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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h 1 : 學程簡介 

學程特色 

 
本學程著重於探討癌症發展的根本原則，並藉著中研院基因體研究中心及

中醫大共同合作之資源、師資，組成五大研究學群，由癌症生物學、免疫學、

系統生物學、幹細胞及天然中草藥物等領域切入癌症研究。此外，本學程於胰

臟癌、膠質母細胞瘤、口腔癌、肺癌、三陰性乳癌等預後差、挑戰性高的癌症

治療研究上有獨特之發展優勢，不但有中研院、中醫大相關研究領域之專家學

者領軍，也與中醫大新成立的腫瘤中心、分子醫學中心、新藥開發中心、免疫

中心、幹細胞中心及腦疾病中心合作，整合生物醫學研究所的優秀教研能量致

力於發展出嶄新的癌症治療方式。 

 

歡迎對癌症有興趣，並有志於尖端癌症研究的未來青年科學家加入我們。

本學程能提供第一流的學習、訓練環境與高度熱忱的師資，讓學生接受精準醫

學洗禮，成為領導克服癌症挑戰的新銳研究人才。 

 

 

設立宗旨 
培育藥物研發之國際級人才，發展新穎有效之癌症治療，提高癌症病人存活

率，讓臺灣在國際生醫舞台上發光發熱。 

【博士班】 

 
一、 教育目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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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深入探討癌症生物基礎研究 

2. 結合臨床試驗，致力開發癌症臨床藥物 

3. 培育具有國際觀之研究人才，發展跨國研究合作之能力。 

 

二、 核心能力 

 

1. 具有堅實且前瞻的癌症生物醫學知識。 

2. 能獨立設計並執行癌症生物醫學相關研究。 

3. 建立研究合作之能力。 

4. 具備英語能力與國際觀。 

 

【碩士班】 

 
一、 教育目標 

 

1. 深入探討癌症生物基礎研究。 

2. 培養學生獨立思考、具有發掘及解決問題之能力。 

3. 培育具有國際觀之研究人才。 

 

二、 核心能力 

 

1. 明瞭並熟悉癌症生物醫學知識及相關實驗技術。 

2. 具備獨立思考，搜尋文獻、整理及歸納研究結果之能力。 

3. 具備與研究相關之國際競合與溝通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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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程事務會議委員 

 
依本學程事務會議設置辦法成立本委員會，負責事項如下，法規詳「中國醫藥大學癌症生物

與藥物研發博士學位學程事務會議設置辦法」。 

 
事項 執掌 中研院 

委員 

中醫大 

委員 

執行 1.本學程之統籌規劃 

2.負責教師之延攬、教師權利義務之界定、學程之

發展及督導等 

3.總務及其他與本學程相關之重要事項 

4.統籌及規劃 Retreat 相關事宜 

洪上程 

李宗璘 

施修明 

陳瑞華 

黃雯華 

徐麗芬 

蕭培文 

王紹椿 

吳世欣 

鄭維中 

吳恒祥 

鄧喬方 

課程 1.課程制定及授課教師排訂 

2.博士生之畢業資格相關規定及學生學位授予確認 

3.追蹤考核研究生之學習進展 

4.實驗室實習(Lab Rotation)之安排 

沈家寧 

周玉山 

林于鈴 

王紹椿 

吳世欣 

鄭維中 

吳恒祥 

鄧喬方 

招生 1.訂定入學報考標準 

2.申請入學者之甄選工作 (包括：審核、入學考

試、口試等項目) 

3.決定錄取名單(含備取) 

4.製作招生宣傳資料 (包括招生海報、招生簡章、

學程網頁等項目) 

王書品 

李家偉 

胡春美 

林國儀 

李育儒 

王紹椿 

吳世欣 

鄭維中 

吳恒祥 

鄧喬方 

學生

事務 

1.學生住宿事宜 

2.學生報到、新生訓練、醫療保險等事宜 

3.發放獎學金事宜 

4.提供學生課業上及生活上之諮詢與輔導 

5.指導教授之選擇 

張瑛芝 

謝世良 

謝小燕 

王紹椿 

吳世欣 

鄭維中 

吳恒祥 

鄧喬方 

 

 

https://www.cmu.edu.tw/statute/statute_detail.php?sn=1285
https://www.cmu.edu.tw/statute/statute_detail.php?sn=1285


Ch 2 : 師資介紹 

- 1 - 

 

Ch 2 : 師資介紹 

 

中國醫藥大學 | 學程師資列表 

單位／所別 姓名／職稱 研究領域 Email 網頁 

生物醫學研究所 洪明奇 

講座教授 

校長 

Translational Research, Signaling 

Transduction, Breast Cancer, 

Immune Checkpoint Therapy, 

Resistant Mechanism, Coronavirus 

mhung@mail.c

mu.edu.tw 

連結 

中西醫結合研究

所 

王陸海 

講座教授 

副校長 

Cancer Biology, Oncology, Signal 

Transduction, icrobiology, Virology 

luhaiwang@mail

.cmu.edu.tw 

連結 

中西醫結合研究

所 

吳永昌 

講座教授 

Translational Research on Chinese 

Herbal Medicine and Natural 

Medicinal Products - Functional 

Food and New Drug Development 

yachwu@mail.c

mu.edu.tw 

連結 

生物醫學研究所 王紹椿 

教授 

學程主任 

cancer biology, signal transduction, 

DNA damage and cell proliferation, 

metastasis, immune regulation, cell 

therapy, obesity 

wangsc@mail.h.

org.tw 

scpwang@mail.

cmu.edu.tw 

連結 

生物醫學研究所 余永倫 

教授 

Cancer Epigenetics, Epigenome ylyu@mail.cmu.

edu.tw 

連結 

生物醫學研究所 黃偉謙 

教授 

Pharmacology, Target therapy, Drug 

resistance, Cancer Metabolism, 

Tumor immunology, Cancer stem 

cells, Caner epigenetics, Cancer 

Pharmacology 

whuang@mail.c

mu.edu.tw 

連結 

新藥開發研究所 洪士杰 

教授 

Cancer stem cell, mesenchymal stem 

cell, intestine organoid culture, 

cancer biology, molecular biology, 

epigenetic and transcriptional 

regulation 

hung3340@gma

il.com 

連結 

新藥開發研究所 許翱麟 

教授 

Aging, Cancer detection alhsu@mail.cmu

.edu.tw 

連結 

醫學系藥理科 湯智昕 

教授 

Pharmacology, Cancer 

Pharmacology, Endocrinology 

Pharmacology, Bone metabolism, 

Bone cancer, Tumor metastasis to 

bone, Drug development, Arthritis, 

osteoporosis. 

chtang@mail.cm

u.edu.tw 

連結 

mailto:mhung@mail.cmu.edu.tw
mailto:mhung@mail.cmu.edu.tw
https://president.cmu.edu.tw/president.html
mailto:luhaiwang@mail.cmu.edu.tw
mailto:luhaiwang@mail.cmu.edu.tw
https://president.cmu.edu.tw/vice-president_Wang.html
mailto:yachwu@mail.cmu.edu.tw
mailto:yachwu@mail.cmu.edu.tw
http://webap.cmu.edu.tw/TchEportfolio/index_1/yachwu
mailto:wangsc@mail.cmuh.org.tw
mailto:wangsc@mail.cmuh.org.tw
mailto:scpwang@mail.cmu.edu.tw
mailto:scpwang@mail.cmu.edu.tw
https://scwlab.wordpress.com/
mailto:ylyu@mail.cmu.edu.tw
mailto:ylyu@mail.cmu.edu.tw
http://webap.cmu.edu.tw/TchEportfolio/index_1/ylyu
mailto:whuang@mail.cmu.edu.tw
mailto:whuang@mail.cmu.edu.tw
http://webap.cmu.edu.tw/TchEportfolio/index_1/whuang
mailto:hung3340@gmail.com
mailto:hung3340@gmail.com
http://webap.cmu.edu.tw/TchEportfolio/index_2/hungsc
mailto:alhsu@mail.cmu.edu.tw
mailto:alhsu@mail.cmu.edu.tw
http://webap.cmu.edu.tw/TchEportfolio/index_1/alhsu
mailto:chtang@mail.cmu.edu.tw
mailto:chtang@mail.cmu.edu.tw
http://webap.cmu.edu.tw/TchEportfolio/index_1/chta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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單位／所別 姓名／職稱 研究領域 Email 網頁 

生物醫學研究所 鄭維中 

副教授 

Bioinoformatics, Cancer Genomics, 

Lipidomics 

wccheng@mail.

cmu.edu.tw 

連結 

生物醫學研究所 佘玉萍 

副教授 

Cancer biology, cancer immunity, 

target therapy 

ypsher@mail.cm

u.edu.tw 

ypsher@gmail.c

om 

連結 

生物醫學研究所 馬文隆 

副教授 

Endocrine Organ-Like Tumor 

hypothesis; Bio-Active Lipid; 

Cancer Lipidome; 

maverick@mail.

cmu.edu.tw 

連結 

生物醫學研究所 鄒瑞煌 

副教授 

cancer biology, molecular biology, 

stem cell 

rhchou@mail.c

mu.edu.tw 

連結 

生物醫學研究所 黃文欽 

副教授 

Prostate cancer; 

Lipid/cholesterol/steroid metabolism 

and signaling pathways; Anticancer 

drug development; Nature plant 

products 

huangwc@mail.

cmu.edu.tw 

連結 

生物醫學研究所 吳恒祥 

助理教授 

Cancer biology, Molecular biology, 

Translational medicine 

henghsiungwu@

mail.cmu.edu.tw 

連結 

生物醫學研究所 李培志 

助理教授 

Cancer biology, Molecular biology, 

Translational research, Cancer 

therapy 

pclee@mail.cmu

.edu.tw 

連結 

生物醫學研究所 徐婕琳 

助理教授 

Immunology, microbiology, 

molecular biology, genomic and 

proteomic screening 

jlh@mail.cmu.e

du.tw 

連結 

生物醫學研究所 許榮茂 

助理教授 

Cancer biology, immunotherapy, 

protein arginine methylation 

hsujm@mail.cm

u.edu.tw 

連結 

生物醫學研究所 楊文豪 

助理教授 

Cancer biology, Cancer Immunity, 

Molecular Biology 

why0907@mail.

cmu.edu.tw 

連結 

生物醫學研究所 鄧喬方 

助理教授 

Cancer virology, tumor immunology, 

molecular biology, cell signal 

transduction, translational medicine, 

cancer biomarker 

chiaofangteng@

gmail.com 

連結 

生物醫學工程碩

士學位學程 

劉彥良 

助理教授 

fluorescence microscopy, cancer 

biology, tissue engineering, 

biomaterials, biophysics, non-linear 

optics 

allen.liu@cmu.e

du.tw 

連結 

 

mailto:wccheng@mail.cmu.edu.tw
mailto:wccheng@mail.cmu.edu.tw
http://webap.cmu.edu.tw/TchEportfolio/index_1/wccheng
mailto:ypsher@mail.cmu.edu.tw
mailto:ypsher@mail.cmu.edu.tw
mailto:ypsher@gmail.com
mailto:ypsher@gmail.com
http://webap.cmu.edu.tw/TchEportfolio/index_1/ypsher
mailto:maverick@mail.cmu.edu.tw
mailto:maverick@mail.cmu.edu.tw
http://120.110.158.131:7815/BALRteam/
mailto:rhchou@mail.cmu.edu.tw
mailto:rhchou@mail.cmu.edu.tw
http://webap.cmu.edu.tw/TchEportfolio/index_2/rhchou
mailto:huangwc@mail.cmu.edu.tw
mailto:huangwc@mail.cmu.edu.tw
http://webap.cmu.edu.tw/TchEportfolio/index_1/huangwc
mailto:henghsiungwu@mail.cmu.edu.tw
mailto:henghsiungwu@mail.cmu.edu.tw
http://webap.cmu.edu.tw/TchEportfolio/index_1/henghsiungwu
mailto:pclee@mail.cmu.edu.tw
mailto:pclee@mail.cmu.edu.tw
http://webap.cmu.edu.tw/TchEportfolio/index_3/pclee
mailto:jlh@mail.cmu.edu.tw
mailto:jlh@mail.cmu.edu.tw
http://webap.cmu.edu.tw/TchEportfolio/index_1/jlh
mailto:hsujm@mail.cmu.edu.tw
mailto:hsujm@mail.cmu.edu.tw
http://webap.cmu.edu.tw/TchEportfolio/index_1/hsujm
mailto:why0907@mail.cmu.edu.tw
mailto:why0907@mail.cmu.edu.tw
https://gibs.cmu.edu.tw/faculty_immunology.html
mailto:chiaofangteng@gmail.com
mailto:chiaofangteng@gmail.com
http://webap.cmu.edu.tw/TchEportfolio/index_1/t30313
mailto:allen.liu@cmu.edu.tw
mailto:allen.liu@cmu.edu.tw
https://www.liuscience.ne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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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央研究院 | 學程師資列表 

單位／所別 姓名／職稱 研究領域 Email 網頁 

基因體研究

中心 

洪上程 

特聘研究員 

學程主任 

Carbohydrate Synthesis, 

Glycotechnology, and Glycobiology 

schung@gate.si

nica.edu.tw  

連結  

生物化學研

究所 

陳瑞華 

特聘研究員 

Cancer biology,Cell biology, 

Posttranslational modifications 

rhchen@gate.si

nica.edu.tw  

連結  

農業生物科

技研究中心 

徐麗芬 

特聘研究員 

Natural medicine for cancer therapy, 

Enzyme biotechnology 

jaclyn@gate.sin

ica.edu.tw  

連結  

基因體研究

中心 

謝世良 

特聘研究員 

Host-Pathogen Interaction, tissue 

repair, Immunomodulation 

slhsieh@gate.si

nica.edu.tw  

連結  

基因體研究

中心 

李宗璘 

研究員 

Natural products biosynthesis, 

Synthetic biology, 

Mechanistic/structural enzymology, 

drug discovery 

tlli@gate.sinica

.edu.tw  

連結  

基因體研究

中心 

張瑛芝 

研究員 

Biomimtic smart materials and 

interface; micro- nano-technology; 

liquid biopsy; 3D culture; 

regenerative medicine 

yingchih@gate.

sinica.edu.tw  

連結  

基因體研究

中心 

林國儀 

研究員 

Immunology, B cell biology, 

Antibody biology, Post-translational 

modification in immune system 

kuoilin@gate.si

nica.edu.tw  

連結  

生物醫學科

學研究所 

周玉山 

研究員 

Cancer Genomics, Molecular Cancer 

Biology, Bioinformatics 

jou@ibms.sinic

a.edu.tw  

連結  

生物醫學科

學研究所 

施修明 

研究員 

SUMO modification in cancer, viral 

infection and human diseases 

hmshih@ibms.s

inica.edu.tw  

連結  

生物醫學科

學研究所 

謝小燕 

研究員 

Cell cycle checkpoint, DNA repair, 

genome maintenance, tumor 

suppressors 

sy88@ibms.sini

ca.edu.tw  

連結  

農業生物科

技研究中心 

蕭培文 

研究員 

Herbal Medicine Research, Cancer 

metastasis and plasticity,  

Molecular Vaccine Technology 

pwhsiao@gate.

sinica.edu.tw  
連結  

基因體研究

中心 

沈家寧 

副研究員 

Stem Cell Biology, Cancer Biology, 

Metabolic Diseases 

cnshen@gate.si

nica.edu.tw  

連結  

生物醫學科

學研究所 

王書品 

助研究員 

Molecular Oncology, Cancer 

Epigenetics, Biochemistry, 

Chromatin Biology 

spwang@ibms.

sinica.edu.tw  

連結  

mailto:schung@gate.sinica.edu.tw
mailto:schung@gate.sinica.edu.tw
http://www.genomics.sinica.edu.tw/index.php/tw/schung
mailto:rhchen@gate.sinica.edu.tw
mailto:rhchen@gate.sinica.edu.tw
https://www.ibc.sinica.edu.tw/people/investigators/principal-investigators/ruey-hwa-chen/
mailto:jaclyn@gate.sinica.edu.tw
mailto:jaclyn@gate.sinica.edu.tw
http://abrc.sinica.edu.tw/2010/view2/faculty_E3.php?id=lfshyur
mailto:slhsieh@gate.sinica.edu.tw
mailto:slhsieh@gate.sinica.edu.tw
http://www.genomics.sinica.edu.tw/index.php/tw/hsieh-shie-liang
mailto:tlli@gate.sinica.edu.tw
mailto:tlli@gate.sinica.edu.tw
http://www.genomics.sinica.edu.tw/index.php/tw/li-tsung-lin
mailto:yingchih@gate.sinica.edu.tw
mailto:yingchih@gate.sinica.edu.tw
http://www.genomics.sinica.edu.tw/index.php/tw/chang-ying-chih-
mailto:kuoilin@gate.sinica.edu.tw
mailto:kuoilin@gate.sinica.edu.tw
http://www.genomics.sinica.edu.tw/index.php/tw/lin-kuo-i-
mailto:jou@ibms.sinica.edu.tw
mailto:jou@ibms.sinica.edu.tw
https://www.ibms.sinica.edu.tw/yuh-shan-jou/
mailto:hmshih@ibms.sinica.edu.tw
mailto:hmshih@ibms.sinica.edu.tw
https://www.ibms.sinica.edu.tw/hsiu-ming-shih/
mailto:sy88@ibms.sinica.edu.tw
mailto:sy88@ibms.sinica.edu.tw
https://www.ibms.sinica.edu.tw/sheau-yann-shieh/
mailto:pwhsiao@gate.sinica.edu.tw
mailto:pwhsiao@gate.sinica.edu.tw
http://abrc.sinica.edu.tw/pi/?id=pwh&lang=ch
mailto:cnshen@gate.sinica.edu.tw
mailto:cnshen@gate.sinica.edu.tw
http://www.genomics.sinica.edu.tw/index.php/tw/shen-chia-ning-11554
mailto:spwang@ibms.sinica.edu.tw
mailto:spwang@ibms.sinica.edu.tw
https://www.ibms.sinica.edu.tw/shu-ping-wa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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單位／所別 姓名／職稱 研究領域 Email 網頁 

