。 

三、 考試委員應親自出席委員會，不得委託他人為代表。學位考試應有三分之二

以上委員出席。但碩士學位考試委員會至少應有委員三人出席，博士學位考試

委員會至少應有委員五人出席；博士班學位考試出席委員中須有校外委員三分

之一以上參加，否則不得舉行考試；已考試者，其考試成績不予採認。 

四、 學位考試時，必須評定成績；其未評定成績者，以考試不及格論。 

五、 學位考試成績不及格，其延長修業年限尚未屆滿者，得於次學期或次學年重

考，重考以一次為限；重考成績仍不及格者，應令退學。 

六、 舉行學位考試時，研究生須提供「論文相似度比對報告」予學位考試委員審

議，並經指導教授於審定書簽核確認。 

七、 考試委員對碩士、博士學位論文，應就下列各主要項目評定之。 

1. 研究之方法。 

2. 資料之來源。 

3. 文字與結構。 

4. 心得、創見或發明。 

博士學位論文之評定，應特別著重其心得、創見或發明。 

八、 學位論文以中文撰寫為原則；前經取得學位之論文，不得再行提出。 

九、 碩博士班(含學位學程)屬應用科技類者，其碩士或博士學位論文得以技術報告

取代，碩士班屬專業實務者，其得以專業實務報告代替碩士學位論文，其論文

封面以「技術報告」或「專業實務報告」稱之。以技術報告或專業實務報告代

替學位論文，其認定範圍如下： 

1. 應用科技類：於生命科學、環境、物理及化學、數學及統計、資訊通

訊、工程及工程業、製造、建築及營建、農業、運輸及其他科技領域，有

專利、技術移轉或創新之成果；或個案研究獲全國性或國際性技術競賽獎

項；或產學合作、技術應用及衍生或改善專案等成果，其成果連同技術報

告之學理分析具有重要具體之貢獻者。 

2. 專業實務類：指研究領域或內涵以實務應用為主之類型者。 

十、 前款所列之應用科技類或專業實務類應包括之內容項目如下： 

1. 應用科技類：技術研發理念與個案描述、學理基礎、方法技巧詮釋及分

析、成就之成果貢獻及其他衍生性成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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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專業實務類：專業實務成果理念與個案描述、學理基礎、方法技巧詮釋

及分析、成果貢獻及其他衍生性成就。 

十一、 技術報告或專業實務報告，其採計基準、課程規劃及應送繳資料，由系所

學位學程訂定；其基準應與該級學位論文水準相當，並經系所學位學程會議、

院務會議及教務會議通過，納入系所學位學程之修業規定實施。 

十二、 論文、技術報告、專業實務報告有抄襲、偽造及代寫等舞弊情事，經碩士

或博士學位考試委員會審查確定者，以不及格論。 

十三、 已於國內、境外取得學位之論文、技術報告或專業實務報告，不得重複提

出。但國內學校經由學術合作，與境外學校共同指導論文，並分別授予學位

者，不在此限。 

第七條  學位考試每學期舉行一次，其日程依本校行事曆規定，採自辦學位考試之系所學位

學程，另依日程辦理。學位考試得於資格考試同一學期內舉行，亦得因故延期；惟

須在修業年限內舉行。 

第八條  學位考試成績，以七十分為及格，一百分為滿分，並以出席委員評定分數平均決

定。 

第九條  已申請學位考試之研究生，若因故無法於該學期內完成學位考試，應於本校行事曆

規定學期結束日之前，報請學校撤銷該學期學位考試之申請。未撤銷亦未舉行考試

者，以一次不及格論。 

第十條  學位考試舉行後，各系所學位學程應俟研究生繳交附有考試委員審定書、論文書目

公開同意申請書等之論文後，始得將該生學位考試成績送教務處登錄，惟至遲上學

期應於一月三十一日前，下學期應於七月三十一日前送達。 

通過學位考試之研究生，應繳交學位論文紙本、完成全文電子檔上網建檔、學位考

試成績，並於辦妥離校程序後，教務處始得發予學位證書。 

論文(含紙本及電子檔)之繳交期限，第一學期為二月十五日、第二學期為八月二十

日，逾期未交論文但未達修業年限者，次學期仍應註冊，並應於該學期公告時程內

辦妥離校手續，逾期仍未辦理者，該學位考試以不及格論。修業年限屆滿仍未依規

定繳交論文者，應予退學。 

第十一條  修讀碩士學位學生於修業期間或修讀學士學位應屆畢業生，成績優異並具有研究

潛力者，於學期開始上課前經擬就讀院系所學位學程之會議通過及校長核定後，得

准逕修讀博士學位。 

前項研究生因故中止修讀博士學位、未通過博士候選人資格考核、未通過博士學位

考試且未符合本條第3項規定，經修讀院系所學位學程會議審查通過及校長核定

後，得申請回原院系所學位學程繼續修讀碩士學位或申請轉入相關院系所學位學程

修讀碩士學位。 

逕修讀博士學位學生修業期滿，通過博士學位候選人資格考核後，未通過博士學位

考試，其博士學位論文經博士學位考試委員會認定合於碩士學位標準者，得授予碩

士學位。 

第十二條  碩、博士論文、技術報告或專業實務報告應以文件、光碟或其他方式，連同電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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檔送國家圖書館及學校圖書館保存。 

