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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常用連結~~ 
 

 臺大 新生服務網

http://reg.aca.ntu.edu.tw/newstu/GRA/INDEX.htm 
 

 臺大 校園資訊網 (myNTU) 

https://my.ntu.edu.tw/ 
 

 臺大 課程網 

https://nol.ntu.edu.tw/nol/guest/index.php 
 

 臺大醫學院  

http://www.mc.ntu.edu.tw/ntucm/Index.action  

(行政單位: 實驗動物中心、圖書館、環安衛中心等)  

 臺大 藥理學研究所 

http://pharmacology.ntu.edu.tw/ 

 

 碩、博士班必修科目及應修學分資料 

http://140.112.161.108/graVoxCourse/Query/EntryMenu.aspx 

 

 教務處研究生教務組 (簡稱: 研教組)  

http://www.aca.ntu.edu.tw/gra/services.asp?id=1 

 

 醫學院 研發分處-共同研究室設施及講習課程資訊 

http://rd.mc.ntu.edu.tw/bomrd/ntu2/  
 

 細胞培養課程  財團法人生物資源保存及研究中心 

http://www.bcrc.firdi.org.tw/ 
 

 暑期生物技術學程：臺灣大學生物技術研究中心 

http://www.cbt.ntu.edu.tw/main.php  

 社團法人國家生技醫療產業策進會 

http://www.ibmi.org.tw/  

http://www.mc.ntu.edu.tw/ntucm/Index.action
http://s01.calm9.com/qrcode/2018-08/2HDEFXXM3O.png
http://s01.calm9.com/qrcode/2018-08/YVSDL45QPG.png
http://s01.calm9.com/qrcode/2018-08/YVSDL45QPG.png
http://140.112.161.108/graVoxCourse/Query/EntryMenu.aspx
http://rd.mc.ntu.edu.tw/bomrd/ntu2/
http://www.bcrc.firdi.org.tw/
http://www.cbt.ntu.edu.tw/main.ph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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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職員 辦公室及分機~~ 
 

 辦公室 23123456 轉分機 

所長 辦公室 R1107 62221 

林琬琬 老師 R1119 88315 

陳青周 老師 R1120 88321 

邱麗珠 老師 R1138 /R1209 88921 

林泰元 老師 R1111 88322 

陳文彬 老師 R1142 88312 

曾賢忠 老師 R1118 88314 

楊鎧鍵 老師 R1150 88327 

蔡丰喬 老師 R1152 88320 

吳青錫 老師 R1143 88310 

劉宏輝 老師 R1253 88329 

劉鴻祺 助教 R1115 88322 

沈青蓉 技士 R1107 62222 

沈艷默 技佐 R1107 88328 

李欣蓉 幹事 R1144 88325 

王薇琍 幹事 R1120 883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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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環境介紹~~ 
 

名       稱 地點 管理人及分機 

天秤及公用儀器室
註 1

 R1117 王薇琍 ＃88321 

冰箱及製冰機室 R1132 王薇琍 ＃88321 

高壓滅菌鍋及純水機室
註 1

 R1134 
王薇琍 ＃88321 

李欣蓉 ＃88325 

冷房 (東、西側各一) 
R1102 

R1137 

王薇琍 ＃88321 

李欣蓉 ＃88325 

貴儀室 (設有門禁)
註 2 

 R1124 沈艷默 ＃88315 

BSL2 實驗室(設有門禁)
註 2

 R1153 李欣蓉 ＃88325 

切片室 

大學部藥理實驗準備室 
B201 劉鴻祺 ＃88462 

-80 度超低溫冰箱室 

(設有門禁) 
B1-19 李欣蓉 ＃88325 

貴儀中心 第一共同研究室 14 樓 

詳細情形請連結  

臺大醫學院 

 研發分處網站 

http://rd.mc.ntu.ed

u.tw/bomrd/ntu2/fi

rstcore.asp  
 

討論室 R1105 王薇琍 ＃88321 

所長室 R1107 所長  ＃62221 

所辦公室 R1107 沈青蓉 ＃62222 

退休教師休息室 R1136       ＃88875 

註 1部分公用儀器介紹及相關使用規定，將在新生導覽中說明。 
註 2 BSL-2 及貴儀實驗室需先參加講習、開通權限使得使用，講習課程另行

安排。 

http://rd.mc.ntu.edu.tw/bomrd/ntu2/firstcore.asp
http://rd.mc.ntu.edu.tw/bomrd/ntu2/firstcore.asp
http://rd.mc.ntu.edu.tw/bomrd/ntu2/firstcore.as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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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碩士班修習課程規定~~ 