生物醫學科

學研究所 

李家偉 

助研究員 

Cancer immunotherapy, Antibody 

discovery, Cancer metastasis 

cwli@ibms.sini

ca.edu.tw  

連結  

生物醫學科

學研究所 

李育儒 

助研究員 

Cancer Genetics;  

Cancer Signaling, Post-translational 

Modifications, Non-coding RNAs;  

Cancer Biology, 

Targeted/Immunotherapy 

yrlee@ibms.sin

ica.edu.tw  
連結 

基因體研究

中心 

黃雯華 

助研究員 

Circadian biology, cancer biology, 

molecular biology, transcriptional 

regulation 

wendyhv@gate

.sinica.edu.tw  

連結  

基因體研究

中心 

胡春美 

助研究員 

Pancreatic/ breast cancer bilogy; 

tumor microenviroment; Nucleotide 

metabolism; Glucose metabolism; O-

GlcNAcylation regulation, Targeted 

therapy; Developing methods for 

ulta-high-throughput drug screening 

cmhu1220@gat

e.sinica.edu.tw  

連結  

農業生物科

技研究中心 

林于鈴 

助研究員 

Natural product for cancer 

immunotherapy, nanomedicine 

lyring@gate.sin

ica.edu.tw  

連結  

mailto:cwli@ibms.sinica.edu.tw
mailto:cwli@ibms.sinica.edu.tw
https://www.ibms.sinica.edu.tw/chia-wei-li/
mailto:yrlee@ibms.sinica.edu.tw
mailto:yrlee@ibms.sinica.edu.tw
https://www.ibms.sinica.edu.tw/lee-yu-ru/
mailto:wendyhv@gate.sinica.edu.tw
mailto:wendyhv@gate.sinica.edu.tw
http://www.genomics.sinica.edu.tw/index.php/tw/hwang-verslues-wendy
mailto:cmhu1220@gate.sinica.edu.tw
mailto:cmhu1220@gate.sinica.edu.tw
http://www.genomics.sinica.edu.tw/index.php/tw/hu-chun-mei
mailto:lyring@gate.sinica.edu.tw
mailto:lyring@gate.sinica.edu.tw
http://abrc.sinica.edu.tw/pi/?id=lyring&lang=c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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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群分組【Therapeutics & Pharmacology】 
單位／所別 師資 研究領域 Email 

CMU 生物醫學研究所 洪明奇 
Translational Research, Signaling Transduction, Breast Cancer, 

Immune Checkpoint Therapy, Resistant Mechanism, Coronavirus 
mhung@cmu.edu.tw 

CMU 中西醫結合研究所 王陸海 
Cancer Biology, Oncology, Signal Transduction, Microbiology, 

Virology 
luhaiwang@mail.cmu.edu.tw 

CMU 醫學系藥理科 湯智昕 
Pharmacology, Cancer Pharmacology, Endocrinology 

Pharmacology, Bone metabolism, Bone cancer, Tumor metastasis 

to bone, Drug development, Arthritis, osteoporosis. 

chtang@mail.cmu.edu.tw 

CMU 新藥開發研究所 許翱麟 Aging, Cancer detection alhsu@mail.cmu.edu.tw 

CMU 生物醫學研究所 鄧喬方 
Cancer virology, tumor immunology, molecular biology, cell signal 

transduction, translational medicine, cancer biomarker 
chiaofangteng@gmail.com 

CMU 生物醫學研究所 劉彥良 
fluorescence microscopy, cancer biology, tissue engineering, 

biomaterials, biophysics, non-linear optics 
allen.liu@cmu.edu.tw 

CMU 生物醫學研究所 黃偉謙 
Pharmacology, Target therapy, Drug resistance, Cancer 

Metabolism, Tumor immunology, Cancer stem cells, Caner 

epigenetics, Cancer Pharmacology 

whuang@mail.cmu.edu.tw  

CMU 生物醫學研究所 黃文欽 
Prostate cancer; Lipid/cholesterol/steroid metabolism and signaling 

pathways; Anticancer drug development; Nature plant products 
huangwc@mail.cmu.edu.tw 

CMU 生物醫學研究所 馬文隆 
Endocrine Organ-Like Tumor hypothesis; Bio-Active Lipid; 

Cancer Lipidome;  
maverick@mail.cmu.edu.tw 

CMU 生物醫學研究所 李培志 
Cancer biology, Molecular biology, Translational research, Cancer 

therapy 
pclee@mail.cmu.edu.tw 

CMU 生物醫學研究所 吳恒祥 Cancer biology, Molecular biology, Translational medicine henghsiungwu@mail.cmu.edu.tw 

CMU 生物醫學研究所 王紹椿 
cancer biology, signal transduction, DNA damage and cell 

proliferation, metastasis, immune regulation, cell therapy, obesity 

wangsc@mail.cmuh.org.tw /  

scpwang@mail.cmu.edu.tw 

CMU 中西醫結合研究所 吳永昌 
Translational Research on Chinese Herbal Medicine and Natural 

Medicinal Products - Functional Food and New Drug Development 
yachwu@mail.cmu.edu.tw 

AS 農業生物科技研究中

心 
蕭培文 

Herbal Medicine Research, Cancer metastasis and plasticity,  

Molecular Vaccine Technology 
pwhsiao@gate.sinica.edu.tw 

AS 農業生物科技研究中

心 
徐麗芬 Natural medicine for cancer therapy, Enzyme biotechnology jaclyn@gate.sinica.edu.tw 

mailto:whuang@mail.cmu.edu.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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單位／所別 師資 研究領域 Email 

AS 農業生物科技研究中

心 
林于鈴 Natural product for cancer immunotherapy, nanomedicine lyring@gate.sinica.edu.tw 

AS 基因體研究中心 胡春美 

Pancreatic/ breast cancer bilogy; tumor microenviroment; 

Nucleotide metabolism; Glucose metabolism; O-GlcNAcylation 

regulation, Targeted therapy; Developing methods for ulta-high-

throughput drug screening 

cmhu1220@gate.sinica.edu.tw 

AS 基因體研究中心 洪上程 Carbohydrate Synthesis, Glycotechnology, and Glycobiology schung@gate.sinica.edu.tw 

AS 基因體研究中心 沈家寧 Stem Cell Biology, Cancer Biology, Metabolic Diseases cnshen@gate.sinica.edu.tw 

AS 基因體研究中心 李宗璘 
Natural products biosynthesis, Synthetic biology, 

Mechanistic/structural enzymology, drug discovery 
tlli@gate.sinica.edu.tw 

AS 生物醫學科學研究所 王書品 
Molecular Oncology, Cancer Epigenetics, Biochemistry, 

Chromatin Biology 
spwang@ibms.sinica.edu.tw 

AS 生物醫學科學研究所 李育儒 
Cancer Genetics; Cancer Signaling, Post-translational 

Modifications, Non-coding RNAs; Cancer Biology, 

Targeted/Immunotherapy 

yrlee@ibms.sinica.edu.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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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群分組【Biotechnology & Bioinformatics】 
單位／所別 師資 研究領域 Email 

CMU 生物醫學研究所 鄭維中 Bioinoformatics, Cancer Genomics, Lipidomics wccheng@mail.cmu.edu.tw 

CMU 生物醫學研究所 劉彥良 
fluorescence microscopy, cancer biology, tissue engineering, 

biomaterials, biophysics, non-linear optics 
allen.liu@cmu.edu.tw 

CMU 中西醫結合研究所 王陸海 
Cancer Biology, Oncology, Signal Transduction, Microbiology, 

Virology 
luhaiwang@mail.cmu.edu.tw 

CMU 中西醫結合研究所 吳永昌 
Translational Research on Chinese Herbal Medicine and Natural 

Medicinal Products - Functional Food and New Drug Development 
yachwu@mail.cmu.edu.tw 

AS 基因體研究中心 張瑛芝 
Biomimtic smart materials and interface; micro- nano-technology; 

liquid biopsy; 3D culture; regenerative medicine 
yingchih@gate.sinica.edu.tw 

AS 生物醫學科學研究所 周玉山 Cancer Genomics, Molecular Cancer Biology, Bioinformatics jou@ibms.sinica.edu.tw 

學群分組【Immunology & Virology】 
單位／所別 師資 研究領域 Email 

CMU 生物醫學研究所 洪明奇 
Translational Research, Signaling Transduction, Breast Cancer, 

Immune Checkpoint Therapy, Resistant Mechanism, Coronavirus 
mhung@cmu.edu.tw 

CMU 生物醫學研究所 王紹椿 
cancer biology, signal transduction, DNA damage and cell 

proliferation, metastasis, immune regulation, cell therapy, obesity 

wangsc@mail.cmuh.org.tw; 

scpwang@mail.cmu.edu.tw 

CMU 生物醫學研究所 徐婕琳 
Immunology, microbiology, molecular biology, genomic and 

proteomic screening 
jlh@mail.cmu.edu.tw 

CMU 生物醫學研究所 鄧喬方 
Cancer virology, tumor immunology, molecular biology, cell signal 

transduction, translational medicine, cancer biomarker 
chiaofangteng@gmail.com 

AS 生物醫學科學研究所 李家偉 Cancer immunotherapy, Antibody discovery, Cancer metastasis cwli@ibms.sinica.edu.tw 

AS 農業生物科技研究中

心 
林于鈴 Natural product for cancer immunotherapy, nanomedicine lyring@gate.sinica.edu.tw 

AS 基因體研究中心 謝世良 Host-Pathogen Interaction, tissue repair, Immunomodulation slhsieh@gate.sinica.edu.tw 

AS 基因體研究中心 林國儀 
Immunology, B cell biology, Antibody biology, Post-translational 

modification in immune system 
kuoilin@gate.sinica.edu.tw 

學群分組【Genetics & Epigenetics】 
單位／所別 師資 研究領域 Email 

mailto:kuoilin@gate.sinica.edu.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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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MU 新藥開發研究所 洪士杰 
Cancer stem cell, mesenchymal stem cell, intestine organoid 

culture, cancer biology, molecular biology, epigenetic and 

transcriptional regulation 

hung3340@gmail.com 

CMU 新藥開發研究所 許翱麟 Aging, Cancer detection alhsu@mail.cmu.edu.tw 

CMU 生物醫學研究所 余永倫 Cancer Epigenetics, Epigenome ylyu@mail.cmu.edu.tw 

CMU 生物醫學研究所 黃偉謙 
Pharmacology, Target therapy, Drug resistance, Cancer 

Metabolism, Tumor immunology, Cancer stem cells, Caner 

epigenetics, Cancer Pharmacology 

whuang@mail.cmu.edu.tw  

CMU 生物醫學研究所 鄒瑞煌 cancer biology, molecular biology, stem cell rhchou@mail.cmu.edu.tw 

CMU 生物醫學研究所 鄭維中 Bioinoformatics, Cancer Genomics, Lipidomics wccheng@mail.cmu.edu.tw 

AS 基因體研究中心 胡春美 

Pancreatic/ breast cancer bilogy; tumor microenviroment; 

Nucleotide metabolism; Glucose metabolism; O-GlcNAcylation 

regulation, Targeted therapy; Developing methods for ulta-high-

throughput drug screening 

cmhu1220@gate.sinica.edu.tw 

AS 生物醫學科學研究所 王書品 
Molecular Oncology, Cancer Epigenetics, Biochemistry, 

Chromatin Biology 
spwang@ibms.sinica.edu.tw 

AS 生物醫學科學研究所 謝小燕 
Cell cycle checkpoint, DNA repair, genome maintenance, tumor 

suppressors 
sy88@ibms.sinica.edu.tw 

AS 生物醫學科學研究所 李育儒 
Cancer Genetics; Cancer Signaling, Post-translational 

Modifications, Non-coding RNAs; Cancer Biology, 

Targeted/Immunotherapy 

yrlee@ibms.sinica.edu.tw  

學群分組【Tumor Biology】 
單位／所別 師資 研究領域 Email 

CMU 生物醫學研究所 洪明奇 
Translational Research, Signaling Transduction, Breast Cancer, 

Immune Checkpoint Therapy, Resistant Mechanism, Coronavirus 
mhung@cmu.edu.tw 

CMU 中西醫結合研究所 王陸海 
Cancer Biology, Oncology, Signal Transduction, Microbiology, 

Virology 
luhaiwang@mail.cmu.edu.tw 

CMU 生物醫學研究所 王紹椿 
cancer biology, signal transduction, DNA damage and cell 

proliferation, metastasis, immune regulation, cell therapy, obesity 

wangsc@mail.cmuh.org.tw /  

scpwang@mail.cmu.edu.tw 

CMU 新藥開發研究所 洪士杰 
Cancer stem cell, mesenchymal stem cell, intestine organoid 

culture, cancer biology, molecular biology, epigenetic and 

transcriptional regulation 

hung3340@gmail.com 

mailto:whuang@mail.cmu.edu.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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單位／所別 師資 研究領域 Email 

CMU 醫學系藥理科 湯智昕 
Pharmacology, Cancer Pharmacology, Endocrinology 

Pharmacology, Bone metabolism, Bone cancer, Tumor metastasis 

to bone, Drug development, Arthritis, osteoporosis. 

chtang@mail.cmu.edu.tw 

CMU 生物醫學研究所 余永倫 Cancer Epigenetics, Epigenome ylyu@mail.cmu.edu.tw 

CMU 生物醫學研究所 黃偉謙 
Pharmacology, Target therapy, Drug resistance, Cancer 

Metabolism, Tumor immunology, Cancer stem cells, Caner 

epigenetics, Cancer Pharmacology 

whuang@mail.cmu.edu.tw  

CMU 生物醫學研究所 鄒瑞煌 cancer biology, molecular biology, stem cell rhchou@mail.cmu.edu.tw 

CMU 生物醫學研究所 馬文隆 
Endocrine Organ-Like Tumor hypothesis; Bio-Active Lipid; 

Cancer Lipidome;  
maverick@mail.cmu.edu.tw 

CMU 生物醫學研究所 黃文欽 
Prostate cancer; Lipid/cholesterol/steroid metabolism and signaling 

pathways; Anticancer drug development; Nature plant products 
huangwc@mail.cmu.edu.tw 

CMU 生物醫學研究所 佘玉萍 Cancer biology, cancer immunity, target therapy 
ypsher@mail.cmu.edu.tw; 

ypsher@gmail.com 

CMU 生物醫學研究所 吳恒祥 Cancer biology, Molecular biology, Translational medicine henghsiungwu@mail.cmu.edu.tw 

CMU 生物醫學研究所 徐婕琳 
Immunology, microbiology, molecular biology, genomic and 

proteomic screening 
jlh@mail.cmu.edu.tw 

CMU 生物醫學研究所 楊文豪 Cancer biology, Cancer Immunity, Molecular Biology why0907@mail.cmu.edu.tw 

CMU 生物醫學研究所 李培志 
Cancer biology, Molecular biology, Translational research, Cancer 

therapy 
pclee@mail.cmu.edu.tw 

CMU 生物醫學研究所 許榮茂 Cancer biology, immunotherapy, protein arginine methylation hsujm@mail.cmu.edu.tw 

CMU 生物醫學研究所 鄧喬方 
Cancer virology, tumor immunology, molecular biology, cell signal 

transduction, translational medicine, cancer biomarker 
chiaofangteng@gmail.com 

CMU 生物醫學研究所 劉彥良 
fluorescence microscopy, cancer biology, tissue engineering, 

biomaterials, biophysics, non-linear optics 
allen.liu@cmu.edu.tw 

AS 生物醫學科學研究所 王書品 
Molecular Oncology, Cancer Epigenetics, Biochemistry, 

Chromatin Biology 
spwang@ibms.sinica.edu.tw 

AS 生物醫學科學研究所 李家偉 Cancer immunotherapy, Antibody discovery, Cancer metastasis cwli@ibms.sinica.edu.tw 

AS 生物醫學科學研究所 李育儒 
Cancer Genetics; Cancer Signaling, Post-translational 

Modifications, Non-coding RNAs; Cancer Biology, 

Targeted/Immunotherapy 

yrlee@ibms.sinica.edu.tw  

mailto:whuang@mail.cmu.edu.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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單位／所別 師資 研究領域 Email 