第十三條  於已授予之學位，如發現論文、技術報告或專業實務報告有造假、變造、抄襲、

由他人代寫或其他舞弊情事，經調查屬實者，應予撤銷學位。 

同時在校內或他校具雙重學籍者(雙聯學制不在此限)，兩校論文題目及內涵應有所

不同，經調查以相同論文取得學位，應予撤銷本校學位。 

為研究生三親等內親屬或重大利害關係人，應自行迴避不得擔任該生之指導教授、

共同指導教授或考試委員，經發現者將撤銷其資格；如已完成考試，則該次考試成

績無效；如已授予學位始發現時，應予撤銷學位。 

前述撤銷學位情事，應於公告註銷其已發之學位證書後，通知當事人繳還該學位證

書，並將撤銷與註銷事項，通知其他大專校院及相關機關(構)。 

第十四條  其他未盡事宜，悉依教育部相關規定辦理。  

第十五條  本細則經教務相關之校級會議通過後公告施行，並報教育部備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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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北醫學大學研究生指導教授資格要點 
94年6月16日教務會議新訂通過 

96年3月14日教務會議修正通過 

97年1月10日教務會議修正通過 

98年5月13日教務會議修正通過 

99年5月19日教務會議修正通過 

100年10月6日教務會議修正通過 

 101年6月28日教務會議修正通過 

110年5月19日教務會議修正通過 

110年7月1日北醫校教字第1100002085號令修正，全文10點第一條  

一、 臺北醫學大學(以下簡稱本校)為使研究生之指導教授資格有所規範，依學位授予法及本

校碩士及博士學位考試實施細則，訂定本要點。 

二、 研究生之指導教授資格： 

(一) 碩士班： 

1.主指導教授須具本校專任助理教授或專任助研究員以上資格。 

2.專任教師或專任研究人員於退休前一年起不得擔任主指導教授。 

3.共同指導教授須具助理教授或助研究員以上之資格，或獲有博士學位，在學術上著有

成就經系所學位學程會議核定者。 

(二) 博士班： 

1.主指導教授須具本校專任助理教授或專任助研究員以上資格，但助理教授或助研究員

須具博士後研究年資兩年以上。 

2.專任教師或專任研究人員於退休前三年起不得擔任主指導教授。 

3.共同指導教授須具助理教授或助研究員以上之資格，或獲有博士學位，在學術上著有

成就經系所學位學程會議核定者。 

三、 研究生所屬系所學位學程若與校外研究機構(關)合辦者，得依本要點第二點規定，聘任

該機構(關)研究人員擔任主指導教授，但應自本校師資中擇至少一位為共同指導教授。 

四、 凡為研究生三親等內親屬或重大利害關係人，不得擔任其主指導教授及共同指導教授；

主指導教授及共同指導教授人數，碩士班二人為限，博士班三人為限。 

五、 主指導教授指導博士生於修業年限未能畢業，該教師或研究人員得酌減指導新入學博士

生；主指導教授指導碩士生畢業後五年內論文未發表達三位，該教師或研究人員得酌減

指導新入學碩士生。研究生學位論文經系所審查確認未符合該系所專業領域，其主指導

教授至少一年內不得指導新入學碩博生，系所學位學程有較嚴格之規定，從其規定。倘

涉及違反學術倫理行為，以本校學術倫理案件處理要點辦理。 

六、 系所主管於研究生無法覓得主指導教授或主指導教授因生病、辭職、出國及過世等因素

無法再繼續指導時，應提供必要之協助。 

七、 研究生初次申請指導教授及變更指導教授程序，依各系所學位學程規定辦理；指導教授

依規定申請完成後，由系所學位學程建置於學位考試系統。研究生未依本要點及系所學

位學程規定而逕自更換指導教授時，其學位考試成績不予採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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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 各系所學位學程得自訂高於本要點門檻之指導教授規定，並經系所學位學程會議及院務

會議通過後公告施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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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北醫學大學醫學檢驗暨生物技術學系儀器管理辦法 