課程名稱 (必修) 學分 課程名稱  (選修) 學分 

碩士論文 6 幹細胞轉譯醫學研究 2 

藥物作用學 4 神經藥理學論著選讀 上 2 

實驗藥理學 上 3 神經藥理學論著選讀 下 2 

實驗藥理學 下 3 訊息傳遞論著選讀 上 2 

藥理學特論 3 訊息傳遞論著選讀 下 2 

專題討論 

(2 學分/學期，3 學期) 
6 

心血管藥理及 

其訊息傳遞選讀 上 
2 

心血管藥理及 

其訊息傳遞選讀 下 
2 

學術倫理課程 6 小時 分子生物學 3 

  細胞生物學 3 

  學術論文倫理與撰寫 1 

一、 碩士班修業年限二至四年，至少須修習 24 學分 (不包含論文 6 學分

在內)。 

二、 通過本所【藥理學檢定考試】者，得免修「藥物作用學」，但須以修

習 M 或 U 字頭之研究所課程，補足畢業學分。 

三、 必選課程：請選指導老師所開之「論著選讀」，限選上、下各一學期。

未修課學生仍需報告且每學期至少參加 6 次。 

四、 專題討論：共計報告四學期，第四學期為進度報告，不計學分。碩一

生以中文報告；碩二(含)以上學生應以英文報告。 

五、 選修課程建議：學術論文倫理與撰寫、分子生物學 

六、 自 107 學年度起入學之碩士班學生，以入學第一學年結束前修習完成

至少六小時學術倫理課程為原則，至遲於學位考試前須修畢。待新生

註冊後一星期研教組會將新生資料匯入，新生始可修習「臺灣學術倫

理教育資源中心」網路課程,屆時再通知帳號密碼。若同學在之前曾

修習過本課程，請印出證明寫上新學號,送至所辦登錄。 

七、 學生亦可選修醫學院已開設之全英文課程，增進英文程度，如國際三

校碩士班學位學程課程 Perspectives in Global Biomedical Sciences 及

Cellular Network of Biological Molecules，以及分醫所開設之「分子生

物學」、醫技所開設之「細胞生物學」全英文課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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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博士班修習課程規定~ 

 課程名稱 (必修) 學分  課程名稱 (選修) 學

分 

博士論文 12 高等藥理學特論 一 2 

高等藥理學 4 高等藥理學特論 二 2 

專題討論 

 (2 學分/學期，4 學期) 
8 

分子生物學 3 

細胞生物學 3 

學術倫理課程 6 小時 學術論文倫理與撰寫 1 

一、修業年限二至七年，至少須修習 18 學分(不包括論文 12 學分在內)。 

二、必選課程：1. 分子生物學或細胞生物學需擇一。2. 高等藥理學特論一、

二，限各選一次，重覆選課不計入畢業學分。 

三、選修課程建議：學術論文倫理與撰寫 

四、博士班符合以下任一條件者得申請免修「高等藥理學」，但須以修習 M

或 U 字頭之研究所課程，補足畢業學分。1. 醫學士、牙醫學士或入學

前曾修習本科「藥理學」或本所「藥物作用學」者。2. 具藥理學碩士學

位。3. 入學前通過本所【藥理學檢定考試】者。 

五、專題討論：博士班 1、2 年級必修，但 1~4 年級均需出席並參與每學期

一次之 Review article 報告；3、4 年級下學期則改為進度報告。博一學

生可以中文報告；博二(含)以上學生應以英文報告。 

六、進度報告：博士生二年級以上，每學年需在上學期提出進度報告(委員

會形式)，另博士生三年級以上同時也須在下學期在專題討論時提出進

度報告。 

七、資格考：於修完本所規定之應修科目與學分時，需提出與論文相關之英

文計畫書，並經委員會審查。未通過者，可申請重考一次，但應於 4 年

級結束前完成資格考核，否則應令退學。(請參閱 P.15 資格考辦法) 

八、畢業論文標準：至少有二篇以上與博士論文有關之原著刊載(或已接受)

於該領域 SCI 排名 50%以內之學術雜誌，若發表之論文 SCI Impact 

Factor 為 10 以上，則只要一篇論文即可提出口試申請 (詳細內容請參閱

P.16 論文考核辦法) 。 

九、申請資格考前須修習並通過本校【研究生線上英語三】(AdvEng7003)，

亦可以全民英檢中高級初試(或其它同等級能力檢定)通過證書代替(104

學年度起入學學生適用)。 

十、自 107 學年度起入學之博士班學生，以入學第一學年結束前修習完成

至少六小時學術倫理課程為原則。符合免修，則應於入學當學年度出具

修課證明，申請免修本課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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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碩士班學生逕修博士學位申請~~ 
 