AS 基因體研究中心 沈家寧 Stem Cell Biology, Cancer Biology, Metabolic Diseases cnshen@gate.sinica.edu.tw 

AS 生物醫學科學研究所 周玉山 Cancer Genomics, Molecular Cancer Biology, Bioinformatics jou@ibms.sinica.edu.tw 

AS 生物醫學科學研究所 施修明 SUMO modification in cancer, viral infection and human diseases hmshih@ibms.sinica.edu.tw 

AS 基因體研究中心 胡春美 

Pancreatic/ breast cancer bilogy; tumor microenviroment; 

Nucleotide metabolism; Glucose metabolism; O-GlcNAcylation 

regulation, Targeted therapy; Developing methods for ulta-high-

throughput drug screening 

cmhu1220@gate.sinica.edu.tw 

AS 農業生物科技研究中

心 
徐麗芬 Natural medicine for cancer therapy, Enzyme biotechnology jaclyn@gate.sinica.edu.tw 

AS 生物化學研究所 陳瑞華 Cancer biology,Cell biology, Posttranslational modifications rhchen@gate.sinica.edu.tw 

AS 基因體研究中心 黃雯華 
Circadian biology, cancer biology, molecular biology, 

transcriptional regulation 
wendyhv@gate.sinica.edu.tw 

AS 農業生物科技研究中

心 
蕭培文 

Herbal Medicine Research, Cancer metastasis and plasticity,  

Molecular Vaccine Technology 
pwhsiao@gate.sinica.edu.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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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h 3 : 新生註冊須知 

110 學年度第一學期 研究所新生註冊須知 
一、網路註冊須備資料 

 1.製作學生證：2 吋--正面/脫帽--證件相片電子檔(.jpg) 

 2.建立帳戶：帳戶姓名須為學生本人 

二、尚未依報考身分繳交學歷證件者：請於 8/9 前繳寄 

三、9/13 開學後可領回已繳交之畢業證書 

四、＊為必須辦理事項，其餘提供學生參閱辦理 

項次 辦理事項 辦理期限 
承辦單位 (諮詢

22053366*分機) 

1＊ 

 【網路註冊】學號載明於由學校寄發的

新生註冊 Email (7/29 寄) 

 ※帳號資料建檔說明 

110/8/2(一) 9:00 ~ 

110/8/9(一) 17:00 

網路註冊-研究生事務

處(1160、1161、

1162、1163) 

帳號建檔說明-學務處 

(1237 徐小姐) 

2＊ 

 學雜費【繳費單列印(繳費方式說明)】 

 (1)一般生：自行列印繳費單繳費 

 (2)辦理就學貸款學生：繳交臺銀對保後之

貸款申請/撥款通知書第二聯單 

 (3)辦理各類減免優待學生：確認財務室已

扣除減免金額，再列印繳費單繳費 

 ※辦理減免/就貸繳費流程  

 ※學雜費退費標準表 

110/8/1 ~ 110/8/10 財務室(1036 何小姐) 

3  兵役狀況調查表(男生) 
於網路註冊系統下載自行

繳交至軍輔組  

學務處 

軍訓暨生活輔導組

(1210 嚴先生) 

4＊ 

 【選課】 

 驗證模式→學生資訊系統 

 帳號→學號 

 密碼→本國生：預設為西元年生日八碼 

   →境外生(含外國學生、僑生、陸

生)：預設為西元年生日八碼 

110/9/3(五) 12:30 ~ 

110/9/7(二) 13:00 

研究生事務處 

1160、1161、1162、

1163 

5 

 休學申請  (法規條文) 

 (1)完成註冊手續。 

 (2)線上申請休學：【新生專區→學生資訊系

統(驗證模式：學生資訊系統密碼)→各項申請

→休學申請】，填妥資料後送出申請。 

 保留學籍 (申請程序請另洽研究生事務處) 

 (1)逕修讀博士學位學生，不得申請保留入學

資格。 

110/8/9 前辦理，免繳學

雜費. 

https://freshman.cmu.edu.tw/new/zh-hant/node/162
http://vwebap02.cmu.edu.tw/std_reg/
https://freshman.cmu.edu.tw/new/sites/default/files/1.%E6%96%B0%E7%94%9F%E5%B8%B3%E8%99%9F%E8%B3%87%E6%96%99%E5%BB%BA%E6%AA%94%E8%AA%AA%E6%98%8E.pdf
http://adm02.cmu.edu.tw/fees.html
https://freshman.cmu.edu.tw/new/sites/default/files/u20/%E4%B8%AD.%E5%8C%97-%E8%B3%8706-1_1101%E8%A8%BB%E5%86%8A%E7%B9%B3%E8%B2%BB%E6%B5%81%E7%A8%8B%E5%9C%96.pdf
https://freshman.cmu.edu.tw/new/sites/default/files/u20/%E4%B8%AD.%E5%8C%97-%E8%B3%8706-3_1101%E9%80%80%E8%B2%BB%E6%A8%99%E6%BA%96%E8%A1%A8.pdf
https://web1.cmu.edu.tw/sel_course.aspx
https://www.cmu.edu.tw/statute/statute_detail.php?sn=6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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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次 辦理事項 辦理期限 
承辦單位 (諮詢

22053366*分機) 

 (2)產業博士學位學程第一年之碩士班入學新

生，不得申請保留入學資格或休學。 

6 

 申辦【就學貸款】： 

 (1)臺銀登錄與對保 

 (2)郵寄對保第 2 聯單至學務處軍輔組 

1. 一般生請於註冊截止

日完成前辦理。 

2. 在職專班學生，請選

課確認後，再辦理就學貸

款。 

學務處 

軍訓暨生活輔導組 

(1237 徐小姐) 

7  各類學生【就學(優待)減免】 
請於註冊截止日前完成辦

理。 

8 
 大專校院弱勢學生助學計畫【弱勢助學

金】申請 
110/9/13 ~ 110/10/15 

學務處 

軍訓暨生活輔導組 

(1231 呂小姐) 
9 

 大專校院弱勢學生助學計畫【生活助學

金】申請  
110/9/6 ~ 110/9/30 

10  校內各項獎助學金申請 110/9/13 ~ 110/10/1 

11  校外各項獎助學金申請 
依各獎助學金規定期限辦

理 

學務處 

軍訓暨生活輔導組 

(1240 劉小姐) 

12＊  新生體檢 

可至本校附設醫院健康醫

學中心預約。 

或自行選擇醫療機構(區

域級以上)受檢，於開學

後一週內，繳交三個月內

有效之體檢報告至健康中

心。 

學務處 

健康中心 (1250 劉小

姐) 

13 

 學分抵免 (法規條文) 

 (1)線上申請：【新生專區→學生資訊系統

(驗證模式：學生資訊系統密碼)→各項申請→

抵免申請】，填妥資料後送出申請，列印「抵

免學分申請表」。 

 (2)「抵免學分申請表」+「歷年成績單或成

績證明」→繳交至系所辦公室。 

 ※限申請一次 

110/8/10~ 110/8/31 各系所辦公室 

四、其他訊息... 

 1.110 學年度行事曆, 開學日:9 月 13 日  

 2.本校(週邊)停車資訊 

 3.歡迎加入→臉書：研究生事務 

https://freshman.cmu.edu.tw/new/sites/default/files/6.%E5%B0%B1%E5%AD%B8%E8%B2%B8%E6%AC%BE%E7%9B%B8%E9%97%9C%E4%BD%9C%E6%A5%AD%E8%AA%AA%E6%98%8E%E8%88%87%E6%AD%A5%E9%A9%9F.pdf
https://freshman.cmu.edu.tw/new/sites/default/files/7.%E5%90%84%E9%A1%9E%E5%AD%B8%E7%94%9F%E5%B0%B1%E5%AD%B8%E5%84%AA%E5%BE%85%E6%B8%9B%E5%85%8D%E8%BE%A6%E6%B3%95%E8%AA%AA%E6%98%8E%E5%8F%8A%E8%A3%9C%E5%8A%A9%E6%A8%99%E6%BA%96%E8%A1%A8.pdf
https://freshman.cmu.edu.tw/new/sites/default/files/u20/%E4%B8%AD.%E5%8C%97-%E8%B3%8710_1101%E5%BC%B1%E5%8B%A2%E5%8A%A9%E5%AD%B8%E9%87%91%E8%BE%A6%E7%90%86%E9%A0%88%E7%9F%A5.pdf
https://freshman.cmu.edu.tw/new/sites/default/files/u20/%E4%B8%AD.%E5%8C%97-%E8%B3%8710_1101%E5%BC%B1%E5%8B%A2%E5%8A%A9%E5%AD%B8%E9%87%91%E8%BE%A6%E7%90%86%E9%A0%88%E7%9F%A5.pdf
https://freshman.cmu.edu.tw/new/sites/default/files/u20/%E4%B8%AD.%E5%8C%97-%E8%B3%8711_1101%E7%94%9F%E6%B4%BB%E5%8A%A9%E5%AD%B8%E9%87%91%E8%BE%A6%E7%90%86%E9%A0%88%E7%9F%A5.pdf
https://freshman.cmu.edu.tw/new/sites/default/files/u20/%E4%B8%AD.%E5%8C%97-%E8%B3%8711_1101%E7%94%9F%E6%B4%BB%E5%8A%A9%E5%AD%B8%E9%87%91%E8%BE%A6%E7%90%86%E9%A0%88%E7%9F%A5.pdf
https://freshman.cmu.edu.tw/new/sites/default/files/u20/%E4%B8%AD.%E5%8C%97-%E8%B3%8712_1101%E6%A0%A1%E5%85%A7%E5%90%84%E9%A0%85%E7%8D%8E%E5%8A%A9%E5%AD%B8%E9%87%91%E7%94%B3%E8%AB%8B.pdf
https://freshman.cmu.edu.tw/new/sites/default/files/u20/%E4%B8%AD.%E5%8C%97-%E8%B3%8713_1101%E6%A0%A1%E5%A4%96%E5%90%84%E9%A0%85%E7%8D%8E%E5%8A%A9%E5%AD%B8%E9%87%91%E7%94%B3%E8%AB%8B.pdf
https://cmuhc.cmu.edu.tw/page/53
https://www.cmu.edu.tw/statute/statute_detail.php?sn=66
https://president.cmu.edu.tw/calendar_110.html
https://cmumoney.cmu.edu.tw/?q=zh-hant/node/17
https://www.facebook.com/groups/85039617168447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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抵免/免修申請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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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醫藥大學學生辦理抵免學分要點 
中華民國 108 年 7 月 4 日教育部臺教高(二)字第 1080087723 號函准予備查（第 4.6 點） 

中華民國 108 年 7 月 11 日明教字第 1080009512 號函公布中華民國 108 年 7 月 11 日明教字第 1080009512 號函公布 

 

一、 本校為明確辦理學生學分抵免事宜，依據大學法第 28 條規定，特訂定「學生辦理抵

免學分要點」（以下簡稱本要點）。 

二、 各系、所辦理抵免學分，應依本要點辦理。 

三、 申請抵免學分學生包括： 

（一）轉學（系）生。 

（二）重考、重新入學及其他新生。 

（三）修讀本校推廣教育學分班並取得學分證明之學生（須依所屬系所相關規定辦

理）。 

（四）預先修習碩、博士班課程成績達七十分(B-)，且學分未列入畢業最低學分數

內，而持有證明者。 

（五）碩、博士班錄取生，預先修讀課程者。（成績達七十分(B-)之科目始得抵免） 

（六）雙聯學制學生。 

（七）學生在學期間出境修習相關科目，經依規定採認者。 

（八）學士後中醫學系學生具教育部認可之國內外大學醫學系畢業且有醫師執照。 

四、 抵免學分規定： 

（一）修讀學士學位學生之學分抵免依下列規定辦理： 

1.轉學（系）生抵免總數以轉入年級前該系應修學分總數為原則，並由學系輔導評估

並經學生同意後，專案簽請教務長核准調整至適當年級，其修業年限以調整後之年級

計算，並應符合大學法修業年限規定。 

2.重考或重新入學之新生，以抵免該系一年級所開之科目為原則，且抵免後該學期所

修學分數不得低於規定之下限學分數。 

3.未具學士學位之新生，經核准抵免學分數達該學系課程學分總數三分之二以上，得

由學系主任審核，專案簽請教務長核准後，提高編級至適當年級，惟至少須修業二學

年。 

4.已具學士學位之新生申請抵免科目，得由學系主任審核，專案簽請教務長核准後，

提高編級至適當年級，惟至少須修業二學年。 

5.已具碩士學位以上之新生申請抵免科目，得由學系主任審核，另案簽經教務長核准

後，提高編級至適當年級，惟至少須修業一學年。 

6.入學前已修習軍訓成績及格者，其課程抵免依軍訓暨生活輔導組規定辦理審核。 

7.入學前已修習體育成績及格者，其課程抵免依「中國醫藥大學學生抵免體育課程作

業要點」辦理。 

（二）修讀碩、博士學位研究生之學分抵免依下列規定辦理： 

1.碩士班研究生於修讀學士學位期間，選修碩士班課程成績達七十分(B-)，且該課程

學分未計入其學士班規定之畢業學分數者，得申請抵免。 

2.博士班研究生於修讀碩士學位期間，選修博士班課程成績達七十分(B-)，且該課程

學分未計入其碩士班規定之畢業學分數者，得申請抵免。 

3.第一、二目之課程學分，已計入其取得學士、碩士學位時規定之畢業學分數者，不

得再申請抵免；惟得經就讀研究所審核後，准予免修。 

4.各系、所、學位學程委託本校推廣教育中心開辦學分班之課程，得予抵免。 

5.論文不得抵免或免修。 

6.依本條規定核予免修科目之學分，均不計入現就讀研究所之畢業學分。 

https://www.cmu.edu.tw/statute/statute_detail.php?sn=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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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抵免學分之原則： 

（一）共同科目或轉學考試應考科目先抵，專業科目後抵。 

（二）以科目名稱、學分及內容均相同者為原則，學分相同而科目名稱不同，但內容

性質相近者，學生應提供相關課程資料，由授課教師及系主任審核認定之。 

（三）學分不同之科目抵免︰ 

1.以多抵少者，抵免後，以少學分登記。 

2.以少抵多者不得抵免，如申請抵免之科目為學年課程，得申請抵免一學期學分，並

由就讀系所及授課單位依已修讀課程內容核定抵免之學期。 

（四）通識課程之抵免，依本校通識教育中心之課程規劃為依據，歸屬相同領域者始

得認列其科目學，依本校「通識教育中心辦理學生通識教育課程抵免學分審查原則」

辦理。 

（五）二年制學系學生：限修讀本校二年制學系開設之課程，或二年制學系委託本校

推廣教育中心開辦學分班之課程。 

（六）五專一至三年級視同高中職階段，其修習之科目學分不得抵免，五專四、五年

級修習及格之科目得酌情抵免。 

（七）修業期間如因重(補)修科目名稱(學分)異動者，得修習新制課程抵之；其學分

數不足者，需經系所主管同意，加修性質相近課程學分合抵之；惟多餘之學分數以不

得認列為畢業學分為原則。 

（八）提高編級限於入學之當學期辦理，提高編級學生應修讀之必選修科目及畢業學

分數以符合編入學年班之規定為原則。 

(九) 持本校推廣教育學分班核發之學分證明者，其抵免後在校修業，不得少於該學

制修業期限二分之一，且不得少於一年。 

六、 抵免學分之申請與流程： 

（一）抵免學分之申請於入（轉）學註冊後辦理，以辦理一次為原則。 

（二）申請學生須填具抵免學分表並附相關證件，畢(肄)業生附歷年成績表(肄業生另

附轉學或修業證明書)或推廣教育中心學分證明書，至各系所辦理初審。 

（三）初審完成後，各系所彙集抵免學分表送交教務處進行複審。複審完畢，經教務

長核定後；登錄於各生歷年成績表。 

七、 各學系及研究所得自訂抵免規則，經系所相關會議通過及本校課程委員會核備後實

施；系所有較嚴格規定者，所屬學生應從其規定。各學系及研究所並得依自訂之規

則，核定申請案之科目抵免或免修及抵免之學分數。 

八、 抵免學分之登錄：應將抵免科目學分（成績免錄）登記於歷年成績表，並註明入學之

相關學籍資料。 

九、 凡符合教育部採認規定之國外大學院校修讀之科目學分，得依本要點有關規定酌予抵

免。 

「臺灣地區與大陸地區人民關係條例」於 99 年 9 月 3 日修正生效後，於當學期或以

後學期入學於大陸地區高等學校就讀，符合「大陸地區學歷採認辦法」者，得依本要

點有關規定酌予抵免。 

99 學年度第 2 學期起本校學生經學術交流至教育部所列大陸地區學校認可名冊，非

醫療法所稱醫事人員相關科系短期研修學分，且符合大學法施行細則第 23 條規定

者，得依本要點有關規定酌予抵免。 

十、 各系所應本公平原則及教學理念辦理抵免事宜。 

十一、 本要點經教務會議通過，陳請校長發布實施，並報教育部備查，修訂時亦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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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h 4 : 校級研究生修業規定 
 