101年1月13日系務會議新訂 

第一條 本系為落實源源共享，減少公用儀器之無故損壞，訂定「臺北醫學大學醫學檢驗暨

生物技術學系儀器管理辦法」(以下簡稱本辦法)。 

第二條 本系公用儀器之定義為置放在公共空間，應用於協助教學與研究進行之儀器。 

第三條 基於使公用儀器有效利用，避免無謂佔用，及維持儀器之維護與耗材消耗，公用儀

器之使用應訂定分擔費用方式，經系務會議決議核可後實施。 

第四條 本系公用儀器之管理與使用訓練由系主任指定之公用儀器負責教師執行，並依儀器

特殊性質，訂定儀器使用規範，以利使用者憑以辦理。 

第五條 公用儀器使用規定如下： 

一、公用儀器優先提供給本系教職員工(含專任約聘助理及博士後研究)或研究生使

用。 

二、公用儀器可提供支援醫科院研究單位使用。 

三、欲取得儀器使用資格者，應參加儀器訓練課程，並於課程後通過公用儀器負責

教師認證，方可申請使用權限。 

四、研究生及研究助理之使用權限申請需經指導教授簽核確認，並對於研究生及研

究助理之儀器使用負有連帶責任。 

五、欲使用儀器設備，應於使用前於儀器登記簿辦理預約。 

六、使用儀器時應依預約時間使用。未依預約時間使用，超過三十分鐘者，後續人

員可先行使用。 

七、使用儀器時使用者應自備實驗所須之相關耗材。 

八、公用儀器使用統計及計費作業由公用儀器管理教師負責。 

九、未遵守儀器使用規範使用者，應暫停其使用權限三個月。 

第六條 本辦法經系務會議通過後實施，修正時亦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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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北醫學大學研究所英語認證實施要點 

106年5月11日通識教育中心會議新訂通過 

106年5月16日教務會議新訂通過 

 106年9月21日教務會議修訂通過 

107年2月22日通識教育中心會議修訂通過 

107年3月15日教務會議修訂通過 

108年4月18日通識教育中心會議修訂通過 

 

 108年5月16日教務會議修正通過 

109年4月28日通識教育中心會議修正通過 

109年5月13日教務會議修正通過 

110 年2 月26 日通識教育中心會議修正通過 

110 年3 月17 日教務會議修正通過 

第一條  本校為提升碩博士班研究生之英語能力，碩博士班研究生(外國學生除外)需通過英

文畢業門檻始得畢業，特訂定「臺北醫學大學研究生英語認證實施要點」(以下簡稱

本要點)。 

第二條  系所學位學程可依本要點或其修業規定辦理研究生英文畢業門檻；依修業規定辦理

之系所學位學程，則由其自行管理，外國學生亦遵從系所學位學程辦理。 

第三條  學生於一年級入學註冊期間繳交英語檢定成績單，若已達各系所學位學程英語認證

畢業門檻(詳見附表一)，即可通過「研究生英語認證」。 

第四條  若學生於一年級入學註冊時未達各系所學位學程英語認證畢業門檻，可於申請學位

考試前修讀語言中心開設之「學術英文寫作」、「英文簡報技巧」或「研究生英語

精進」，至少一門並繳交修習通過之成績單，作為「研究生英語認證」。 

第五條  學生於申請學位考試前或修習本要點第三條所述之課程期間，可報考英語檢定相關

測驗(詳見附表二)，達各系所學位學程英語認證畢業門檻者，經繳交英語檢定成績

單，即可通過「研究生英語認證」。 

第六條  以修讀課程通過「研究生英語認證」者，相關課程修習學分，不納入畢業學分；若

於修課期間改以英語檢定測驗通過「研究生英語認證」者，得於學期停修辦理期間

申請相關課程停修。 

第七條  領有身心障礙手冊或特殊教育學生鑑定及就學輔導委員會鑑定為身心障礙安置就學

者，於研究所一年級結束前通過本校學輔中心輔導評估，得向語言中心申請以「修

讀2學分外語選修領域之英文課程」取代「研究生英語認證」，經語言中心主任召集

審查會議通過後始得修讀及認定，且不適用本要點第二條、第三條、第四條及第五

條規定。 

第八條 本要點經教務會議通過後公告實行；修正時亦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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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一 臺北醫學大學研究生英語認證畢業門檻對照表(108 學年(含)起入學學生適用) 

 

截錄醫學科技學院 

系所學位學程 英語認證畢業門檻 

醫學檢驗暨生物技術學系碩士班 多益測驗 550 分或其他同等考試 

醫學檢驗暨生物技術學系碩士在職專班 無 

醫學生物科技博士學位學程 多益測驗 750 分或其他同等考試 

 

附表二 臺北醫學大學英語檢定相關測驗對照表 

語言能力參考指標 CEFR B1(進階級) B2(高階級) 

1 多益檢定(TOEIC) 550 以上 750 以上 

2 北醫校內英檢 550 以上 750 以上 

3 全民英檢(GEPT) 中級複試 中高級初試 

4 托福紙筆測驗(TOEFL ITP) 500 以上 550 以上 

5 托福電腦測驗(TOEFLBT) 173 以上 213 以上 

6 托福網路測驗(TOEFL iBT) 61 以上 79 以上 

7 雅思檢定(IELTS) 5.5 以上 6 以上 

8 劍橋英語能力認證分級測驗

(Cambridge Main Suite) 
PET 級 FCE 級 

備註說明：本校已經開放採證所有國際（國內）權威機構之英語認證，凡申請者參與非上列

之考試，可檢具相關考試成績與對照表，即可申請辦理「英語認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