一、申請條件：修業一學期以上碩士班在學研究生，具備下列條件

之一者，得申請逕行修讀博士學位。 

1. 學業成績總平均排名在該所全班人數前三分之一 (本所以

必修科目學業成績總平均作為排名依據，個人成績排名可

至所辦查詢)。 

2. 肄業期間經助理教授以上 2 人推薦具有研究潛力。 

二、受理申請日期：第一期於博士班招生考試期間辦理  

第二期於博士班甄試招生期間辦理  

  (實際依校公布時間)。 

三、申請資料： 

1. 申請書：請連結臺大教務處/研究生教務組/表單下載/學籍

股 下載 http://www.aca.ntu.edu.tw/gra/forms.asp?id=9 

2. 碩士班歷年（1 學期以上）成績單 1 份 

3. 推薦函 2 份：助理教授以上 2 人推薦 

四、獲准逕升博士學位學生，請以博士班繳費單繳交學費。 

五、相關資訊請連結 教務處/研究生教務組/逕行修讀博士學位

http://www.aca.ntu.edu.tw/gra/gra/chen/mastransdoc.as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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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aiwan International Graduate Program (TIGP) ~~ 

(Chemical Biology and Molecular Biophysics Program in 

Drug Discovery & Biotechnology) 

 

詳細資訊:  

 

http://tigp.sinica.edu.tw/index.php 

 

http://proj1.sinica.edu.tw/~tigpcbmb/ 

 

 

 

http://tigp.sinica.edu.tw/index.php
http://proj1.sinica.edu.tw/~tigpcbm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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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醫學校區共同課程~~ 

 

107 學年度上學期開設課程 

課程名稱 學分 授課時間 授課教師 

醫學研究專題討論(一) 

420 U4000 
1 

W3 

12:20~1:10 PM 

(1)郭頌鑫 

(2)湯志永 

(3)蘇大成 

(4)邱舜南 

儀器分析概論 

420 U0200 
2 

W1 

4:30~6:20 PM 
李明學 

分子生物學及技術 

420 U4800 
4 

W2 & W4 

4:30~6:20 PM 
詹迺立 

分子生物學 

420 U4900 
3 

W2 & W4 

4:30~6:20 PM 
詹迺立 

臨床試驗概論 

421 U6000 
1 

W5  

  5:30~6:20PM 
楊偉勛 

學術論文之倫理及撰寫 

420 U4300 
1 

W3 

4:30~5:20 PM 
余明俊 

微生物與疾病 

420 U4500 
2 

W4 
10:20 AM~12:10 PM 

蔡錦華 

守護健康-談藥品法規科學 

423 U5100 
2 

W5 

3:30 PM~5:20 PM 
張琳巧 

 

(註) 此為 107 學年度開設課程，僅供參考；實際課程詳見醫學校區

研究所共同課程 

http://www.aca.ntu.edu.tw/aca2012/macd/form/107grdcourse_107

0813-2.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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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醫學校區共同課程~~ 

107 學年度下學期開設課程 

課程名稱 學分 授課時間 授課教師 

醫學研究專題討論(二) 

420 U4100 
1 

W3 

12:20~1:10 PM 

(1)郭頌鑫 

(2)湯志永 

(3)蘇大成 

(4)邱舜南 

細胞生物學 

420 U2100 
3 

W4 

3:30~6:20 PM 
李明學 

訊息傳遞與疾病 

420 U4400 
2 

W5 

3:30~5:20 PM 
陳青周 

蛋白質體學之醫藥應用 

420 U1610 
2 

W1 

4:30~6:20 PM 
周綠蘋 

生物資訊導論 

420 U3010 
1 

W3 

1:20~2:10 PM 

(1)曾宇鳳 

(2)蔡孟勳 

神經科學導論 

420 U3710 
2 

W2 

1:20~3:10 PM 
謝松蒼 

疾病概論：未解決的問題 

421 U0500 
1 

W3 
10:20~11:10 AM 

楊偉勛 

轉譯醫學及臨床試驗 

420 U4700 
2 

W2 

3:30~5:20 PM 
楊志新 

醫學研究與論文發表 

421 U0400 
1 

W5 

5:30~6:30 PM 
楊偉勛 

演化醫學 421 U7000 1 
W3 

10:20~11:10 AM 
楊偉勛 

(註) 此為 107 學年度開設課程，僅供參考；實際課程詳見醫學校區研究所共同課程 

http://www.aca.ntu.edu.tw/aca2012/macd/form/107grdcourse_1070813-2.pdf



11 
 

~~研究生獎勵金及獎學金~~ 

1. 教育部研究生獎勵金（本所在學之碩班一~二年級、博班一~三年級，

每月 2-3 千元，申請資格依教育部規定及經費而定） 

2. 各實驗室兼任助理獎助金（經費依各實驗室規定） 

3. 龍巖基金會捐助之博士班生「研究生學術研究優良獎學金」，每學

年每名獲獎金額新台幣 6 萬元整 (依當年度核定之人數而定)。 

4. 論文獎： 

 臺大醫學院研究生論文獎 (約在每年 11 月至隔年 1 月申請) 