中國醫藥大學研究生修業規定 
 

中華民國 109 年 3 月 12 日 108 學年度第 4 次研究生教育委員會議修正通過 

中華民國 109 年 3 月 27 日明究字第 1090003362 號函公布 

 

一、 本校為統一規範研究生之學習與研究等相關事務，以利研究生遵循辦理，特訂定「研究生

修業規定」(以下簡稱本規定)。 

二、 課程修習 

研究生修業期間除修習各系所規定應修課程外，尚須完成下列校定課程之研修： 

(一)「實驗室安全」：碩博士班校級必修 0 學分。惟研究場域非在實驗室的系所(組別)，

經系所主管同意及環安室認定後，得不受此限。 

(二)「研究倫理」：碩博士班校級必修 0 學分。 

(三)「現代生物醫學講座」：博士班校級必修 4 學分。 

(四)碩博士班設院級必選修之全英課程至少 2 學分，各院得自訂課程內容。人文與科技學

院得以非全英之課程代之。 

三、 基本能力 

(一)英文能力： 

須達到「中國醫藥大學學生英文能力鑑定實施辦法」規定之校外英文檢測鑑定標準或完成

校內規定之配套措施。 

(二)教學訓練： 

碩士生須完成至少 1 學期、博士生須完成至少 2 學期之教學訓練。惟具全職工作或已具

教學經驗者，得提出相關證明至所屬系所辦理認列；經審核通過者，予以免修。 

境外生得免修。 

第一目所稱「全職工作」係指具專職工作，「教學經驗」泛指曾擔任教職、教學助理、課

輔老師或學伴…等，具相關證明者。 

四、 畢業離校 

(一)畢業離校手續： 

1.研究生完成學位考試及各項修業規定，成績及格，並經各單位於「畢業資格審查系統」

審查確定後，得辦理離校手續。 

2.碩士生自第 2 年起、碩士在職專班及博士生自第 3 年起，依學校規定繳費期限完成註

冊繳費者，得於完成畢業條件及離校手續後，領取畢業證書；惟其已註冊繳交之學雜費，

不予退費。 

3.離校手續須於完成畢業條件之當學期辦理完成，第一學期至 1 月 31 日止、第二學期至 

8 月 31 日止；未能如期完成者，須先辦理下一學期註冊後，始得離校。 

(二)領取畢業證書： 

研究生完成離校手續後，本人須持學生證（或身分證件）領取畢業證書。代領畢業證書

者，須持代領人身分證件、受領人委託書及學生證至研究生事務處辦理。 

五、 本規定未盡事宜，悉依本校相關規定辦理。 

六、 本要點經研究生教育委員會議審議通過，陳請校長公布實施，修正時亦同。 

  

https://www.cmu.edu.tw/statute/statute_detail.php?sn=973


Ch 4 : 校級研究生修業規定 

- 17 - 

 

研究倫理 
課程修習 

研究生修業期間除修習各系所規定應修課程外，尚須完成下列校定課程之研修： 

1. 實驗室安全：碩博士班校級必修 0 學分。惟研究場域非在實驗室的系所(組

別)，經系所主管同意及環安室認定後，得不受此限。 

2. 研究倫理：碩博士班校級必修 0 學分。 

3. 現代生物醫學講座：博士班校級必修 4 學分。 

 

修課方式 

109 學年度碩博班新生，即日起請至臺灣學術倫理教育資源中心網站修習本校必修課

程_研究倫理 https://ethics.moe.edu.tw 

1. 線上教學：共 18 個單元，全部修畢並通過總測驗，可獲得時數 6 小時之修

課證明。 

2. 評量方式：成績需達測驗通過，同學毋須繳交證書。 

[統一於期末下載通過名單，匯入學校成績系統] 

3. 登入：身分請選「必修學生」，並選[中國醫藥大學]，帳號=[學號]，密碼

預設為[學號後 5 碼] 

*使用手冊(20200728 版)下載及影片圖文說明：https://ethics.moe.edu.tw/newuser/1/ 

 
  

https://l.facebook.com/l.php?u=https%3A%2F%2Fethics.moe.edu.tw%2F%3Ffbclid%3DIwAR3MwDr_UYk9Kq00WmeWFSelUj2ijcR1BDETog6ug6x6pxzGtqASO3on7AM&h=AT2WTY3vo7wPuUNzg7Lzv6zcQJZ2Aejnv94NufbXgmZCno7DGB8k9fq6YnSeWLTMPVROUMp0hbEOOmrOdYEhXAhu3t3nNqP5bHkjPy1O9L2-tUhWL3lYQ-oTiFHviHg_bQwftSE9DIg7rYkvqXkXwgs
https://ethics.moe.edu.tw/newuser/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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現代生物醫學講座 

課程修習 

研究生修業期間除修習各系所規定應修課程外，尚須完成下列校定課程之研修： 

1. 實驗室安全：碩博士班校級必修 0 學分。惟研究場域非在實驗室的系所(組

別)，經系所主管同意及環安室認定後，得不受此限。 

2. 研究倫理：碩博士班校級必修 0 學分。 

3. 現代生物醫學講座：博士班校級必修 4 學分。 

 

選課安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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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醫藥大學學生英文能力鑑定實施辦法 
 

中華民國 109 年 11 月 3 日人文與科技學院課程委員會第 1 次會議通過 

中華民國 109 年 11 月 25 日 109 學年度第 1 學期第 1 次教務會議修正通過 

中華民國 110 年 1 月 5 日明校字第 1100000061 號函公布 

 

第一條  實施目的：為提昇本校學生英文能力並促進國際化，特訂定「中國醫藥大學學生英文能

力鑑定實施辦法」，以下簡稱本辦法。 

第二條 實施對象：本校大學部及研究所學生。非本國籍學生及二年制在職專班學生不受此限。 

第三條 畢業條件：學生於規定修業年限內，英文能力必須符合本辦法之規定，方具畢業資格。 

第四條 檢測鑑定標準及配套措施如下： 

校

外

檢

測

鑑

定

標

準 

系別檢測類別 博士班 
碩士班醫學系中醫學系牙

醫學系 
其他各系 

1.托福紙筆測

驗(TOEFL ITP 

orTOEFL 

PBT) 

550 以上

(含) 
520 以上(含) 500 以上(含) 

2.托福電腦測

驗 (TOEFL 

CBT) 

213 以上

(含) 
190 以上(含) 173 以上(含) 

3.托福網路測

驗 (TOEFL 

IBT) 

79 以上

(含) 
68 以上(含) 61 以上(含) 

4.多益測驗 

(TOEIC) 

700 以上

(含) 
640 以上(含) 590 以上(含) 

5.雅思(IELTS) 
5.5 以上

(含) 
5.0 以上(含) 4.5 以上(含) 

6.劍橋英檢

(First 

Certificate in 

English) 

FCE 以上

(含) 
FCE 以上(含) PET 以上(含) 

7.全民英檢

(GEPT) 

高級以上

(含) 
中高級以上(含) 中級以上(含) 

校

內

配

套

措

施 

未於畢業前通

過校外英文檢

測鑑定標準者

之校內配套措

施 

修習英文

自學系統

滿 72 小

時，並通

過指定模

擬測驗。 

1.大學部學生需於畢業前

修習通識教育中心開設之

英文必修課程（依入學年

度之通識教育課程修課要

點之規定），並通過課程

評量。 2.碩士班修習英

1.大學部學生需於畢業前

修習通識教育中心開設之

英文必修課程（依入學年

度之通識教育課程修課要

點之規定），並通過課程

評量。 2.學士後中醫系修

習英文自學系統滿 36 小

https://www.cmu.edu.tw/statute/statute_detail.php?sn=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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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自學系統滿 36 小時，

並通過指定模擬測驗。 

時，並通過指定模擬測

驗。 

校

內

配

套

措

施

補

充

說

明 

1.研究所及學士後中醫系學生未於畢業前通過校外英文檢測鑑定標準者，應採用

英文自學系統，並通過指定模擬測驗，始符合英文鑑定畢業標準。 2.英文自學

系統，指 Easy Test 線上學習測驗平台。如有變動系統，以語文中心公告為準。 

3.依據「中國醫藥大學英文暨英語聽講必修課程免修學分實施要點」，學士班學

生必須於畢業前通過所屬學系英文畢業檢定標準之校外官方英語檢定測驗，並取

得成績證明，始得免修英文暨英語聽講課程 6 學分（106 學年度入學生適用）或

英文課程 4 學分（107 學年度入學生起適用），否則須完成各規定應修之英文課

程學分，始符合英文鑑定畢業門檻。 

第五條 實施程序 

 

第六條 實施細節 

一、英文能力鑑定為 0 學分之必修課程。 

二、英文能力鑑定課程以通過/不通過(pass/non-pass)為評分標準。 

三、校內英文配套措施不可用於抵免英文領域及一般通識課程。 

四、校內英文配套措施之內容及實施方式，依本校語文中心之公告為準。 

五、全民英檢各級檢定，須通過初試及複試。 

六、學生入學之前二年內所獲得之本辦法第四條所列之校外機構英文鑑定證明，具同等

效力。 

七、校內英文配套措施，研究所及學士後中醫系學生自入學起即可採計。 

八、本校學生在大學部通過校內英文能力鑑定配套措施後，未來考取本校碩士班，不得

同時認列為碩士學位之英文畢業門檻，碩士班考取博士班亦同。 

九、本國籍學生入學前學歷屬英語系國家之學校畢業，該校以全英語授課，並檢具相關

證明送至語文中心審核通過，具同等效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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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學生於入學之前二年內或在學期間通過本辦法認列之校外同級英文檢定者，請於學

生資訊系統上傳相關證明掃描檔後，持該證明至系所辦公室辦理登記，證明文件經確認

屬實，始符合本校英文能力鑑定畢業門檻。 

十一、如有前揭以外特殊情況，另行處理。 

第七條 大學部學生托福測驗成績達 IBT79 分以上(或 ITP(PBT)550 分以上、CBT213 分以上)者，

若學業成績優良，將優先考量列入本校菁英計畫，進行國際交換學生及遊學計畫。 

第八條 身心障礙學生得檢附相關證明向語文中心申請抵免，其畢業資格不受本辦法之限制。 

第九條 本辦法經人文與科技學院課程委員會會議及教務會議通過，陳請校長發布實施，修正時

亦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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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h 5 : 博士班 
 

課程規劃 

(一) 課程規劃詳見「中國醫藥大學癌症生物與藥物研發博士學位學程畢業學

分認定表」。畢業學分之規範以入學當年度畢業學分認定表為準。 

 

(二) 實驗室實習 (Lab Rotation，以下簡稱 LR)： 

1. 原則上學生應於博一上學期於本校校區參加 LR，直至尋得本校指導

教授止；博一下學期於合作機構院區以相同原則進行，直至尋得合

作機構指導教授止。學生於雙邊至少各完成一次 LR，並應於博一下

學期 (6 月 30 日或 12 月 31 日前) 正式選定雙邊指導教授並繳交指導

教授同意書。 

2. 每位教師同時間內至多指導 1 位學生進行 LR，雙方學程師資均有義

務指導本學程學生 LR，除非有特殊理由，請向雙邊學程主任提出，

並向學生公告其原因。 

3. 相關施行細節依入學當年度「癌症生物與藥物研發博士學位學程實

驗室實習注意事項」規定辦理。 

(三) 博士學位候選人資格考核： 

1. 申請資格： 

a. 取得雙邊指導教授同意。 

b. 符合 Lab Rotation 之規定，於雙邊完成至少各一次。 

c. 完成博一、二年級應俢課程，其畢業學分之認定以入學當年度

畢業學分認定表為準。 

d. 應檢附資料：歷年成績單、論文計畫書及初步研究成果各一

份。 

2. 考核方式： 

a. 博士研究生資格考應於博二下學期完成資格考，未通過者有 1

次補考機會，並應於博三上學期 9 月 1 日前提出重考申請並於

開學前完成；經補考一次仍不及格者，應令退學，或由學生主

動提出撤銷補考申請，並申請轉至其他研究所就讀。 

b. 資格考核委員會由學程邀請雙邊共 5 位學程師資組成，審查學

生論文研究計畫是否符合學程研究合作之目的。 

3. 實施細節依入學當年度「中國醫藥大學癌症生物與藥物研發博士學

位學程博士學位候選人資格考核辦法」規定辦理。 

 

(四) 博士研究生進度報告： 

指導教授應邀請相關師資組成進度報告委員會 (應含雙邊學程師資)，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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供學生有利於完成其論文研究之相關建議。學生自博二起應每年至少進

行一次進度報告，並將委員會名單、報告日期及書面報告提供給學程存

查，始符合學位考申請資格。 

 

(五) 學程學術研討會（Retreat）： 

為確保博士研究生之論文研究穩定進行並能如期畢業，博士研究生於資

格考通過後每年須參加學程學術研討會（Retreat）並報告論文研究進

度，直至畢業。若遇特殊狀況無法出席，依規定請假並獲准者，應於學

術研討會（Retreat）舉行前補繳論文研究進度之書面報告，始符合學位

考試申請資格。 

 

(六) 博士學位考核之申請資格： 

1. 須通過博士學位候選人資格考核。 

2. 以第一作者發表 SCI 或 SSCI 論文並且累計 impact factor≧5.0；或發

表 1 篇為所屬領域排名前 25%、或發表 2 篇為所屬領域排名前 40%

之 SCI 期刊論文。發表時應以本學程名義發表，且雙邊指導教授之

一為通訊作者，始得採計 impact factor。 

3. 若以相同貢獻(equal contribution)方式與他人並列論文第一作者時，

該篇論文 IF 計算參考科技部標準，所得總商數 IF≧5.0。 

4. 通過資格考後每年均參加 Retreat 進度報告或組成進度報告委員會，

完成進度報告。 

5. 經雙邊指導教授同意及委員會認同推薦後，始得申請博士學位考

試。 

6. 實施細節依入學當年度「中國醫藥大學癌症生物與藥物研發博士學

位學程博士學位考試實施細則」規定辦理。 

 

(七) 畢業前英文能力須符合「中國醫藥大學學生英文能力鑑定實施辦法」之

規定。 

托福紙筆

測驗 

(TOEFL 

ITP or 

TOEFL 

PBT) 

托福電腦

測驗 

(TOEFL 

CBT) 

托福網路

測驗 

(TOEFL 

IBT) 

多益測

驗 

(TOEIC) 

雅思 

(IELTS) 

劍橋英檢 

(First 

Certificate in 

English) 

全民英

檢 

(GEPT) 

550 以上

(含) 
213 以上

(含) 

79 以上

(含) 

700 以

上(含) 

5.5 以

上(含) 

FCE 以上

(含) 

高級以

上(含) 

1. 學生於入學之前二年內或在學期間通過本辦法認列之校外同級英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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檢定者，請持相關證明至系所辦公室辦理登記，證明文件經確認屬

實，始符合本校英文鑑定畢業門檻。 

2. 如博班生自資格考核通過後，或三年級起在提出入學來曾參與校外

英檢等同高級考試的成績證明之時間後，即可採計校內配套措施如

下：修習非同步網路英文課程滿 72 小時，並通過該課程內容各單

元測驗。 

 

(八) 以上未盡事宜，悉依教育部及中國醫藥大學相關規定辦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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畢業學分認定表 

 

中國醫藥大學癌症生物與藥物研發博士學位學程畢業學分認定表 

110 學年度入學適用 

修正日期：民國 109 年 1 月 20 日學程事務會議通過 

科目名稱/中文、英文 授課教師 修別 
規定

學分 
一上 一下 二上 二下 備註 

分子醫學 

Molecular Medicine  
  必 4 4       

院級必修/全

英授課 

專題討論 Seminar   必 4 1 1 1 1 全英授課 

現代生物醫學講座(一)(二)(三)(四) 

Lecture on modern biomedicine 

(I)(II)(III)(IV) 

研究生事務處 必 4 1 1 1 1 
校定必修/全

英授課 

癌症生物學 Cancer Biology 
黃雯華 

(中研院教師群) 
必 2   2     中研院授課 

研究倫理 Research Ethics   必 0 0       校定必修 

實驗室安全 Laboratory Safety   必 0 0       校定必修 

博士論文(Ph.D.Dissertation)   必 12       12 校定必修 

合計  必修總學分     26 6 4 2 14   

臨床癌症與轉譯醫學(Clinical 

oncology & translation medicine) 
余永倫 選 2 2         

生醫產業專題討論 Dission in 

biomedical industry 
鄒瑞煌 選 2 2         

藥物遺傳學 Pharmacogenetics 吳世欣 選 2 2         

癌症免疫學 Cancer immunology 吳恒祥 選 2 2         

生物資料庫應用與實作
Application & practice of biological 

database 

鄭維中 選 2 2         

高等有機化學 

Advanced organic chemistry 
張誌祥 選 3 3         

癌症研究文獻選讀(一)(二) Cancer 

Research Literature Review (Ⅰ)(Ⅱ) 
洪明奇 選 4 2 2     全英授課 

免疫學 Immunology 
陶秘華

(MM/TIGP) 
選 2   2     

全英授課/中

研院 

分子與細胞生物學技術與原理

Experimental Approaches in 

Molecular Cell Biology 

廖南詩
(MCB/TIGP) 

選 2     2   
全英授課/中

研院 

幹細胞生物學 

Stem Cell Biology 

呂仁/沈家寧
(TM/DP) 

選 3     3   
全英授課/中

研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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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醫藥大學癌症生物與藥物研發博士學位學程畢業學分認定表 

110 學年度入學適用 

修正日期：民國 109 年 1 月 20 日學程事務會議通過 

科目名稱/中文、英文 授課教師 修別 
規定

學分 
一上 一下 二上 二下 備註 

轉譯醫學 

Translational Medicine 

謝清河
(TM/DP) 

選 3     3   
全英授課/中

研院 

分子與細胞生物學 Molecular & 

cellular biology 

李秀敏

(MCB/TIGP) 
選 4     4   

全英授課/中

研院 

進階非編碼 RNA 及表觀遺傳學 

Advanced noncoding RNA biology 

& epigenetics 

吳恒祥 選 2     1     

生物資料庫與數據分析

Biological database and data 

analysis 

鄭維中 選 2       2   

高等奈米技術科學 Advanced 

nanotechnology 
洪慧珊 選 2       2   

高等藥物化學 

Advanced pharmaceutical & 

medicinal chemistry 

連金城 選 2       2   

電腦輔助藥物設計 

Computer-aided drug design 
陸志豪 選 2       2   

合計  選修總學分     40 15 4 13 8   

本學程修課注意事項： 

一、教育目標：1.深入探討癌症生物基礎研究。2.結合臨床試驗，致力開發癌症臨床藥物。3.

