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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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7~105學年 2044 碩士在職專班 91~105學年 94 

碩士班 88~105學年 165  總   計 31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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醫界代表性校友 

朱益民 耕莘醫院醫務部副主任 施勇綸 新光醫院病理檢驗科技術主任 

陳建志 苗栗為恭醫院檢驗部技術主任 陳啟清 壢新醫院病理檢驗科技術主任 

劉慶文 敏盛綜合醫院醫事副院長 張錦標 三軍總醫院臨床病理科技術長 

謝文祥 雙和醫院實驗診斷科主任 張慧文 北醫附設醫院實驗診斷科技術主任 

官/學界代表性校友 產業界代表性校友 

王貞仁 成功大學教授/醫技系系主任 王欽堂 哈佛健診中心董事長 

杜鴻運 國家衛生研究院副研究員 王銘輝 昭信科技公司董事長 

吳和生 新竹市捐血中心 吳烈澄 扶康健康中心董事長 

黃嘯谷 
Johns Hopkins 教授/ 

國家衛生研究院特聘研究員 
邱錫賢 瑞博企業公司董事長 

陳美如 臺大醫學院教授 郭見芳 弘晉企業公司董事長 

陳洸艟 
明新科技大學自然科學教學中心副

教授 
黃英晉 聯新生物科技公司董事長 

劉柯俊 國家衛生研究院副研究員 簡承盈 保吉生化學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長 

簡正昌 Harvard教授 曾榮燴 騰達行企業公司董事長 

鄭恩加 長庚大學教授 劉慶文 盛弘醫藥股份有公司總經理 

盧冠霖 
金門大學教授兼任健康護理學院院

長 
程章榮 Genentech, Inc., USA.  

蔡錦華 臺大醫學院教授 童本福 BD, Inc., USA. Manager 

  陳之俐 Myriad Genetics, Inc., USA. 經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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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行事曆 

請仔細詳讀「臺北醫學大學一○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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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副教授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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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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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宏謨 教授 
美國田納西大學 

生化所博士 

醫事技術、細胞內訊息傳遞、糖

尿病併發症 

leehorng@tmu.edu.tw 

分機 3316 

陳建和 教授 
臺北醫學院 

藥學博士 

免疫學、臨床血清免疫學、實驗

動物學 

chenchho@tmu.edu.tw 

分機 33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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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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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林景堉 副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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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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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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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林榮俊 副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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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嘉華 
助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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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廖宜真 
助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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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劉兆蓮 
助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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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行政人員 

蔡世琦 系秘書 
vickyt@tmu.edu.tw 

分機 3312 
許宜靜 教卓助理 

yichinghsu@tmu.edu.tw 

分機 33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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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7年度起實施) 

共同必修科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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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專題討論 半 4 1 1 1 1      

碩士論文 半 6    6      

碩士班選修科目 

細胞凋亡特論 半 2 2         

實驗動物學特論 半 2 2         

免疫學專論 半 2  2        

病毒學專論 半   2        

進階醫學檢驗見習 半 2   2       

在職專班選修科目 

臨床數據判讀 半 2 2         

客製化專利地圖分析 半 2 2         

微生物學專論 半 2 2         

產業分析與市場評估 半 2  2        

生物製劑開發 半 2  2        

本學系(所)畢業學分30學分，包括：(1)必修10學分(含碩士論文6學分)、(2)選修20學分(院內選修至少16學分) 

博士學位學程共同必修科目 

研究倫理 半 0 0 0 0 0     
全校研究所共同畢業

門檻 

專題討論 半 4 1 1 1 1      

碩士論文 半 12    12      

博士學位學程選修科目 

實驗設計與研究方法 半 2 2        
學院博士班共同整合

課程，全英語課程 
生物資訊 半  2   2      

論文寫作 半 2    2     

細胞生物學 半 2 2 2        

抗體與蛋白質藥物研發 半 2 2         

質譜檢驗分析技術 半 2 2         

生物技術與產程設計 半 2 2         

實驗室教學實作(一) 半 2 2         

生殖科技特論 半 2 2         

基因體及蛋白質體學特論 半 2 2         

醫技研究特論 半 2 2         

醫檢新知與研究方法 半 2  2        

實驗室教學實作(二) 半 2  2        

分子診斷學 半 2  2        

生醫產業見習 半 2    2      

本學程畢業學分 30學分，包括：(1) 必修 16學分(含博士論文 12學分)、(2)選修 14學分(院內選修至少 6學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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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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9年9月21日系務會議新訂通過 