 王民寧優秀論文獎 (約在每年 4 月至 5 月申請) 

 台灣藥理學會優秀論文獎 (約在每年 1 月 1 日截止申請) 

 永信李天德醫藥科技獎 (約在每年 6 月至 7 月申請) 

 各學術會議論文獎、生物醫學相關基金會論文獎等依來函通知。 

5. 本校助學措施：學生事務處生活輔導組定期提供的助學措施有二

種：「開源方案」與「節流措施」。 

 
5-1 生活學習助學金： 

補助一學年，自當年度九月至翌年六月為止；

應屆畢業生者，至畢業月份為止。詳細內容請

見學生事務處生活輔導組生活學習助學金。 

http://love.ntu.edu.tw/editor_model/u_editor_v1

.asp?id={B727ED9F-C69E-44AC-A9F2-13C61E

B7A7BE} 

5-2 節流措施： 

詳細內容請見學生事務處生活輔導組 

6. 其他獎、助學資訊請連結學生事務處「獎助學金即時通 APP」

http://love.ntu.edu.tw/editor_model/u_editor_v1.asp?id={471B8B6E-0FE2-4AA9-

844F-254755AD2E60}  

http://love.ntu.edu.tw/editor_model/u_editor_v1.asp?id=%7b471B8B6E-0FE2-4AA9-844F-254755AD2E60%7d
http://love.ntu.edu.tw/editor_model/u_editor_v1.asp?id=%7b471B8B6E-0FE2-4AA9-844F-254755AD2E60%7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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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際交流~~ 

 出席國際會議補助 

醫學院國際事務中心-推

動國際交流經費  

 

http://oia.mc.ntu.edu.tw/index.php/tw/component/content/article/8-

2012-12-11-10-25-26/44-2013-03-04-19-32-24 

科技部 
https://www.most.gov.tw/ 
 

相關訊息可至 教務處/研究生教務組 網頁參閱

http://www.aca.ntu.edu.tw/aca2012/gra/gra/NIEF/intermeetdesc.asp 

財團法人傑出人才發展

基金會 

http://www.faos.org.tw/Application/ApplicatStud.html 

杜聰明獎學基金會贊助 補助國際會議註冊費、機票費或生活費，上限 15,000 元，

每人每年補助一次；申請請洽所辦 

 科技部補助博士生赴國外研究 (千里馬計畫) 

申請時間: 每年 6~7 月（實際日期以科技部來函為準） 

相關資訊請連結 教務處/研教組 網頁 

http://www.aca.ntu.edu.tw/gra/gra/tienn/thousandflow.asp 

 交換及訪問生之相關資訊請連結  

本校國際事務處 http://www.oia.ntu.edu.tw/ch/  

本院 國際事務中心/交流機會/校級計畫 

http://oia.mc.ntu.edu.tw/index.php/tw/2014-07-07-17-11-51 

* 交換學生   

1. 參加甄選：取得語言能力證明→詳閱出國交換生甄選簡章→參加海外

教育展→線上報名→繳交書面資料→公布甄選成績→選填志願→公

布錄取結果 

2. 獲得推薦資格：依各校要求繳交申請資料→姊妹校審核→取得入學許

可→出國交換學習→返國繳交心得並與校內同學分享 

* 訪問學生 

1. 參加甄選：部分姊妹校有提供訪問學生名額，同學可於參加交換生甄

選時選填該校訪問計畫作為志願，申請流程與交換生大致相同。 

2. 自行申請：同學可自行查閱世界各大學之訪問學生（Visiting Students 

或 Free Mover）相關辦法，依該校規定及期限提出申請，取得入學許

可後由國際事務處協助校內行政事宜。 

http://www.nsc.gov.tw/int/4_funding/index.htm
http://www.nsc.gov.tw/int/4_funding/index.htm
https://www.most.gov.tw/
http://www.faos.org.tw/Application/ApplicatStud.html
http://www.aca.ntu.edu.tw/gra/gra/tienn/thousandflow.asp
http://www.oia.ntu.edu.tw/c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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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碩士】學位考試申辦時程及注意事項 

一、碩士學位考試申請 

 申請日期: 每學期開學日起 

 截止日期：上學期至 11 月 30 日，下學期 4 月 30 日(實際日期依校行事曆)，但因特

殊原因經指導教授、所長同意者，可填寫學生報告書，簽請教務單位核可。 

 申請資格：1.修畢規定之應修科目與學分。 

2.本學期需選修「碩士論文」 

 申請應備表件：1.學位考試申請書 (https://gra103.aca.ntu.edu.tw/degree/ ) 