培育具有國際觀之研究人才，發展跨國研究合作之能力。 

二、110 學年度入學新生實施，本學程修業二至七年，最低畢業學分為 35 學分。含必修 10

學分，選修 9 學分（需有 6 學分為本學程開設之學分），博士論文學分 12 學分，校級必修

「現代生物醫學講座」4 學分。 

三、經核准逕修讀者，畢業學分另依相關規定計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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實驗室實習 

 

癌症生物與藥物研發博士學位學程實驗室實習注意事項 
109 年 5 月 30 日 108 學年度第二次學程事務會議增訂 

 

1. 有關實驗室實習(Lab Rotation，以下簡稱 LR)，應在雙邊合作之前提下，建立學程雙邊

師資合作之資料庫，以學群的方式公告，以利學生查閱並進一步主動聯繫老師。學生應

於入學前得依其研究興趣自行與學程師資聯繫，及早尋得雙方指導教授後，並尋求實習

機會。 

2. 原則上學生應於博一上學期於本校指導教授之實驗室或推薦（指定）實驗室參加 LR，

每次以 6 週為原則；博一下學期於合作機構院區加入共同指導教授實驗室，以相同原則

進行 LR。學生於雙邊至少各完成一次 LR，並應於博一下學期 (6 月 30 日或 12 月 31 日

前) 確認雙邊指導教授並繳交指導教授同意書。 

3. 實習開始前，由學生及教師雙方簽署同意書，並先行瀏覽評量表各項目，雙方簽名後即

確認其權利與義務。實習結束時由教師填寫完成評量表，評量學生是否通過。教師亦自

行決定是否要求學生繳交實習報告。 

4. 為使更多教師能參與指導，每位教師任何時間下至多指導 1 位學生進行 LR，雙方學程

師資均有義務指導本學程學生 LR，除非有特殊理由，請向雙邊學程主任提出，並向學

生公告其原因。 

5. 當次 LR 若因特殊狀況實習不滿 6 週，教師可依學生之表現狀況彈性調整時間長度。 

6. 若學生在實習上遇到困難，應即早向學程反應，學程得委請學生事務負責委員協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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實習合約書 

癌症生物與藥物研發學位學程 
 

 

 

Student’s Name :                    

Student ID No.                    

PI’s Name :                          

PI’s Institute or Center:                                    

Rotating Lab Rm. # :          

 

 

 

Student’s Signature :                 PI’s Signature : 

 

                                                            

 

Date :       /      /       (mm/dd/yy) 

 

※Please return the completed form to CBDD office at Email: aca89@mail.cmu.edu.tw within 1 

week after the lab rotation begins. 

 

  

mailto:aca89@mail.cmu.edu.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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實習評量表 

癌症生物與藥物研發學位學程 

 

Student:                   Class of      （Year） 

Advisor:                  Rotation Time: from            to             

 

Please evaluate the student in each category as follows: Excellent (1), good (2), fair (3), poor (4), not 

applicable (N/A) 

（  ）Spends adequate time in the laboratory to accomplish research goals 

（  ）Understands central questions and procedures of the lab 

（  ）Works with a reasonable level of proficiency 

（  ）Observes safe laboratory practices 

（  ）Keeps adequate laboratory records 

（  ）Ability to evaluate experimental results 

（  ）Receptiveness to suggestions and critical comments 

（  ）Capacity for self expression and communication 

（  ）Ability to get along with co-workers 

（  ）Results of the Study Project 

Comments: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Please use back of this form, if more space is needed.) 

 

If adequate space and funding are available, would you be willing to accept this student into your 

laboratory? (Yes/No) _____ 

Final result: _____ (Pass/Fail) 

 

Please sign in the column when you first 

review this list with the student at the 

beginning of the rotation 

 

                         

Signature of Student/ Date 

 

                                

Signature of Rotation Advisor/ Date 

Please sign in the column when the 

evaluation is complete. 

 

 

 

 

                                

Signature of Rotation Advisor/ Date 

 
 

 

 

 

Note: Please return the completed form to CBDD Office (Tel: 04-2205-2121 ext7732) within two weeks after the 

student finished the lab rot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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指導教授 

 

(一) 於學程網頁所列之師資可擔任本學程學生指導教授，博士研究生須由本校及中研院

雙方研究人員及教師審核並共同指導，其研究主題須為雙方共同認定之研究項目。本

學程教師已依專長分成五大研究學群，建議優先尋求相同學群之雙邊教師擔任指導老

師。 

(二) 本學程學生適用入學當年度「癌症生物與藥物研發博士學位學程獎助學金核給規

則」，學生應於博士班一年級第一學期開學後一週內選定雙邊指導老師並繳交指導教

授同意書，始得領取獎助學金。未於期限內繳交者，不得領取獎助金，直至繳交後次

月始得領取，且不補發中止核撥期間之獎學金。 

(三) 博士研究生最遲應於博一下學期 6 月 30 日前 (或 12 月 31 日前) 選定雙邊指導教授

並繳交指導教授同意書。 

(四) 實施細節依入學當年度「中國醫藥大學癌症生物與藥物研發博士學位學程指導教授

指導研究生實施細則」規定辦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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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醫藥大學癌症生物與藥物研發博士學位學程指導教授指導

研究生實施細則 
中華民國 109 年 5 月 30 日 108 學年度第 2 次學程事務會議修訂 

中華民國 109 年 11 月 25 日 109 學年度第 1 次院務會議通過 

中華民國 109 年 12 月 17 日明校字第 1090015065 號函公布 

一、 為提升癌症生物與藥物研發博士學位學程研究生學術研究品質，增進研發能量，特訂定”

本學程指導教授指導研究生實施細則”以下簡稱”本細則”。 

二、 研究生之主指導教授須為本學程師資，應符合第五點及中國醫藥大學專任助理教授(含)

以上之資格。 

三、 研究生之共同指導教授資格：由指導教授推薦，在學院院長同意後，校內或校外任職公

私立學術研究機構之助理教授或助理研究員以上之資格，得共同指導本學程研究生。 

四、 本學程每位博士班研究生至多由三位指導教授共同指導，研究生須於本校及中央研究院

各選定一名指導教授，並於規定的時間內選定指導教授，以符合「癌症生物與藥物研發

博士學位學程獎助學金作業要點」之規定。 

指導教授應共同分攤指導學生之權利與義務，並共享其研究成果。 

五、 主指導教授需符合下列條件，始得招收及指導本學程研究生： 

1、研究計畫部分：具正在執行之研究計畫或產學合作計畫（本校專任教師須經校方登錄

在案的計畫主持人）。 

2、研究論文部分：近 3 年發表於正式期刊論文之 IF 總值須達 6.0 以上。 

六、 每位教授指導本學程之研究生人數不得超過二名。若有共同指導情形，其指導學生數均

分。 

七、 本學程應舉辦研究生研究進度報告會議，每位研究生每年至少報告一次，並應邀請指導

教授陪同參與。會議視情況可由主要指導教授主持，本學程主管監督之。 

八、 主指導教授指導之博士班研究生在修業年限內未能畢業者，該教師得酌減招收新進博士

班研究生。 

九、 指導教授之更換： 

1、指導教授因故主動提出終止指導關係時，應以書面敘明具體事由向學程辦公室報備，

學程辦公室應通知研究生依規定申請更換指導教授。惟更換指導教師後至少需修讀三個

學期，始能提出學位考試申請。 

2、研究生因故須更換指導教授時，應填具本學程規定之申請書，並經原指導教授(若原

指導教授已不在職者免)、新指導教授及學程主任簽章同意後，送研究生事務處備查。 

3、研究生未依本點規定而逕自更換指導教授時，其學位考試成績不予採認。 

十、 指導教授應遵守「癌症生物與藥物研發博士學位學程獎助學金作業要點」。 

十一、 本細則經本學程事務委員會、院務會議審議通過，並送研究生事務處備查後公布實施，

修正時亦同。 

https://www.cmu.edu.tw/statute/statute_detail.php?sn=636
https://www.cmu.edu.tw/statute/statute_detail.php?sn=6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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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學年度    學期  癌症生物與藥物研發博士學位學程 

研究生指導教授同意書 

申請日期 Date: 

類  別  □首次選定指導教授 □變更指導教授  

班  別 
 □碩士班_____年級 

 □博士班_____年級 
學  號  

學生簽名  聯絡電話  

實驗室安全 □已修畢     □尚未修習     □免修 

研 究 倫 理 □已修畢     □尚未修習 
 

本人同意指導上列研究生進行論文研究，同意於該生就讀博士班期間與另一共同
指導教授協議支付該生獎助金 (不得低於每月 4 萬元)，並協助該生完成畢業論
文。 

首次選定 主指導教授1. 
Date: 

□ 中研院 

□ 本 校 

共同指導教授2.. 

Date: Date: 

□ 中研院 

□ 本 校 

變更後3. 
(無者免填) 

主指導教授1. 
Date: 

□ 中研院 

□ 本 校 

共同指導教授2.  

 

Date: Date: 

□ 中研院 

□ 本 校 

 

單位簽核 學程主任 

Date: 

院長 

Date: 

備註 Notice： 

1. 主指導教授須由本校專任助理教授(含)或合作機構助研究員(含)以上之教師擔任，且須為本
學程師資，其指導資格及指導研究生總人數限制，依本校「指導教授指導研究生實施要點」、
「中國醫藥大學癌症生物與藥物研發博士學位學程指導教授指導研究生實施細則」規定辦理。 

2. 教師指導碩、博士生之總人數(含休學生)，以教授 12 人、副教授 10 人、助理教授 6 人為上
限，若有共同指導情形，其指導學生數均分。 

3. 申請變更指導教授(含主指導及共同指導)，須經原指導教授及變更後指導教授雙方簽名同意。 
4. 本學程學生適用「癌症生物與藥物研發博士學位學程獎助學金核給規則」，依入學當年度規

定，由本校及中央研究院指導老師協議支付每位博士生每月新台幣 4 萬元獎助金。 
5. 本學程學生若因故喪失前述第 4 點獎助學金之受獎資格，則改適用入學當年度「教師指導博

士生之助學金配套措施」。 
6. 法規依據：指導教授指導研究生實施要點、教師指導博士生之助學金配套措施、癌症生物與

藥物研發博士學位學程獎助學金核給規則。  

https://www.cmu.edu.tw/statute/statute_detail.php?sn=43
https://www.cmu.edu.tw/statute/statute_detail.php?sn=898
https://regulation.cmu.edu.tw/statute_detail.php?sn=1260
https://regulation.cmu.edu.tw/statute_detail.php?sn=12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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博士候選人資格考核 
 

中國醫藥大學癌症生物與藥物研發博士學位學程博士學位候選

人資格考核辦法 

 

中華民國 109 年 1 月 20 日 108 學年度第 1 學期第 1 次學程事務會議修正通過 

中華民國 109 年 5 月 7 日 108 學年度第 2 次院務會議審議通過 

中華民國 109 年 5 月 29 日明校字第 1090005767 號函公布 

 

一、 癌症生物與藥物研發博士學位學程(以下簡稱本學程)為提高博士班研究生之研究能

力及學養，依據本校研究生學位考試實施細則第二條第二項之規定，訂定本辦法。 

二、 本學程於受理資格考核申請後，應即成立博士學位候選人資格考核委員會 (以下簡

稱本委員會)，其委員至少五名 (得含指導教授)，需有三分之一以上為校外委員，其

他由本學程符合指導博士生資格之教師擔任。委員之產生，係由本學程主任推薦，

陳請校長聘任之，並由委員會推舉召集人。 

三、 參加學位候選人資格考核，研究生須完成所有階段之 Lab Rotation 及一、二年級應

修課程(專題討論除外)並經雙方指導教授同意，始得申請參加學位候選人資格考核。 

四、 資格考核由資格考核委員會執行口試。 

五、 研究生必須於博二下學期 (6 月 30 日或 12 月 31 日) 前完成資格考：及格者，即成

為博士學位候選人；不及格者，須於第三學年上學期 9 月 1 日前 (或 2 月 1 日前) 提

出申請重考，並於開學前完成資格考重考，未應考或重考成績仍不及格者，應令退

學。惟本校逕讀學生可依本校「學生逕修讀博士學位辦法」第八條規定，申請繼續

修讀碩士學位。 

六、 資格考試之申請應填具申請書，並檢齊下列各項文件，向本學程提出。資格考申請

截止日同本校行事曆規定之碩、博士學位論文考試申請截止日。 

(一) 歷年成績單一份。 

(二) 論文計畫書及初步研究成果各一份。 

七、 本辦法經本學程事務會議、院務會議通過並送研究生事務處備查後公布實施，修正

時亦同。 

 

  

https://www.cmu.edu.tw/statute/statute_detail.php?sn=756
https://www.cmu.edu.tw/statute/statute_detail.php?sn=7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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博士學位考核 

 

中國醫藥大學癌症生物與藥物研發博士學位學程博士學位考試

實施細則 

中華民國 109 年 1 月 20 日 108 學年度第 1 學期第 1 次學程事務會議審議俢訂 

中華民國 109 年 5 月 7 日 108 學年度第 2 次院務會議審議通過 

中華民國 109 年 6 月 8 日 108 學年度第 8 次研究生教育委員會修正後通過 

中華民國 109 年 7 月 20 日明校字第 1090008180 號函公布 

第一條 癌症生物與藥物研發博士學位學程(以下簡稱本學程)為使研究生學位考試有所規

範，特依據本校「研究生學位考試實施細則」訂定「癌症生物與藥物研發博士學位

學程博士學位考試實施細則」（以下簡稱本細則）。 

第二條 博士研究生需先通過資格考核，並符合下列規定，經指導教授及論文指導委員會同

意後，始得申請博士學位考試。 

一、修畢本學程規定之應修科目與學分。 

二、以第一作者發表 SCI 或 SSCI 論文 1~5 篇且累計 impact  factor≧5.0；或發表 1

篇為所屬領域排名前 25%、或發表 2 篇為所屬領域排名前 40%之 SCI 期刊論文，且

加總 impact factor≧4.0。發表時應以本學程名義發表，雙邊指導教授之一為通訊作

者，始得採計 impact factor。 

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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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計

算參考科技部標準，所得總商數 IF≧5.0 者，方可提出申請。 

1. 有 2 位作者相同貢獻，相同貢獻作者均以其排序之加權分數 90%計分， 

1. 如發表於 IF>6 或排名≦10.00%之期刊論文其加權分數以 100%計分。 

2. 有 3-4 位作者相同貢獻，相同貢獻作者均以其排序之加權分數 60%計分，如發

表於 IF>10 之期刊論文其加權分數以 100%計分。 

3. 有 5 位及以上作者相同貢獻，相同貢獻作者均以其排序之加權分數 30% 

4. 計分，如發表於 IF>20 之期刊論文其加權分數以 100%計分。 

5. 相同貢獻之作者均與其最先一位視為同一排序，之後一位作者之排序則以其在

所有作者中之實際序位計算加權分數；以上計分若未達 0.5 分者均以 0.5 分計

分。 

四、如遇特殊狀況(如指導教授重病、身故等)，得提出具體證明，經學程事務會議通

過後，提經院務會議審議。 

五、自博二起應每年至少進行一次進度報告 (由指導教授邀請相關師資組成進度報

告委員會)，並將委員會名單、報告日期及書面報告提供給學程存查。 

六、於資格考通過後，每年均參加學程學術研討會並報告論文研究進度。若遇特殊

狀況無法出席，應依規定請假並於學術研討會舉行前補繳論文研究進度之書面報告。 

第三條 研究生申請博士學位考試，應依下列規定辦理：  

https://www.cmu.edu.tw/statute/statute_detail.php?sn=898
https://www.cmu.edu.tw/statute/statute_detail.php?sn=8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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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依照本校行事曆規定時間內提出申請。 