99年12月7日院務會議新訂通過 

99年12月10日教務會議新訂通過 

100年10月19日系務會議修正通過 

101年2月29日院務會議修正通過 

104年3月18日系務會議修正通過 

104年3月27日院務會議修正通過 

104年4月10日教務會議新訂通過 

一、 修業及休學年限：依本校學則規定辦理。 

二、 修業學分：須修畢至少 30學分 

(一)碩士班： 

包括必修10學分(含碩士論文6學分)及至少選修20學分。每學期至少修習3學分，至

多不超過15學分。 

(二)碩士在職專班： 

學分數 

組別 
必修 選修 碩士論文 總計 

醫學檢驗暨生物技術組 4 20 6 30 

呼吸重症照護組 12 12 6 30 

三、 論文計畫書審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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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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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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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關時程，訂定如下： 

下學期畢業者：應於每年10月31日前提交計畫書。 

上學期畢業者：應於每年4月30日前提交計畫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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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 學位考試： 

(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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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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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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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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

評分超過七十分方得通過。 

(三) 學位口試通過後，彙整委員意見，進行論文或技術報告修改，而後付梓報校申請學

位證書。 

五、 本規定經系務會議、院務會議及教務會議通過後公告施行；修正時，亦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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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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6年12月19日北醫校秘字第1060004456號令修正，全文7條 

第一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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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據

「臺北醫學大學學生就學獎補助辦法」，特訂定「臺北醫學大學研究生獎勵學金實

施要點」(以下簡稱本要點)。  

第二條 本要點之經費來源，依教育部補助款及本校當學年度預算。  

第三條 研究生獎勵學金分入學優異獎學金、研究生全時研究生獎勵金等兩項，每學期申請

一次，其申請資格、申請流程及補助金額如下：  

一、博士生入學優異獎學金：  

(一)申請資格：  

1. 考取本校博士班，且同時以正取生錄取與本校相關之國立大學系所(限台

大、陽明、成大、交大)相關領域之系所博士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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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通過本校申請逕修博士學位之研究生。  

3. 本校「醫師科學家」之修業者；醫師科學家資格請參考「臺北醫學大學

培育醫師科學家修業辦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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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I或 AHCI論文者，或以第二作者發表 Impact Factor≧10之 SCI、

SSCI、EI或 AHCI論文者，或其他相當於前述之傑出表現者。  

(二)申請流程：符合上述申請條件者應於入學第一學期開學後兩週內檢具申請書

及相關資料向學生事務處提出申請，逾期視同放棄。經學生事務處審核資

格後，彙整得獎名冊，於開學後一個月內提報研究生獎勵學金審查委員

會，會議紀錄核決後，一週內進入請款流程。 

(三)獎勵金額：每人每學期頒發獎學金伍萬元，核發給博一、博二生，獎勵二學

年，合計貳拾萬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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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博士生全時研究生獎勵金： 

(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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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申請流程：申請獎勵金之學生應於每學期開學後兩週內檢具申請書及相關資

料向各系所提出申請，逾期視同放棄。經各系所務會議審核資格後，彙整

申請資料於開學後一個月內提報研究生獎勵學金審查委員會，會議紀錄核

決後，一週內進入請款流程。 

(三)獎勵金額：每人每月核發獎勵金參萬元，獎勵二學年；另本校與中研院、國

衛院合作之博士學位學程研究生，補足差額。  

三、碩士生入學優異獎學金： 

(一)申請資格：  

1. 考取本校碩士班，且為本校畢業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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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且同時以正取生錄取與本校相關之國立大學系所(限台

大、陽明、成大、交大、清大)相關領域之系所。  

3. 考取本校管理學院及人文社會科學院碩士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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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醫師科學家資格請參考「臺北醫學大學

培育醫師科學家修業辦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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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I或 AHCI論文者，或以第二作者發表 Impact Factor≧10之 SCI、