2.畢業生成績審核表 

3.學位考試委員名冊 

※ 撤銷學位考試：如申請學位考試後，因故無法於該學期內舉行，應在 7 月 31 日前填

寫「考試撤銷申請書」經指導教授及所長簽章同意，通知所辦後送交教務分處。逾

期未撤銷亦未舉行考試者，以一次不及格論。 

二、準備碩士論文口試時程及注意事項 

 最遲口試三週前確定口試時間、地點、口試委員名單，並通知所辦承辦人。 

 最遲口試一週前自行寄送論文初稿給各口試委員。 

 口試一週前製作「口試委員審定書」、「口試記錄表」，交予所辦承辦人。 

三、繳交論文及辦理離校手續 

 論文請依「碩博士學位論文格式規範」排版。論文繳交截止日第 1 學期為 2 月 22 日，

第 2 學期為 8 月 20 日(依學校公佈日期為準)，如必修科目成績及格、論文（紙本及

電子檔）於截止日前交至圖書館即為畢業生，離校手續可視個人時間安排，但辦妥

離校手續後始可領取學位證書。 

 繳交學位論文給圖書館之注意事項(http://www.lib.ntu.edu.tw/node/103) 

 辦理離所手續：1.填寫畢業生資料卡並回傳。2.繳交畢業論文全文電子檔(.pdf)光碟，

並於光碟上註明學號、姓名、若有延後公開請註明日期。 

 辦理離校手續：進入 myNTU 台大人入口網，以計中帳號及密碼登入，在學生專區/

畢業生資訊/畢業生離校手續查詢，參見「離校流程一覽表」之各欄位說明。 

※ 通過學位考試但論文無法如期繳交者或因故須延後畢業： 

1. 務必於 1 月 31 日(上學期) 或 7 月 31 日(下學期)前，至碩博士學位考試申請系統提出

「已通過學位考試本學期不畢業」之申請。 

2. 論文完成可於下學期開學註冊後，至碩博士學位考試申請系統提出「已通過學位考試

本學期將畢業」之申請。截止日：第一學期之 11 月 30 日前，第二學期之 5 月 1 日前

(依學校行事曆，每年日期略有不同) 