二、申請時，應填具申請書，並檢齊下列各項文件： 

1. 歷年成績表一份。 

2. 論文初稿及其提要各一份。 

3. 指導教授推薦函。 

三、經本學程主任及院長同意後，於考試前一個月報請研究生事務處核備。 

第四條 學位考試依下列程序進行： 

一、成立博士學位考試委員會。 

二、辦理博士學位考試。 

第五條 組織博士學位考試委員會，應依下列規定辦理： 

一、博士學位考試委員五至九人，其中校外委員均須三分之一（含）以上，由校長

依據學程建議名單聘任，並指定一人為召集人，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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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款至第 5 款之提聘資格認定標準，由學程事務會議訂定之。 

三、本校兼任教師（資格與第二、三款同）得為校外委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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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所方通知檢具繕印之學位論文初稿（繳交實際

需要之份數），送請本學程審查，符合規定後，擇期辦理有關學位考試事宜。考試

方式，以口試行之。 

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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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博士學位考試委員會至少應有委員五人出席；出席委員中須有校外委

員三分之一（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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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學位考試時，必須評定成績，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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未評定成績者，以考試不及格論。 

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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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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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五、考試委員對博士學位論文，應就下列各主要項目評定之。 

1. 研究之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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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資料之來源。 

3. 文字與結構。 

4. 心得、創見或發明。 

5. 與學位之專業領域是否相符。 

6. 是否有違學術倫理。 

博士學位論文之評定，應特別著重其心得、創見或發明。 

已於國內、外取得學位之論文，不得作為本學程博士學位論文或逕修讀博士學位之

學士學位生所提出與碩士論文相當之專業論文。 

論文有抄襲或舞弊情事或與學位之專業領域不符，經博士學位考試相關委員會審查

確定者，以不及格論。 

第七條 學位考試每學期舉行一次，其日程依照本校行事曆規定。學位考試得於資格考試同

一學期內舉行，亦得因故延期；惟須在規定延長修業年限內舉行。 

第八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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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逾期未撤銷亦未舉行

考試者，以一次不及格論。 

第九條 學位考試舉行後，本學程應俟研究生繳交附有考試委員簽字同意之論文後，始得將

該生學位考試成績送研究生事務處登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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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十條 對於已授予之學位，如發現論文、創作、展演或書面報告、技術報告有抄襲、舞弊

情事與學位之專業領域不符，經調查屬實者，應予撤銷，並公告註銷其已發之學位

證書後， 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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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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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

口試委員，經發現者將撤銷其資格；如已完成口試，則該次口試成績無效；如已授

予學位始發現時，應予撤銷，並公告註銷其已發之學位證書後， 應通知當事人繳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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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十一條 本細則經本學程事務會議、院務會議、研究生教育委員會會議同意後公告實施，修

正時亦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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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程獎助學金 
 

癌症生物與藥物研發博士學位學程獎助學金作業要點 

中華民國 109 年 5 月 30 日 108 學年度第 2 次學程事務會議增訂 

中華民國 109 年 11 月 2 日明校字第 1090012983 號函公布 

一、 癌症生物與藥物研發博士學位學程（以下簡稱本學程）由中國醫藥大學及合作機構

雙方共同支付獎學金，原則上領取總額為每月40,000元，以資助優秀青年學者在較

好條件下從事科學研究工作，支付比例由雙方平均分攤。 

二、 申請資格：本學程在學學生(非在職)，於新生報到時繳交獎學金申請暨切結書。 

三、 獎助學金核給期間及規定： 

（一）提供博士班一年級在學生每人每月新台幣 4 萬元獎助金（其中由中國醫藥大

學指導教授提供每月 2 萬元），共 12 個月；博士班二年級在學生由中央研究

院指導教授提供每人每月新台幣 4 萬元助學金，共 12 個月。博士班三年級起

由雙邊指導教授協議或平均支付獎助學金，領取總額依追蹤考核結果而定，

以每人每月 40,000 元為原則。 

（二）學生應於博士班一年級第一學期開學後一週內選定雙邊指導老師並繳交指導

教授同意書，始得領取獎助學金。未於期限內繳交者，不得領取獎助金，直

至繳交後次月始得領取，且不補發中止核撥期間之獎學金。 

（三）經費來源為學校自籌經費及指導老師研究計畫經費。 

（四）學生休學期間不得領取獎助學金，復學後次月恢復核撥。 

四、 受獎學生義務：於論文發表時以本學程名義發表並列雙邊單位名稱，雙邊指導老師

之一須為通訊作者。 

五、 追蹤考核機制：學生應提供下列資料，供學程事務會議審核受獎資格及總額。 

（一）自博二起應每年至少進行一次進度報告 (由指導教授邀請相關師資組成進度

報告委員會)，並將委員會名單、報告日期及書面報告提供給學程存查。 

（二）於資格考通過後，每年均應參加學程學術研討會並報告論文研究進度。若遇

特殊狀況無法出席，應依規定請假並於學術研討會舉行前補繳論文研究進度

之書面報告。 

六、 受獎學生如就讀期間有下列各款情形之一者，將喪失受獎資格，自喪失資格月份起

停發獎助學金： 

（一）轉所、退學或於公私立機構從事專兼職工作。 

（二）逕行修讀博士學位學生轉入或轉回碩士班就讀。 

（三）未達成第五條規定事項，或經指導教授提出學習態度或表現不佳，經學程事

務會議審核有關追蹤考核資料後，決議喪失受獎資格者。 

七、 依本辦法規則領取獎助學金，須為在學且完成註冊手續；同時符合其他獎助學金資

格者（教育部研究生助學金、菁英博士生獎勵、優秀研究生入學獎勵除外），得擇

優申請，以申請一項為限。 

https://www.cmu.edu.tw/statute/statute_detail.php?sn=1325
https://regulation.cmu.edu.tw/statute_detail.php?sn=247
https://regulation.cmu.edu.tw/statute_detail.php?sn=1149
https://regulation.cmu.edu.tw/statute_detail.php?sn=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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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 本辦法如有未盡之事宜，得依相關法規或本校規定辦理。 

九、 本辦法經學程事務會議通過後，陳報院長及校長核定後公布實施，修正時亦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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___________學年度 中國醫藥大學 
癌症生物與藥物研發博士學位學程 

獎助學金申請暨切結書 

申請人姓名  學 號  

連絡電話  申請日期  

在職與否 □在職     □非在職(全職學生) 

癌症生物與藥物研發博士學位學程獎助學金核給規則 
中華民國 109 年 5 月 30 日 108 學年度第 2 次學程事務會議增訂 

一、 癌症生物與藥物研發博士學位學程（以下簡稱本學程）由中國醫藥大學及合作機構雙方共同支付獎學金，原則
上領取總額為每月 40,000 元，以資助優秀青年學者在較好條件下從事科學研究工作，支付比例由雙方平均分
攤。 

二、 申請資格：本學程在學學生(非在職)，於新生報到時繳交獎學金申請暨切結書。 

三、 獎助學金核給期間及規定： 

（一） 提供博士班一年級在學生每人每月新台幣 4 萬元獎助金（其中由中國醫藥大學指導教授提供每月 2 萬
元），共 12 個月；博士班二年級在學生由中央研究院指導教授提供每人每月新台幣 4 萬元助學金，共
12 個月。博士班三年級起由雙邊指導教授協議或平均支付獎助學金，領取總額依追蹤考核結果而定，
以每人每月 40,000 元為原則。 

（二） 學生應於博士班一年級第一學期開學後一週內選定雙邊指導老師並繳交指導教授同意書，始得領取獎
助學金。未於期限內繳交者，不得領取獎助金，直至繳交後次月始得領取，且不補發中止核撥期間之
獎學金。 

（三） 經費來源為學校自籌經費及指導老師研究計畫經費。 

（四） 學生休學期間不得領取獎助學金，復學後次月恢復核撥。 

四、 受獎學生義務：於論文發表時以本學程名義發表並列雙邊單位名稱，雙邊指導老師之一須為通訊作者。 

五、 追蹤考核機制：學生應提供下列資料，供學程事務會議審核受獎資格及總額。 

（一） 自博二起應每年至少進行一次進度報告 (由指導教授邀請相關師資組成進度報告委員會)，並將委員會
名單、報告日期及書面報告提供給學程存查。 

（二） 於資格考通過後，每年均應參加學程學術研討會並報告論文研究進度。若遇特殊狀況無法出席，應依
規定請假並於學術研討會舉行前補繳論文研究進度之書面報告。 

六、 受獎學生如就讀期間有下列各款情形之一者，將喪失受獎資格，自喪失資格月份起停發獎助學金： 

（一） 轉所、退學或於公私立機構從事專兼職工作。 

（一） 逕行修讀博士學位學生轉入或轉回碩士班就讀。 

（二） 未達成第五條規定事項，或經指導教授提出學習態度或表現不佳，經學程事務會議審核有關追蹤考核
資料後，決議喪失受獎資格者。 

七、 依本辦法規則領取獎助學金，須為在學且完成註冊手續；同時符合其他獎助學金資格者（教育部研究生助學金、
菁英博士生獎勵、優秀研究生入學獎勵除外），得擇優申請，以申請一項為限。 

八、 本辦法如有未盡之事宜，得依相關法規或本校規定辦理。 

九、 本辦法經學程事務會議通過後，陳報院長及校長核定後公布實施，修正時亦同。 

本人_______________(申請人簽名) 申請癌症生物與藥物研發博士學位學程獎助

學金，已詳讀並將遵守「癌症生物與藥物研發博士學位學程獎助學金核給規

則」。 

申請資格確認（是否為本學程學生） 

學程承辦 

確認 Date: 

學程主任 

簽核 Date: 
  

https://regulation.cmu.edu.tw/statute_detail.php?sn=247
https://regulation.cmu.edu.tw/statute_detail.php?sn=1149
https://regulation.cmu.edu.tw/statute_detail.php?sn=36


Ch 6 : 碩士班 

- 40 - 

 

Ch 6 : 碩士班 
 

課程規劃 

(一) 本學位學程之教育方向、課程規劃與設計等事項，包括學生必、選修課程由

學程事務委員會討論、規劃、執行並監督。課程規劃及畢業學分依當年度畢

業學分認定表為準。 

(二) 本學程以招收國內生為主，課程原則上以中文授課，但若確有以英文授課之

必要，也可英文授課。 

(三) 研究生須參與歷年學程學術研討會（Retreat）。  

(四) 碩士學位考核之申請資格： 

1. 碩士班修業滿一年。 

2. 修畢規定應修科目與學分（以入學當年度畢業學分認定表為準）。 

3. 畢業前須達本校英文能力鑑定標準，其標準依本校學生英文鑑定實施辦法

辦理。 

4. 畢業前以英文於學術研討會發表口頭或海報報告（研究生為第一作者）或

投稿 SCI 或 SSCI 雜誌（通訊、病例報告、review、會議之會報

Proceedings 或附冊 Supplement 不予採計），並附上投稿證明、投稿資料，

才可申請碩士學位考試。 

5. 碩二下起每學期參與「專題討論」課程並報告論文研究進度，並繳交報告

資料至所辦備查，直至畢業。 

6. 詳細規定請見「中國醫藥大學癌症生物與藥物研發碩士學位學程博士學位

考試實施細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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畢業學分認定表 

中國醫藥大學癌症生物與藥物研發碩士學位學程 

110 學年度畢業學分認定表 
民國 110 年 2 月 3日學程事務會議通過 

科目名稱/中文、英文 授課教師 修別 
規定

學分 
一上 一下 二上 二下 備註 

分子醫學 Molecular Medicine   必 4 4    
院級必修 

全英授課 

專題討論(一)(二) Seminar(I / II)  必 2 1 1   
全英授課/與生醫

碩合班授課 

研究倫理 Research Ethics  必 0 0    校定必修 

實驗室安全 Laboratory Safety  必 0 0    校定必修 

碩士論文 Master Dissertation  必 6    6 校定必修 

合計 必修總學分   12 5 1 0 6  

專題討論(三)(四) Seminar (III/ 

IV) 
 選 2   1 1 

全英授課/與生醫

碩合班授課 

*碩二尚未畢業學

生須選修 

癌症能量代謝特論(一)(二) 

Special topics on cancer 
陳雅惠 選 2 1 1   

全英授課/與生醫碩

合班授課 

癌症與發炎特論(一)(二) Special 

topics on cancer & inflammation 

(I)(II) 

佘玉萍 選 2 1 1   
全英授課/與生醫碩

合班授課 

癌症免疫學 Cancer 

immunology 
吳恒祥 選 2 2    

與癌藥博/生醫碩合

班授課 

生物資料庫應用與實作 

Application & practice of biological 

database 

鄭維中 選 2 2    
與癌藥博/生醫碩合

班授課 

癌症病毒學特論 Special topics 

on cancer virology  
鄧喬方 選 2 2    

與癌藥博/生醫碩合

班授課 

藥物遺傳學 Pharmacogenetics 吳世欣 選 2 2    
與癌藥博/生醫碩合

班授課 

癌症生物標記特論 Special 

topics on cancer biomarker 
鄧喬方 選 2  2   與生醫碩合班授課 

生物資料庫與數據分析

Biological database and data 

analysis 

鄭維中 選 2  2   
與癌藥博/生醫碩合

班授課 

癌症生物學 Cancer Biology 
黃雯華 

(中研院教師群) 
選 2  2   

中研院授課/與癌

藥博合班授課 

*可視訊上課 

合計  選修總學分   20 10 8 1 1  

本學程修課注意事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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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醫藥大學癌症生物與藥物研發碩士學位學程 

110 學年度畢業學分認定表 
民國 110 年 2 月 3日學程事務會議通過 

科目名稱/中文、英文 授課教師 修別 
規定

學分 
一上 一下 二上 二下 備註 

一、教育目標：1. 深入探討癌症生物基礎研究。2. 培養學生獨立思考、具有發掘及解決問題之

能力。3. 培育具有國際觀之研究人才。 

二、110 學年度入學新生實施，本學程修業一至四年，最低畢業學分為 30 學分，含必修 6 學分，

選修 18 學分（需有 8 學分為本學程開設之學分），碩士論文 6 學分。 

三、二年級尚未畢業之學生，仍須每學期選修專題討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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實驗室實習 

為使學生順利選定雙邊指導教授，中研院老師樂意提供短期研究機會，鼓勵學生多

多參與中研院舉辦之活動，並得於新生開學前、寒假、暑假或學期間進行 LR，實習

起訖由師生雙方自行協調，所衍生之可能費用由 LR 的實驗室視需求補助之。 

指導教授 

(一) 於學程網頁所列之師資可擔任本學程學生指導教授，研究生得由本校及中研

院雙方研究人員及教師共同指導。 

(二) 研究生應於碩一上學期結束前選定指導教授並繳交指導教授同意書。 

(三) 指導教授應遵守「中國醫藥大學指導教授指導研究生實施細則」  

 

中國醫藥大學指導教授指導研究生實施要點 
中華民國 110 年 4 月 29 日 109 學年度第 3 次研究生教育委員會議修正通過 

中華民國 110 年 6 月 29 日明究字第 1100007875 號函公布 

一、 為增進本校研究生學術研究品質，提升研發能量，訂定本要點。 

二、 研究生之主指導教授須符合下列資格： 

(一)具本校專任助理教授(含)以上之資格。 

(二)受聘於本校之中央研究院院士。 

(三)近二學年度內未有所指導研究生之學位論文涉及專業領域不符、違反學術倫理等情事，

並經查證屬實者。 

(四)研究計畫部分：（須為學術研究管理系統登錄之計畫主持人或有計畫相關經費之共同主

持人） 

1、指導碩士生: 近 2 年內曾執行具有審查制度之研究計畫。 

2、指導博士生: 具正在執行之研究計畫或產學合作計畫。 

(五)研究論文部分：近 3 年發表於正式期刊論文之 IF 總值須符合下列規定。惟本校講座教

授不在此限。 

1、指導碩士生者，其 IF 總值需達 2.0 以上。惟護理、人文與科技學院及通識人文藝術等

部分研究領域之指導教授，其 IF 總值須達 1.0 以上，或以 2 篇有審稿制度之期刊或專書論

文代之。 

2、指導博士生者，其 IF 總值須達 6.0 以上。惟公共衛生學院、健康照護學院、中醫醫經

醫史類及通識等部分研究領域之指導教授，其 IF 總值須達 4.0 以上。 

3、有關中醫醫經醫史類、通識等部分研究領域之指導教授，其論文發表除 SCI、SSCI、

AHCI 等期刊外，於 ACI 收錄之期刊，亦得採計。未符合指導研究生資格之教師，其專書

著作得經專業外審後認定計分。 

IF 統計方式： 

1、以第一或通訊作者發表者： 

(1) 屬於 SCI 之期刊論文，其 IF 以原始分數計，或學門領域排名≦5%者以 6.0 計，5%<排

名≦10%者以 4.0 計。 

https://www.cmu.edu.tw/statute/statute_detail.php?sn=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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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屬於 SSCI、AHCI 之期刊論文，其 IF 以原始分數之 1.5 倍計。 