SSCI、EI或 AHCI論文者，或其他相當於前述之傑出表現者。  

(二)申請流程：符合上述申請條件者應於入學第一學期開學後兩週 內檢具申請

書及相關資料向學生事務處提出申請，逾期視同放棄。經學生事務處審核

資格後，彙整得獎名冊，於開學後一個月內提報研究生獎勵學金審查委員

會，會議紀錄核決後，一週內進入請款流程。  

(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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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核發給碩一生，獎勵一學年，合計壹拾萬元。  

四、碩士生全時研究生獎勵金：  

(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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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申請流程：申請勵學金之學生應於每學期開學後兩週內檢具申請書及相關資

料向各系所提出申請，逾期視同放棄。經各系所務會議審核資格後，彙整

申請資料於開學後一個月內提報研究生獎勵學金審查委員會，會議紀錄核

決後，一週內進入請款流程。 

(三)獎勵金額：以當年度研究生獎勵學金總經費扣除本要點第三條第一、二、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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款後之餘額，並依碩士班一、二年級全時研究生人數進行分配。  

五、本校專任研究助理入學優異獎學金： 

(一)申請資格：考取本校碩、博士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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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申請流程：符合上述申請條件者應於入學第一學期開學後兩週內檢具申請書

及相關資料向學生事務處提出申請，逾期視同放棄。經學生事務處審核資

格後，彙整得獎名冊，於開學後一個月內提報研究生獎勵學金審查委員

會，會議紀錄核決後，一週內進入請款流程。 

(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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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申請人符合本辦法第三條第一款或第三款之獎勵

資格者，僅與前段獎勵金擇一申請。  

第四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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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五條 依本要點審議通過獎勵之學生，有以下情形者，則依規定辦理：  

一、轉系所或核定退學者，除中止獎勵外並應全額歸還獎學金。  

二、觸犯校規受記過以上處分者或不符合各系所規範者，除中止獎勵外並應全額歸

還獎學金。  

三、核定休學者，停止獎勵，休學期滿復學後即予續領。  

四、未完成博、碩士學位修業者應全額歸還獎學金。 

五、逕修博士學位者，未取得博士學位，應全額歸還博士班期間內 所領取之獎學

金。 

前項第四款或第五款若有特殊原因(如：身體健康問題、家庭突遭變故…等)，

提出具體事證者，經研究生獎勵學金審查委員會審核同意後，不須返還獎學

金。 

第六條 外國學生獎勵學金，依本校「外國學生獎勵學金發放辦法」辦理，產業碩士專班研

究生不得領取本要點獎勵學金。  

第七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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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4年04月10日教務會議修正通過  

104 年05 月07 日北醫校教字第1040001468 號令訂定，全文14 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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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6 月 17 日北醫校教字第 1050002030 號令修正，全文 14 條 

105年07月01日教育部臺教高(二)字第1050088258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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位授予法及其

施行細則及本校學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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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研究倫理課 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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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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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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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註冊組彙整簽報教

務長備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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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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博士學位考試委員，除對博士學位候選人所提論文學科、創 作、展演或技術報

告有專門研究外，並應具有下列資格之一： 

1. 曾任教授者。  

2. 擔任中央研究院院士或曾任中央研究院研究員者。  

3. 曾任副教授或擔任中央研究院副研究員，在學術上著有成就者。  

4. 獲有博士學位，在學術上著有成就者。  

5. 屬於稀少性或特殊性學科，在學術或專業上著有成就者。 

第 3 小目至第 5 小目之提聘資格認定標準，由各系所學位學程會議訂定之。  

三、碩士學位考試委員，除對碩士班研究生所提論文學科、創作、展演或技術報告

有專門研究外，並應具有下列資格之一：  

1. 曾任教授、副教授者。 

2. 擔任中央研究院院士或曾任中央研究院研究員、副研究員 者。  

3. 獲有博士學位，在學術上著有成就者。 

4. 屬於稀少性或特殊性學科，在學術或專業上著有成就者。  

第 3 小目、第 4 小目之提聘資格認定標準，由各系所學位學程會議訂定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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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六、碩士學位考試委員由系所學位學程主管就符合資格教師人選中圈選核定；博士