file:///C:/Users/user/AppData/Local/Microsoft/Windows/Temporary%20Internet%20Files/Content.Outlook/AppData/Local/Microsoft/Windows/INetCache/Downloads/申請應備表件
https://mail.ntu.edu.tw/owa/redir.aspx?SURL=8SwY0vaxF5xnyjDgeb0q17z618olzzzq8w-t68wJZAFyYAsyf_DSCGgAdAB0AHAAcwA6AC8ALwBtAHkALgBuAHQAdQAuAGUAZAB1AC4AdAB3AC8AcwB5AHMAVgBpAGUAdwAuAGEAcwBwAHgAPwB1AHIAbAA9AGgAdAB0AHAAcwA6AC8ALwBnAHIAYQAxADAAMwAuAGEAYwBhAC4AbgB0AHUALgBlAGQAdQAuAHQAdwAvAGQAZQBnAHIAZQBlAC8A&URL=https%3a%2f%2fmy.ntu.edu.tw%2fsysView.aspx%3furl%3dhttps%3a%2f%2fgra103.aca.ntu.edu.tw%2fdegree%2f
https://gra103.aca.ntu.edu.tw/degree/
https://mail.ntu.edu.tw/owa/redir.aspx?SURL=Q97xtUiD3zoo0JYjhiGQBTiToRFANM49wainlNm1nYVyYAsyf_DSCGgAdAB0AHAAcwA6AC8ALwBnAHIAYQAxADAAMwAuAGEAYwBhAC4AbgB0AHUALgBlAGQAdQAuAHQAdwAvAGQAZQBnAHIAZQBlAC8AJQAyADAAKQACMCUAMgAwACUAMgAwACUAMgAwACUAMABkADIA&URL=https%3a%2f%2fgra103.aca.ntu.edu.tw%2fdegree%2f%2520)%e3%80%82%2520%2520%2520%250d2
file:///C:/Users/user/AppData/Local/Microsoft/Windows/Temporary%20Internet%20Files/Content.Outlook/AppData/Local/Microsoft/Windows/INetCache/Downloads/學位考試_碩博_畢業生成績審核表.doc
file:///C:/Users/user/AppData/Local/Microsoft/Windows/Temporary%20Internet%20Files/Content.Outlook/AppData/Local/Microsoft/Windows/INetCache/Downloads/學位考試_碩博_考試委員名冊.doc
file:///C:/Users/user/AppData/Local/Microsoft/Windows/Temporary%20Internet%20Files/Content.Outlook/AppData/Local/Microsoft/Windows/INetCache/Downloads/學位考試_碩博_撤銷申請書.doc
javascript:parent.onLocalLink('審定書',window.frameElement)
file:///C:/Users/user/AppData/Local/Microsoft/Windows/Temporary%20Internet%20Files/Content.Outlook/AppData/Local/Microsoft/Windows/INetCache/Downloads/學位考試_碩%20博_學位考試口試紀錄表.docx
javascript:parent.onLocalLink('論文格式規範',window.frameElement)
https://mail.ntu.edu.tw/owa/redir.aspx?SURL=8SwY0vaxF5xnyjDgeb0q17z618olzzzq8w-t68wJZAFyYAsyf_DSCGgAdAB0AHAAcwA6AC8ALwBtAHkALgBuAHQAdQAuAGUAZAB1AC4AdAB3AC8AcwB5AHMAVgBpAGUAdwAuAGEAcwBwAHgAPwB1AHIAbAA9AGgAdAB0AHAAcwA6AC8ALwBnAHIAYQAxADAAMwAuAGEAYwBhAC4AbgB0AHUALgBlAGQAdQAuAHQAdwAvAGQAZQBnAHIAZQBlAC8A&URL=https%3a%2f%2fmy.ntu.edu.tw%2fsysView.aspx%3furl%3dhttps%3a%2f%2fgra103.aca.ntu.edu.tw%2fdegree%2f
https://mail.ntu.edu.tw/owa/redir.aspx?SURL=8SwY0vaxF5xnyjDgeb0q17z618olzzzq8w-t68wJZAFyYAsyf_DSCGgAdAB0AHAAcwA6AC8ALwBtAHkALgBuAHQAdQAuAGUAZAB1AC4AdAB3AC8AcwB5AHMAVgBpAGUAdwAuAGEAcwBwAHgAPwB1AHIAbAA9AGgAdAB0AHAAcwA6AC8ALwBnAHIAYQAxADAAMwAuAGEAYwBhAC4AbgB0AHUALgBlAGQAdQAuAHQAdwAvAGQAZQBnAHIAZQBlAC8A&URL=https%3a%2f%2fmy.ntu.edu.tw%2fsysView.aspx%3furl%3dhttps%3a%2f%2fgra103.aca.ntu.edu.tw%2fdegree%2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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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博士】學位考試申辦時程及注意事項 

一、 博士學位考試申請 

第一部分：諮議委員會審核  

學位考試日期兩周前提出，填寫本所「博士論文諮議委員審核表」並附上發表之著作

全文(含 SCI 排名資料)，交至所辦。待本所論文諮議委員會審查通過後，再進行學位

考試。 

第二部分：本校學位考試申請 

 申請日期: 每學期開學日起 

 截止日期：上學期至 11 月 30 日，下學期 4 月 30 日 (實際日期依校行事曆)，但因特

殊原因經指導教授、所長同意者，並填寫學生報告書，簽請教務單位核可延後。 

 申請資格：1.修畢規定之應修科目與學分。2.已通過資格考試。3.已通過論文諮議委

員審核。4.本學期需選修「博士論文」。 

 申請應備表件：1.學位考試申請書 2.畢業生成績審核表。3.學位考試委員名冊。 

※ 撤銷學位考試：如申請學位考試後，因故無法於該學期內舉行，應在 1 月 31 日(上

學期) 或 7 月 31 日(下學期)前填寫「考試撤銷申請書」經指導教授及所長簽章同意，

通知所辦後送交教務分處。逾期未撤銷亦未舉行考試者，以一次不及格論。 

二、準備博士論文口試時程及注意事項  

 最遲口試三週前確定口試時間、地點、口試委員名單，並通知所辦承辦人。  

 最遲口試一週前自行將論文初稿送給達口試委員。 

 口試一週前博士班需張貼「口試公告」於 11 樓電梯口公佈欄。 

 口試一週前製作「口試委員審定書」、「口試記錄表」，交予所辦承辦人。 

三、繳交論文及辦理離校手續 

 論文請依「碩博士學位論文格式規範」排版。論文繳交截止日第 1 學期為 2 月 22 日，

第 2 學期為 8 月 20 日(實際日期依校行事曆)，如必修科目成績及格、論文（紙本及

電子檔）於截止日前交至圖書館即為畢業生，離校手續可視個人時間安排，但辦妥離

校手續後始可領取學位證書。 

 繳交學位論文給圖書館之注意事項 (http://www.lib.ntu.edu.tw/node/103) 