(3) 屬於 TSSCI、THCI core 收錄之期刊論文，其 IF 以 1.0 計，其它於 ACI 收錄之期刊論

文，其 IF 以 0.5 計。 

2、以第二作者發表者，其 IF 依第一或通訊作者發表者之 0.5 倍計。 

3、以第三作者發表者，其 IF 依第一或通訊作者發表者之 0.25 倍計。 

4、以第四作者(含)以後發表者，其 IF 依第一或通訊作者發表者之 0.1 倍計。 

三、 研究生之共同指導教授資格：本校各系（所）指導教授推薦，在該學院院長同意後，校內

或校外任職公私立學術研究機構之助理教授或助理研究員以上之資格，得共同指導碩、博

士班研究生。 

四、 本校每位碩、博士班研究生至多由三位指導教授共同指導，其中一位應擔任主指導教授。

研究生三親等內親屬或重大利害關係人，不得擔任其指導教授。 

博士班學生必須於資格考前，至少選定一名校內共同指導教授，與主指導教授共同協助學

生，以增進研究之廣度與深度。 

五、 每位主指導教授指導本校研究生總人數之限制： 

(一)教授不得超過十二名。 

(二)副教授不得超過十名。 

(三)助理教授不得超過六名。 

曾獲國家傑出學術研究獎或主持國家型計畫者，不在此限。 

若有共同指導情形，其指導學生數均分。 

六、 各系（所）應舉辦研究生研究進度報告會議，會議由主指導教授主持，且每年至少作報告

一次，由各系（所）主管監督之。 

七、 主指導教授指導之博士班研究生在修業年限內未能畢業者，該教師得酌減招收新進博士班

研究生；主指導教授所指導之碩士班研究生畢業後五年內論文未發表達三位者，該教師得

酌減招收新進碩士班研究生。 

八、 指導教授之更換： 

1、指導教授因故主動提出終止指導關係時，應以書面敘明具體事由向系（所）申請，並由

系（所）通知研究生更換指導教授及提供必要之協助。 

2、研究生因故須更換指導教授時，應填具各系（所）規定之申請書，並經原指導教授（若

原指導教授已不在職者免）、新指導教授及系（所）主管簽章同意後，送研究生事務處備

查。 

3、研究生未依本點規定而逕自更換指導教授時，其學位考試成績不予採認。 

九、 各系（所）得以自訂高於本實施要點門檻之系（所）指導教授指導研究生實施細則，並經

系（所）務會議及院務會議審議通過，並送研究生事務處備查後公告實施，其修正時亦

同。 

十、 本要點經研究生教育委員會議審議通過，陳請校長公布實施，修正時亦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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碩士學位考核 
 

中國醫藥大學癌症生物與藥物研發碩士學位學程研究生學位考試

實施細則 
中華民國 110 年 03 月 18 日 109 學年度第 4 次學程事務會議制訂 

中華民國 110 年 07 月 08 日 109 學年度第 2 次醫學院院務會議通過 

一、 本所為使研究生學位考試有所規範，特依據大學法及其施行細則、學位授予法及其施行

細則暨本校學則之規定，訂定「中國醫藥大學癌症生物與藥物研發碩士學位學程研究生

學位考試實施細則」（以下簡稱本細則）。 

二、 本所研究生符合下列各項規定者，得申請碩士學位考試： 

（一）碩士學位學程修業滿一年。 

（二）修畢學程規定之應修科目與學分（以入學當年度畢業學分認定表為準）。 

（三）畢業前須達本校英文能力鑑定標準，其標準依本校學生英文鑑定實施辦法辦理。 

（四）畢業前以英文於學術研討會發表口頭或海報報告（研究生為第一作者）或投稿SCI

或SSCI雜誌（通訊、病例報告、review、會議之會報Proceedings或附冊Supplement

不予採計），並附上投稿證明、投稿資料，才可申請碩士學位考試。 

（五）碩二以上仍在學者，必須每學期參與「專題討論」課程，報告論文研究進度，並

繳交報告資料至所辦備查，直至畢業。 

（六）如遇特殊狀況(如指導教授重病、身故或因故延遲研究生論文投稿等)，得提出具

體證明，經本學程事務會議通過後，提經院務會議審議。 

三、 研究生申請碩士學位考試，應依下列規定辦理： 

（一）依照本校行事曆規定時間內提出申請。 

（二）申請時，應填具申請書，並檢齊下列各項文件： 

1、歷年成績表一份。 

2、論文初稿及其提要各一份。 

3、指導教授推薦函。 

4、附上於學術研討會發表口頭或海報報告之摘要影本或論文投稿證明與投稿資

料。 

5、以「中文原創性比對系統」或「Turnitin論文原創性比對系統」進行比對後之

「論文相似度比對報告書」或「原創性報告」一份。 

（三）經學程主任及院長同意後，於考試前一個月報請研究生事務處彙整與核備。 

四、 學位考試依下列程序進行： 

（一）成立碩士學位考試委員會。 

（二）辦理碩士學位考試。 

五、 組織碩士學位考試委員會，應依下列規定辦理： 

（一）碩士學位考試委員三或五人，其中校外委員均須三分之一（含）以上，由校長

依據學程建議名單聘任，並指定一人為召集人，但指導教授不得擔任召集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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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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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曾任教授或副教授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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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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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小目之提聘資格認定標準，由學程事務會議訂定之。 

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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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學程方通知檢具繕印之學位論文初稿（繳交實

際需要之份數），送請所屬學程審查，符合規定後，擇期辦理有關學位考試事

宜。考試方式，以口試行之，必要時得舉行筆試或在實驗室舉行實驗考試。 

（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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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席委員中須有

校外委員三分 

之一（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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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學位考試時，必須評定成績，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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未評定成績者，以考試不及格論。 

（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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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五）考試委員對碩士學位論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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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與學位之專業領域是否相符。 

6、是否有違學術倫理。 

已於國內、外取得學位之論文，不得作為碩士學位論文或。 

論文有抄襲、舞弊情事或與學位之專業領域不符，經碩士學位考試相關委員會審查確

定者，以不及格論。 

七、 學位考試每學期舉行一次，其日程依照本校及本所行事曆規定。學位考試須在規定延

長修業年限內舉行。 

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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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逾期未撤銷亦未舉行考試

者，以一次不及格論。 

九、 學位考試舉行後，本學程應俟研究生繳交附有考試委員簽字同意之論文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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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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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十一日前送達。 

十、 對於已授予之學位，如發現論文、創作、展演或書面報告、技術報告有抄襲或舞弊情

事或與學位之專業領域不符，經調查屬實者，應予撤銷，並公告註銷其已發之學位證

書後，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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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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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口

試委員，經發現者將撤銷其資格；如已完成口試，則該次口試成績無效；如已授予學

位始發現時，應予撤銷，並公告註銷其已發之學位證書後，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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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十一、 本細則經學程事務會議、院務會議、研究生教育委員會會議同意後公告實施，修正時

亦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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獎助學金 

(一) 獎助學金係依中國醫藥大學相關規定辦理，研究生如選定雙邊指導教授且表

現優異者，可領取優渥獎助學金，惟雙邊指導老師得依研究生表現適時調整

領取總額，支付比例及方式由雙邊指導老師協議訂定之。 

(二) 實施細節另依「癌症生物與藥物研發碩士學位學程獎助學金作業要點」辦

理。 

 

癌症生物與藥物研發碩士學位學程獎助學金作業要點 
中華民國 110 年 2 月 3 日 109 學年度第 3 次學程事務會議增訂 

中華民國 110 年 3 月 17 日明校字第 1100003083 號函公布 

 

一、 癌症生物與藥物研發碩士學位學程（以下簡稱本學程）由中國醫藥大學及中央研究院雙邊

指導老師協議支付獎助學金，以資助研究生在較好條件下從事科學研究工作。 

二、 受獎生資格：須為本學程在學學生(非在職)，且自中國醫藥大學及中央研究院各選定一位指

導教授者。 

三、 受獎生義務：發表研究成果時以本學程名義發表，雙邊指導老師之一須為通訊作者。 

四、 雙邊指導老師得視研究生表現適時調整領取總額，支付比例及方式由雙邊指導老師協議辦

理。 

經費來源為指導老師研究計畫經費。 

五、 依本要點領取獎助學金，須為在學且完成註冊手續。 

六、 本辦法如有未盡之事宜，得依相關法規或本校規定辦理。 

七、 本辦法經學程事務會議通過後，陳報院長及校長核定後公布實施，修正時亦同。 

 

  

https://www.cmu.edu.tw/statute/statute_detail.php?sn=13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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碩士班逕升博士班 
 

中國醫藥大學學生逕修讀癌症生物與藥物研發博士學位學程作業要點 

中華民國 109年1月20 日 108 學年度第 1 次學程事務會議修訂 

中華民國 109年3月18日 109 學年度第 4 次學程事務會議修訂 

中華民國 110 年 07 月 08 日109學年度第2次醫學院院務會議通過 

一、 依據「中國醫藥大學學生逕修讀博士學位辦法」第十條規定訂定，「中國醫藥大學學生逕修

讀癌症生物與藥物研發博士學位學程作業要點」，以下簡稱本要點。 

二、 本校與中央研究院合辦癌症生物與藥物研發博士學位學程（以下簡稱本學程），招收逕修

讀博士學位學生。 

三、 申請逕修讀本學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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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業期間成績優異，並具研究潛力。 

(二)修讀碩士學位學生，修業期間成績優異，並具研究潛力。 

符合前項規定之學生提出申請，需經原就讀系所或生命科學及相關領域之系、所、

院、學位學程助理教授或中央研究院助研究員以上二人推薦，惟推薦人為助理教授

者，需具指導研究生資格。 

四、 本學程招收之逕行修讀博士學位學程名額以當學年度教育部核定本學程招生名額百分

之四十為限，並得於學院內流用。 

但本學程之核定招生名額不得全數以逕修讀博士學位方式錄取。 

五、 申請逕行修讀本學程之學生，應於本校指定日期前向本學程提出申請。本學程依本校「中國

醫藥大學學生逕修讀博士學位辦法」成立審查委員會，委員由本校與中央研究院雙方負責人推薦，並

經本校校長同意後聘任之。審查委員會應就申請者之研究能力、研究計畫構想進行審查，並作為

口試之評估標準。審查通過後，將資料轉送研究生事務處彙整，經研究生教育委員會審議及校

長核定，得逕行修讀博士學位。經本校核定准予逕行修讀本學程者，其權利與義務與本學

程之研究生相同。 

核准逕修讀博士學位學生不得申請保留博士班入學資格。 

前第三條第ㄧ項第ㄧ款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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前第三條第ㄧ項第二款修讀碩士學位學生經核准逕修讀博士學位者，非經自請撤銷逕

修資格，不得參加碩士班學位考試。 

六、 申請逕行修讀本學程之學生，需繳交下列各項資料： 

(一)逕行修讀博士學位申請書一份。 

(二)歷年成績單一份(附排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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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助理教授或中央研究院助研究員以上二人推薦書。 

(四)研究計畫書。 

(五)研究進度、成果或其他有利審查之資料。 

七、 核准逕行修讀本學程之學士學位應屆畢業生至少應修滿 36 學分，論文學分另計；碩士班學

生至少應修滿 30 學分（含碩士班期間所修學分數，至多採計學分上限比照當年度畢業學分

認定表之規定），論文學分另計；自轉入本學程起，修讀課程、成績考查及修業年限、學位審

查等，悉比照本學程當年度新生辦理。 

八、 逕行修讀博士學位學生有下列情形之ㄧ者，經本學程事務會議審查通過及校長核定後，得申

請回原系、所、院、學位學程繼續修讀碩士學位或申請轉入相關系、所、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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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條規定。 

前項學生經原系、所、院、學位學程或相關系、所、院、學位學程會議審查通過，並依規定

修畢碩士班應修課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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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在

博士班修業時間不併入碩士班最高修業年限核計。 

九、 逕行修讀本學程之研究生修業期滿，通過博士學位候選人資格考核，但未通過博士學位考

試，經博士學位論文考試委員會決定合於碩士學位標準者，得授予原系、所、院、學位學程

或相關系、所、院、學位學程碩士學位。 

十、 本要點經本學程事務會議、院務會議及研究生教育委員會議通過，陳請校長發布實施，修正

時亦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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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h 7 : 選課 
 

110 學年度第一學期網路選課時段分配 

使用範圍：全校學生 

舊生初選開放時段：110/06/15(二) 12:30 ~ 110/06/18(五) 13:00 

新生、轉學生、復學生初選開放時段：110/09/03(五)12:30~110/09/07(二) 13:00 

全校學生加退選開放時段：110/09/13(一)12:30~110/09/27(一) 13:00 

選課事項 學年度 選課開放時段 說明 

學生開始填寫

「教師教學意見

調查問卷」 

109 學年度

第二學期 

110/06/07(一) 

13：00 
• 學生開始填寫「教師教學意見調查問卷」。 

開放學生查詢課程。 

舊生初選 109 學年度

第二學期 

110/06/15(二) 

12：30 

∥ 

110/06/18(五) 

13：00 

   

• 開放初選及查詢人數 

• 體育選課請至體育室網頁查詢選課須知 

• 通識選課請至通識教育中心網頁詳閱選課須知 

⚫ 生物化學、中醫學概論、生物統計學為共同整合

課程（台中校本部 2 年級）(必修)，供學生自行

選班上課，詳述如下： 

選課路徑：共同整合課程(台中水湳校區)→年

級：2 年級，加選課程，才算完成選課，選課系

統將不主動選取，超過選課人數上限，以抽籤處

理(參考註五所述)。 

舊生課程志願序

權重選填 

109 學年度

第二學期 

110/06/21(一) 

09：00 

∥ 

110/06/23(三) 

17：00 

⚫ 大學部舊生針對選修、通識及體育課程之科目進

行志願選填(研究生除外)。 

舊生初選抽籤 109 學年度

第二學期 

110/06/24(四) 

09：00 

∥ 

110/06/30(三) 

17：00 

1.初選超過人數之課程，進行抽籤相關作業。 

2.不開放選課及查詢人數。 

舊生初選抽籤結

果公佈 

109 學年度

第二學期 

110/07/01(四) 

12：00 
不開放選課，只開放查詢選課結果。 

新生、轉學生、

復學生初選開放 

110 學年度

第一學期 

110/09/03(五) 

12:30 

∥ 

110/09/07(二) 

13:00 

1.開放初選及查詢人數。 

2.體育選課請至體育室網頁查詢。 

3.通識選課請至通識教育中心網頁詳閱選課須知。 

新生、轉學生、

復學生課程志願

110 學年度

第一學期 

110/09/07(二) 

15：00 

大學部寒轉學生針對通識、選修及體育課程額滿之科

目進行志願選填(研究生除外) 

https://web1.cmu.edu.tw/time.aspx
http://cmuope.cmu.edu.tw/
http://cmugen.cmu.edu.tw/
http://cmuope.cmu.edu.tw/
http://cmugen.cmu.edu.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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選課事項 學年度 選課開放時段 說明 

序權重選填 ∥ 

110/09/09(四) 

9：00 

寒新生、轉學

生、復學生初選

抽籤 

110 學年度

第一學期 

110/09/09(四) 

10：00 

∥ 

110/09/10(五) 

15：00 

1.初選超過人數之課程，進行抽籤相關作業。 

2.不開放選課及查詢人數。 

新生、轉學生、

復學生初選抽籤

結果公佈 

110 學年度

第一學期 

110/09/10(五) 

17：00 

不開放選課，只開放查詢選課結果。 

全校學生加退選 110 學年度

第一學期第

1-2 週 

110/09/13(一) 

12：30 

∥ 

110/09/27(一) 

13：00 

• 開放一般及通識課程加退選及查詢選課結果，

採先選先上方式辦理。 

• 重補修生選修通識課程，請留意課程查詢系統

中每門通識課程的備註說明及領域分類。 

• 體育課程請至體育室網頁查詢選課須知。 

• 預研生選修之碩一課程，如無法點選，須填寫

紙本「預研生＆大學部學生選修研究所課程申

請表」，並依簽核流程辦理。 

• 開放跨校學生(校外生)校際選課申請。 

• 註一：通識課程修課要點、選課須知及課程或師資異動公告，請參閱通識教育中心及北港校區網

頁，體育課程請至體育室網頁查詢選課須知。 

• 註二：所有課程網路加退選時間至 110/09/27(一)13：00 截止，學生應於加退選規定期間內完成選

課，逾期不再受理加退選。 

• 註三：加退選截止後，選課人數未達最低開班人數之課程，應予停開，停開課程由教務處公告，

並統一辦理退選，學生於 110/10/04(一)~110/10/05(二)二天辦理補(加)選課程。前項所稱最低開班人

數標準如下：大學部課程專任教師最低開班人數為十一人；大學部課程兼任教師最低開班人數為

十五人；研究所課程博士班最低開班人數為二人，碩士班最低開班人數為三人，研究所課程如未

達最低開班人數，得於開學後第三週填具「專(兼)任教師未達開課人數下限開課調查表」申請。 

• 註四：每日早上 11：30～12：30 為選課系統維護時間，將關閉所有選課系統，請各位同學多多注

意。謝謝！ 

• 註五：生物化學、中醫學概論、生物統計學為共同整合課程（台中水湳校區 2 年級），供學生自行

選班上課，選課路徑：共同整合課程(台中校本部)→年級：2 年級，加選課程，才算完成選課，選

課系統將不主動選取，超過選課人數上限，以抽籤處理。詳述如下： 

1. 「生物化學 A-1」A 班、B 班、C 班、D 班(台中校區)：星期三 34 節/初選限醫 2 甲、醫 2

乙、中 2 甲、中 2 乙必修。 

2. 「生物化學 A-1」E 班、F 班、G 班、H 班(水湳校區)：星期五 34 節/初選限藥學 2 甲、藥

學 2 乙、藥學 2 丙、藥學 2 丁(必修)。 

http://cmugen.cmu.edu.tw/
http://cmubnp.cmu.edu.tw/
http://cmuope.cmu.edu.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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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生物化學 A-1」I 班(台中校區)：星期四 56 節/初選限中資 2(必修)。 