學位考試委員由院長就符合資格教師人選中圈選核定。並由註冊組彙整簽報後

以校長名義核發聘函。  

第六條 辦理學位考試，應符合下列規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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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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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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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須經系所學位學

程會議通過、院長核定 並送教務處備查後得以辦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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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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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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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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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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八、經教務會議認定之應用科技類研究所碩士班研究生，論文得以技術報告代替，

其碩士論文封面改以「技術報告」稱之。  

九、論文、技術報告有抄襲、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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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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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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期應於一月卅一日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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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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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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博士論文應以文件、光碟或其他方式，保存於國家圖書館。 

第十三條 於已授予之學位，如發現論文、創作、展演或書面報告、技術報告有抄襲、偽造

及代寫等舞弊情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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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細則經教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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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一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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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二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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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三條 研究生所屬系所學位學程若與校外研究機構(關)合辦者，得依本要點第二條規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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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四條 凡為研究生三等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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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五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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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六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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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七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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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八條 其他未盡事宜，悉依教育部與本校相關規定辦理。 

第九條 本要點經教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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院醫學檢驗暨生物技術研究所教師指導

研究生細則 
100.6.23所務會議修訂 

101.1.13所務會議修訂 

(一) 指導老師須為本所專任或合聘專任之教師。 

(二) 每位新進研究生經說明會後，應自行充份瞭解各教師研究及實驗室概況。必要時可與各老

師詳談後，安排時間做實驗室個別指導巡迴實習(rotation)，以供日後選擇碩士論文指導老

師之參考。 

(三) 每位新進研究生最遲須於第一學期結束前繳交碩士論文指導老師選定表至所辦公室。 

(四) 指導老師所收碩士班研究生在學人數最多一年不得超過二名(含)。外國學生之名額不列入

計算。 

(五) 如有必要更換論文指導老師時，須依論文指導老師選定之相關規定，並經原指導老師及新

指導老師雙方同意後，呈所長簽核。 

(六) 共同指導老師須為本所之專、兼任教師，若須選定所外教師作為共同指導老師，須將書面

申請資料送至所內，經所長簽核同意後方可選定，必要時可提至所務會議討論，且共同指

導老師須具備助理教授(含)以上資格。每位研究生之共同指導老師以一人為限。 

(七) 指導教師在退休前一年僅能共同指導新的研究生。 

(八) 本細則經所務會議通過後實施，修正時亦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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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北醫學大學學生逕修讀博士學位作業要點 
95年12月1日教務會議新訂通過 

95年12月20日校長核定 

97年12月16日教務會議修正通過 

97年12月18日校長核定 

100年10月6日教務會議修正通過 

100年10月30日校長核定 

101年5月17日教務會議修正通過 

101年6月12日校長核定 

102年1月10日教務會議修正通過 

102年1月31日校長核定 

102年9月26日教務會議修正通過 

102年10月31日北醫校教字第1020003322號令修正，共十二條 

 