 辦理離所手續：1.填寫畢業生資料卡並回傳。2.繳交畢業論文全文電子檔(.pdf)光碟，

並於光碟上註明學號、姓名，若有延後公開請註明日期。 

 辦理離校手續：進入 myNTU 臺大人入口網站，以計中帳號及密碼登入，在學生專區

/畢業生資訊/畢業生離校手續查詢，參見「離校流程一覽表」之各欄位說明。 

※ 通過學位考試但論文無法如期繳交者或因故須延後畢業： 

1. 務必於 1 月 31 日(上學期) 或 7 月 31 日(下學期)前，至碩博士學位考試申請系統

https://gra103.aca.ntu.edu.tw/degree/提出「已通過學位考試本學期不畢業」之申請。 

2. 論文完成可於下學期開學註冊後，至碩博士學位考試申請系統提出「已通過學位考試

本學期將畢業」之申請。截止日：第一學期之 11 月 30 日，第二學期之 4 月 30 日(依

校行事曆，每學期略有不同)。 

javascript:parent.onLocalLink('應備表件',window.frameElement)
https://mail.ntu.edu.tw/owa/redir.aspx?SURL=5bixy9HwxDwqX78vxfeIlOAa_VgmY56GNsInS3PEXK0PHhUxF1LTCGgAdAB0AHAAcwA6AC8ALwBtAHkALgBuAHQAdQAuAGUAZAB1AC4AdAB3AC8AcwB5AHMAVgBpAGUAdwAuAGEAcwBwAHgAPwB1AHIAbAA9AGgAdAB0AHAAcwA6AC8ALwBnAHIAYQAxADAAMwAuAGEAYwBhAC4AbgB0AHUALgBlAGQAdQAuAHQAdwAvAGQAZQBnAHIAZQBlAC8A&URL=https%3a%2f%2fmy.ntu.edu.tw%2fsysView.aspx%3furl%3dhttps%3a%2f%2fgra103.aca.ntu.edu.tw%2fdegree%2f
file:///C:/Users/user/AppData/Local/Microsoft/Windows/Temporary%20Internet%20Files/Content.Outlook/AppData/Local/Microsoft/Windows/Administrator/Desktop/學位考試文件/學位考試_碩博_畢業生成績審核表.doc
javascript:parent.onLocalLink('考試委員名冊',window.frameElement)
file:///C:/Users/user/AppData/Local/Microsoft/Windows/Temporary%20Internet%20Files/Content.Outlook/AppData/Local/Microsoft/Windows/Administrator/Desktop/學位考試文件/學位考試_碩博_撤銷申請書.doc
file:///C:/Users/user/AppData/Local/Microsoft/Windows/Temporary%20Internet%20Files/Content.Outlook/AppData/Local/Microsoft/Windows/Administrator/Desktop/學位考試文件/學位考試_博班_演講公告範本.ppt
file:///C:/Users/user/AppData/Local/Microsoft/Windows/Temporary%20Internet%20Files/Content.Outlook/AppData/Local/Microsoft/Windows/Administrator/Desktop/學位考試文件/學位考試_碩博_口試委員審定書.doc
file:///C:/Users/user/AppData/Local/Microsoft/Windows/Temporary%20Internet%20Files/Content.Outlook/AppData/Local/Microsoft/Windows/Administrator/Desktop/學位考試文件/學位考試_碩博_口試紀錄表.docx
file:///C:/Users/user/AppData/Local/Microsoft/Windows/Temporary%20Internet%20Files/Content.Outlook/AppData/Local/Microsoft/Windows/Administrator/Desktop/學位考試文件/學位考試委員系所邀請函(參考用).doc
https://mail.ntu.edu.tw/owa/redir.aspx?SURL=pmIV9_BFOy0FG3MWJuxY_iNhCRw_g1SsKSWTNgqmrVGBkBUxF1LTCGgAdAB0AHAAcwA6AC8ALwBtAHkALgBuAHQAdQAuAGUAZAB1AC4AdAB3AC8AcwB5AHMAVgBpAGUAdwAuAGEAcwBwAHgAPwB1AHIAbAA9AGgAdAB0AHAAcwA6AC8ALwBnAHIAYQAxADAAMwAuAGEAYwBhAC4AbgB0AHUALgBlAGQAdQAuAHQAdwAvAGQAZQBnAHIAZQBlAC8A&URL=https%3a%2f%2fmy.ntu.edu.tw%2fsysView.aspx%3furl%3dhttps%3a%2f%2fgra103.aca.ntu.edu.tw%2fdegree%2f
https://mail.ntu.edu.tw/owa/redir.aspx?SURL=pmIV9_BFOy0FG3MWJuxY_iNhCRw_g1SsKSWTNgqmrVGBkBUxF1LTCGgAdAB0AHAAcwA6AC8ALwBtAHkALgBuAHQAdQAuAGUAZAB1AC4AdAB3AC8AcwB5AHMAVgBpAGUAdwAuAGEAcwBwAHgAPwB1AHIAbAA9AGgAdAB0AHAAcwA6AC8ALwBnAHIAYQAxADAAMwAuAGEAYwBhAC4AbgB0AHUALgBlAGQAdQAuAHQAdwAvAGQAZQBnAHIAZQBlAC8A&URL=https%3a%2f%2fmy.ntu.edu.tw%2fsysView.aspx%3furl%3dhttps%3a%2f%2fgra103.aca.ntu.edu.tw%2fdegree%2f
https://gra103.aca.ntu.edu.tw/degree/
https://gra103.aca.ntu.edu.tw/degre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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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大醫學院藥理學研究所 

博士學位候選人資格考核實施辦法 
 

84.09.23.藥理學科所務會議通過 
94.5.2. 93 學年度第六次科所務會議修正 

98.11.25. 98 學年度第四次科所務會議修正 
100.4.20. 99 學年度第六次科所務會議修正 

100.12.07. 100 學年度第三次科所務會議修正 

 

第一條 為提高博士班研究生之研究能力，使具備應有之學養，依國

立臺灣大學博士學位候選人資格考核實施要點規定，訂定本

辦法。 

第二條 須修完本所規定之應修科目與學分始得提出申請。 

第三條 博士班研究生應經資格考試及格，始得提出博士學位論文考

試。 

第四條 資格考試每學期辦理一次，於學期結束前完成考核，考核前

一個月經指導教授同意並檢附英文計畫書向所辦公室提出

申請。 

計畫書內容應包含：(1)研究背景及目標、(2)實驗設計與研

究方法、(3)初步研究成果與討論。 

第五條 資格考核前應組成資格考核委員會，委員三至五名，由助理

教授以上教師擔任。 

第六條 資格考核未通過者，得申請重考一次，但應於 4 年級結束前

完成資格考核，否則應令退學。 

第七條 博士班研究生經資格考試成績及格後，由研究所通知教務單

位。 

第八條 本辦法經所務會議通過，並送教務處備查後，自發布日施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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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大醫學院藥理學研究所博士論文考核實施辦法 
84.9.23.藥理學科所務會議通過 
91.11.6.藥理學科所務會議修正 
97.4.24.藥理學科所務會議修正 

98.11.25.藥理學科所務會議修正 
101.3.27.藥理學科所務會議修正 
102.1.16.藥理學科所務會議修正 

106.5.1.藥理學科務所會議修正 

一、研究所每年在研究生入學後第二年起，每年公開舉辦研究生論文進度報

告，由所長召開。指導教授與論文評議委員，對論文之研究方向、方法、

結果進行諮詢與討論，以協助並監督研究生之論文進度。 

二、研究生必需修完所規定之學分(18 學分以上，逕行修讀博士學位研究生須

滿 30 學分)，經資格考試及格且應符合下列條件方得提出論文口試申請 

1、 至少有二篇以上與博士論文有關之原著刊載(或已接受)於該領域 SCI

排名 50%以內之學術雜誌，申請學生均需為第一作者(若為「共同第一

作者」應以一篇為限)，其中至少有一篇指導老師需為通信作者(若為共

同第一或共同通信作者，則論文應為該領域 20%以內)，另一篇指導老

師至少需為共同作者。 

2、 若論文排名為該領域 50%以外者，則兩篇抵一篇。專利至多可抵一篇

論文，並須檢附指導老師具名之專利內容說明、學生參與的部分及貢

獻度，提交論文諮議委員會審查。 

本款所指專利係已獲得之專利，或登記之美國專利申請案，或登記之

國際專利申請案。 

3、 若發表之論文 SCI Impact Factor 為 10 以上，申請學生為第一作者，指

導老師為通信作者，則只要一篇論文即可提出口試申請。 

4、 論文口試前須先提出申請，並經論文諮議委員會審查通過，而諮議委

員(3-5 人)乃由所長指定組成。 

三、博士學位論文之口試委員(五至七名)，由指導教授提名，經所長同意後報

校聘任。但所長得視需要，經所務會議同意，推薦委員若干人 (不超過所

有委員之半數)。 

四、論文得以中文或英文打字裝釘成冊，於口試時間二週前送達各口試委員。 

五、論文考試時，由考生先做公開簡報，後由口試委員考核並評分。依學位授

予法，論文成績以 100 分為滿分，70 分為及格。但有逾半數委員評定不及

格者，以不及格論。 

六、論文評分及格，研究生應繳交附有考試委員簽字同意之論文，以頒發學位

證書。 

七、本辦法須經所務會議通過，修改時亦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