第一條 臺北醫學大學(以下簡稱本校)為使學業成績優良，並具有研究潛力之學生得逕修讀

博士學位，依大學法及學生逕修讀博士學位辦法，訂定本要點。 

第二條 申請逕修讀博士學位學生應符合下列資格之一： 

一、修讀學士學位應屆畢業生，修業期間學期(年)成績優異並具有研究潛力。 

二、修讀碩士學位學生，修業期間學期(年)成績優異並具有研究潛力。 

前項所稱成績優異並具有研究潛力之基準，由各系所學位學程認定。 

第三條 申請逕修讀博士學位學生，經原就讀或相關系所學位學程副教授以上二人推薦，並

於第一學期開學前經擬就讀系所學位學程會議通過及校長核定後，得准逕修讀博士

學位。每位學生僅限申請一個博士班。 

第四條 申請者應於擬就讀博士班之系所學位學程規定期限內及依本校行事曆(約 2月起)提

出申請，繳交資料應包含學生逕修讀博士學位申請表、推薦函兩封、歷年成績單(應

屆畢業學士班學生應含各學期名次)及其他著作、論文或發明、各系所學位學程規定

文件等。 

申請者之研究潛力應由推薦者在推薦函中述明。 

第五條 各系所學位學程逕修讀博士學位之名額，以該系所學位學程當學年度教育部核定博

士班招生名額百分之四十為限。但核定招生名額不足五名者，逕修讀博士學位名額

至多以二名為限。 

前項名額應包含於當學年度教育部核定學校招生總量內。 

第六條 各系所學位學程每學年度招生名額依前條規定若有餘額，得視情況，於寒假中(約 1

月起)接受申請，並於第二學期開學前系所學位學程會議審查完竣後，檢送會議紀

錄、申請表件等送教務處彙整，簽請校長核定後於開學兩週內補行博士班註冊，更

改身分。 

第七條 核准逕修讀博士學位學生，為本校博士班一年級錄取生。入學後修業規定悉依各系

所學位學程規章辦理。核准逕修讀博士學位學生不得申請保留學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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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八條 修讀學士學位應屆畢業生，應於核准逕修讀博士學位之學年，取得學士學位，於就

讀前未取得者，廢止其逕修讀博士學位資格。 

第九條 逕修讀博士學位學生，有下列情形之一者，經修讀系所學位學程會議審查通過及校

長核定後，得申請回原系所學位學程繼續修讀碩士學位或申請轉入相關系所學位學

程修讀碩士學位： 

一、因故中止修讀博士學位。 

二、未通過博士候選人資格考核。 

三、未通過博士學位考試且未符合第十條規定。 

前項學生經原系所學位學程或相關系所學位學程會議審查通過，並依規定修讀完成

碩士學位應修課程，提出論文，經碩士學位考試委員會考試通過者，授予碩士學

位，其修讀博士學位修業時間不併入修讀碩士學位最高修業年限核計。若在學期中

核定轉入者，該學期以就讀碩士班計算。 

第十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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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十一條 各系所學位學程辦理逕修讀博士學位作業規定及認定基準，經系所學位學程會議

及  

 院務會議通過，提報教務會議核定後實施。 

第十二條 本要點經教務會議通過，報請校長核定後公告施行；修正時，亦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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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北醫學大學研究生申請轉系所學位學程辦法 
99年5月26日校務會議新訂通過 

99年6月28日教育部台高(二)字第0990109054號函同意備查 

100年10月26日校務會議修正通過 

101年6月8日教育部臺高(二)字第1010062241號函同意備查 

第一條 臺北醫學大學(以下簡稱本校)為辦理研究生申請轉系所學位學程事宜，依大學法及

本校學則，訂定本辦法。 

第二條 凡本校研究生修業滿一學期(含)以上，因個人志趣與現就讀系所學位學程不合，得

於每學期規定時間內(一月及七月)，填具「研究生轉系所學位學程申請表」，並檢附

歷年成績及相關審查資料，送現就讀系所學位學程同意及擬轉入系所學位學程審

查。 

第三條 欲招收轉入生之系所學位學程須依本辦法訂定「研究生申請轉系所學位學程實施要

點」，內含轉入名額、轉入資格、應繳文件、甄審方式及甄審委員組成等，經系所學

位學程、院務會議通過，提經教務會議核定後實施。 

第四條 各系所學位學程轉入名額以不超過該系所當學年度核定名額百分之二十為限，名額

不足一名者，以一名計。 

第五條 各系所學位學程核准轉入之名單，應於轉入當學期開學前送教務處彙整，陳教務長

及校長核定後公佈。 

第六條 凡經核准轉系所學位學程學生，修滿一學期課程者得平行轉入，修滿一學年以上課

程者，以轉入二年級為原則，並須達已轉入系所學位學程之畢業條件，始可畢業。 

第七條 轉入新系所學位學程學生，其在原系所學位學程已修習及格科目學分是否列計為畢

業學分，由轉入系所學位學程審查認定。學分認定應於核准轉入當學期開學前辦理

完成。 

第八條 研究生於同系所學位學程內申請轉組(學籍分組)者，得依本辦法各項規定辦理。 

第九條 其他未盡事宜，悉依教育部與本校相關規定辦理。 

第十條 本辦法經校務會議通過後公告施行，並報教育部備查；修正時，亦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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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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一條 本校為提升碩博士班研究生之英語能力，碩博士研究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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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要點經通識教育中心會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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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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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