4. 「生物化學 A-1」J 班 (水湳校區)：星期四 56 節/初選限生科 2(必修)。 

5. 「生物化學 B-1」A 班(台中校區)：星期一 78 節/初選限牙 2(必修)。 

6. 「生物化學 B-1」B 班、C 班(水湳校區)：星期一 78 節/初選限營 2、藥妝 2(必修)。 

7. 「生物化學 C」A 班(水湳校區)：星期一 3-4 節/初選限公衛 2(選修)。 

8. 「生物統計學」A 班、B 班、C 班(台中校區)：星期一 3-4 節/初選限醫 2、中 2 甲。 

9. 「生物統計學」H 班、I 班(台中校區)：星期二 3-4 節/初選限中資 4 必修、牙 3 必修。 

10. 「生物統計學」D 班、E 班、F 班、G 班(水湳校區)：星期一 3-4 節/初選限營 2 必修、藥 2

必修、藥妝 3 選修。 

11. 「生物統計學」J 班(水湳校區)：星期二 3-4 節/初選限護 2 必修。 

12. 「中醫學概論 B(選修)」：星期二 1-2 節/初選限牙 2。 

• 課堂時間表 

台中本部上課時間：日間 台中本部上課時間：夜間 

【1】08:10~09:00 

【2】09:10~10:00 

【3】10:10~11:00 

【4】11:10~12:00 

【午】12:00~13:00 

【5】13:10~14:00 

【6】14:10~15:00 

【7】15:10~16:00 

【8】16:10~17:00 

【9】17:05~17:55 

【A】18:00~18:50 

【B】18:55~19:45 

【C】19:50~20:40 

【D】20:45~21:35 

【E】21:40~22: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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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修/外系所選修課程申請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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逾期選課申請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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停修課程申請書 (得於第 12-13 週申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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選課相關辦法 

中國醫藥大學學生選課作業辦法 
中華民國 109 年 04 月 08 日 108 學年度第 2 學期教務會議修正通過 

中華民國 109 年 4 月 16 日明教字第 1090004080 號函公布 

第一條 中國醫藥大學(以下簡稱本校)為使學生選課作業處理程序及原則有所遵循，特訂定本辦法。 

第二條 教務處於每學期初選開始前公告選課程序及注意事項，提供學生選課之參考。 

第三條 學生選課流程： 

一、初選前：必修課程由選課系統預先設定，惟轉學(系)生及研究生之必修課程不預先設定，

須由學生自行選課。 

二、初選：於前一學期第 16 週辦理，並由導師或主指導教授進行網路選課輔導。另通識選修

課程依各年級所開國文、英文(分級上課)、英語聽講(分級上課)及通識課程進行選課。 

三、選課額滿之科目進行志願選填，依權重登記志願序後進行抽籤。 (研究生除外) 

四、新生選課：各學制新生及轉學(系)生第一學年第一學期於開學前 2 週完成。 

五、加退選：於開學後第 1-2 週辦理完成，第 3 週起不再受理。初選額滿之課程如有退選者，

依志願序自動遞補。在不超過教室之容量，如授課教師同意增加修課人數，仍依志願序自動遞

補。 

六、加退選截止後：學生應於選課確認期限內完成確認。 

第四條 每學期應修課程學分規定： 

一、學士班：上限二十八學分，下限九學分。學生每學期修讀學分數未達最低應修學分數者，

須加修學分至規定最低應修學分數，未符合本規定者予以強制休學。例外情況如下： 

(一)前一學期學業成績平均成績達八十分(A-)或名次排名為全班(系)前百分之十者，始得超

修；每學期超修至多六學分，於加退選時間自行選課。 

(二)修讀輔系、雙主修、學分學程或預研生，上限三十四學分。 

(三)非前述身分學生因不可抗力之特殊情況，經專案簽請導師、系主任及教務長核可者，得不

受前述最高或最低應修學分之規定，以上限三十四學分、下限需修習一科為原則。 

(四)延長修業年限學生，至少須修習一科，學分不限。 

二、碩、博士班：無最高或最低修習學分限制。 

第五條 選課注意事項： 

一、必修科目以修習本班開設之課程為原則。因重補修課程衝堂或其他特殊需求者，得至各學

系登記換班，經本系主管核准後，得辦理緩修或修習其他學系(班)開設科目名稱及學分相同之

課程，惟仍須視該課程之學生選課狀況而定，並以先修重補修之科目為原則。 

二、課程訂定先修條件限制者，須於完成先修課程且成績及格後，始得修讀。 

三、必修體育課(校本部一、二年級)：請按原班級排訂之上課時段，依學校規定時間自行上網

點選上課項目。 

四、已修習及格之科目學分不得重複修習；重複修習之科目，成績及格者，其學分及成績仍不

予採計。 

第六條 學生選課優先順序規定： 

一、因教室座位或設備等之限制，無法容納全部選課之學生時，其優先順序為：(一)本班生、

(二)本系生、(三)雙主修生、(四)輔系生、(五)學分學程、(六)外系生。 

二、前款所列本系生之優先順序為：(一)畢業班重補修生、(二)重補修生、(三)預研生、(四)本

系上修生。 

第七條 學生於加退選時間，若因下列情形無法選課者，須填寫「加修課程申請單」向教務處提出申

請。 

一、因外系(所)之課程設定限制條件而無法於網路上選課者。 

二、於初選階段未選到課程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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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上以不超過該課程修課人數限制及該教室容量為原則。 

第八條 學生在學習上因適應不良或其他特殊原因，得於每學期第 12 週至第 13 週內，於學生資訊系統

辦理線上停修作業，辦理至多二門課程之停修，逾時不予受理。停修課程經核准後於成績欄上

註記「停修」，且當學期所修學分總數仍應符合本校最低修習學分之規定，停修之科目一律不

予退費。 

第九條 大學部二年級(含)以上及二年制最高年級學生，可修習碩士班課程(學士班可上修之課程)，該

科成績達 60 分(C-)以上為及格，及格學分得列入大學部畢業學分認列；成績達 70 分(B-)以上

者，若該課程學分未列入大學部畢業學分，得於入學本校碩士班後申請抵免。 

預研生修習碩士班課程，得依「預研生選修研究所課程申請表」辦理，其修習學分列入碩士班

畢業學分。 

碩士班學生修讀博士班課程，該科成績達 70(B-)分以上者，該課程學分未列計入碩士班畢業學

分數者，得於入學本校博士班後申請抵免。 

第十條 因系所課程變動而致無法重、補修原科目學分或學分數不足者，應填具「課程變動替代方案申

請單」，經系所主管同意及教務長核可後，得另修習該系所開設之相關選修科目抵之；若因休

學而致復學後無法修習原課程者，得依新制之課程學分計算。 

第十一條 加退選截止後，選課人數未達最低開班人數之課程，應予停開，停開課程由教務處及研究生事

務處公告，並統一辦理退選；原選課之學生，得於開學後第 3 週至教務處或研究生事務處辦理

補(加)選課程。 

前項所稱最低開班人數標準如下：專任教師最低開班人數為十一人；兼任教師最低開班人數為

十五人；研究所課程博士班最低開班人數為二人，碩士班最低開班人數為三人。 

第十二條 學生於加退選截止(開學後第 3 週)，符合下列情況者，得填寫「逾期選課加簽單」，經授課教

師簽章同意後，送交教務處或研究生事務處辦理，逾期不得再以其他方式加簽申請。 

一、應屆畢業生未符合應修畢業課程學分者。 

二、選課未達最低修課學分規定者。(只能選修未達開課人數之課程。) 

三、其他不可抗力事件或不可歸責於學生之特殊情況，導致學生無法於加退選截止前辦理選

課，此情況者請檢附「學生報告書」及相關證明文件。 

第十三條 校際選課： 

本校學生至外校選課或外校學生至本校選課，須於本校開學前一週至開學後第一週內完成申請

程序，並依「校際選課辦法」規定辦理，逾時不予受理。 

第十四條 其他未盡事宜，依本校學則暨相關規定辦理。 

第十五條 本辦法經教務會議通過，陳請校長發布實施，修正時亦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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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醫藥大學校際選課辦法 

中華民國 107 年 9 月 19 日文教字第 1070013142 號函公布 

第一條 本校為促進校際合作，充分利用師資與設備，便利學生選習他校或接受他校學生選習

開設之課程，特訂定本辦法。 

第二條 本校實施校際選課，以各大學及獨立學院所開授課程為範圍，並以合作互惠交換選課

為原則。選修他校課程，應經本校及他校之同意。 

第三條 校際選課，每學期修習學分數，以該學期限修學分數上限三分之一為原則，但延畢生

不在此限。 

第四條 本校接受選課時，應向他校選課學生收取學分費、電腦實習費、語言教學實習費或其

它之個別指導費，收費比照本校學生收費標準辦理。 

本校與中臺灣系統大學(M6)基於平等互惠原則，得不收取費用。 

選課須於本校開學前一週至開學後第二週內完成申請程序。 

第五條 接受選課之學校，應於每學期結束後，將選課學生之成績單送其原肄業學校。未依規

定完成選課申請程序者，其成績不予承認。 

第六條 校際選課之成績考查，依照本校或他校學則內相關條文辦理。 

第七條 校際選課學生必須遵守本校或選課學校有關規章。 

第八條 校際選課須經系、所主管同意，並與他校相互商定後實施，但暑修選課則依本校學則

內相關條文辦理。 

第九條 本要點經校課程委員會議通過，教務核備陳請長發布實施修正時亦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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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醫藥大學獎勵優秀研究生入學辦法 
(自 108 學年度起實施) 

 

中華民國 107 年 11 月 28 日 107 學年度第 2 次研究生教育委員會議修正通過 

中華民國 107 年 12 月 5 日 107 學年度第 1 學期第 5 次行政會議修正通過 

中華民國 108 年 1 月 16 日文究字第 1080000645 號函公布 

 

第一條 為鼓勵優秀學生進入本校碩士班（不包含碩士在職專班）、博士班就讀，特訂定本辦

法。 

第二條 申請資格： 

一、研究所甄試入學或入學考試錄取名次為榜單之前百分之十者（不足一名以一名

計）。 

二、通過本校一貫修讀學、碩士學位甄選之預研生，正式錄取本校研究所。 

三、通過本校逕修讀博士學位審核之下列學生: 

(一)碩一在學學生(班排名前 15%)。 

(二)學士學位應屆畢業生(系排名前 15%)。 

四、由各學院推薦數名具研究及學術發展潛力之博士班新生。 

第三條 優秀研究生入學獎勵之審查由本校「研究生教育委員會」為之，審核優秀研究生入學獎

勵金之申請暨核發等相關事宜。 

第四條 獎勵方式： 

一、符合第二條第一、二款及第三款第一目條件者，依當學期所繳交學雜費總額之二分

之一，按月分次核發生活助學金，補助第一學年，其中符合第二條第一款條件者，總名

額至多二十名。 

二、符合第二條第三款第二目及條件者，依當學期所繳交學雜費總額，按月分次核發生

活助學金，補助第一學年。 

三、符合第二條第四款條件者，依當學期所繳交學雜費總額，按月分次核發生活助學

金，補助第一學年，總名額至多十名。 

前項所稱「學雜費」係指各類學生之學雜費實繳金額。 

同時符合校內其他學雜費減免補助資格者，得擇優申請一項為限。 

生活助學金核發月份，第一學期為 9 月至隔年 1 月、第二學期為 2 月至 6 月。 

第五條 申請手續： 

符合第二條規定者於開學後兩週內，檢具申請書及相關資料向研究生事務處提出申請，

逾期視同放棄。 

第六條 優秀研究生入學後，各系所應指派指導教授協助其進行研究工作。 

第七條 通過獎勵之新生，如辦理休學，即自動取消獎勵資格。 

第八條 本辦法經行政會議通過，陳請校長核定後公布實施，修正時亦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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申請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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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醫藥大學教師指導博士生之助學金配套措施 

(109 學年度起入學新生適用) 
 

中華民國 108 年 10 月 9 日研究生教育委員會議修正通過 

中華民國 108 年 10 月 16 日 108 學年度第 1 學期第 3 次行政會議修正通過 

中華民國 108 年 10 月 25 日明究字第 1080014166 號函公布 

 

第一條 本校為配合指導教授協助博士生使能專心於課業及研究，並鼓勵博士生參與教學、研究及

行政工作，汲取相關經驗，特訂定「教師指導博士生之助學金配套措施」（以下簡稱本措

施）。 

第二條 凡本校一至五年級之非在職博士生，經指導教授簽定同意書後，於指導期間，由指導教授

提供每人每月助學金新台幣 12,000 元為原則，惟不得低於新台幣 10,000 元。 

指導教授計畫經費無法補足之差額，得向系所、學院或研究中心爭取補助。 

第三條 第二條第一項所稱非在職，係指無專職工作；所稱博士生，係指本國學生及二年級以上之

僑外生，不含已依本校「研究所外國學生及僑生入學補助辦法」領取生活助學金之一年級

僑外生。 

第四條 依本措施領取助學金之博士生須遵守下列規定： 

一、完成註冊手續。如因休學、退學或申請資格喪失時，即停發本助學金；中途休學者，

自休學月份起停發。 

二、選定指導教授後，應接受指導教授之指導，若學期末學習考核未達預期，得自下學期

起停發。 

三、已獲本校培育優秀博士生獎勵要點─拔萃獎補助之學生，不適用本措施。 

第五條 本措施經研究生教育委員會議、行政會議通過，陳請校長公布後實施，修正時亦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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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醫藥大學獎助學生出國研習及開會辦法 
 

中華民國 110 年 2 月 3 日行政會議修訂通過 

中華民國 110 年 2 月 20 日明公字第 1100001703 號函公布 

 

第一條 為增進本校國際學術交流、提昇本校學生外語能力及國際觀、鼓勵學生出國至與本校簽約

之學校、學術或相關領域機構研習（含見實習及修課）及出席國際會議，特訂定「中國醫

藥大學獎助學生出國研實習及開會辦法」(以下簡稱本辦法)。 

第二條 本校學生出國補助金額，得視當年度學校財務情況調整辦理。 

第三條 本校學生申請出國參加國際學術、醫療及企業機構研實習補助之條件： 

一、 申請資格： 

（一）已註冊之本校學生(延長修業生除外)，且於出國研實習前至少完成兩學期課程(已獲

得教育部學海系列補助者不得申請)。 

（二）操行成績前一學年（期）平均為 80 分以上且符合下列學業表現條件之一者： 

1. 學業成績前一學年（期）等第制為 A-以上者。 

2. 專業領域有研究著作有具體獲獎事蹟。 

3. 參與全國性、國際性專題競賽獲獎。 

4. 外語能力至少滿足下列一項標準者：全民英檢中高級(初試)、IELTS 5.0、托福 iBT 59

分或 TOEIC 640 分。 

5. 大學部學生修畢任四門全英語課程（依本校大學部學生修讀全英語課程實施要點辦

理）。 

（三）獲得對方單位同意函或邀請函。 

（四）出國研習時間至少需達 3 週（含到校日與離校日）。 

（五）每人每學年以獲得補助一次為限。 

（六）若為清寒學生，將另案給予補助。 

二、 研習機構：教育部認可（不含大陸、港澳地區）並以本校已有簽約合作之大學（僑

生以申請非僑居地為限）為優先。 

三、 申請時間及資料： 

符合以上申請資格者，請於出國四週前提出申請並檢附以下資料送至國際事務處： 

（一）申請書（表格請於國際事務處網站下載）。 

（二）檢附研實習機構同意函或邀請函。 

（三）外語能力證明影本。 

（四）中英文在校成績單影本（需列排名及學業平均成績，且應附修課期間、所修課程完

成學分及所修課程之成績，並印有核發單位之印信與負責人員之簽章）。 

（五）中英文出國研習意向書（字數：中文 800-1200 字；英文 300-500 字），詳述赴國外

研習之緣由、安排計劃及預期結果。 

（六）護照、學生證、身份證（居留證）影本。 

（七）家長同意書。 

（八）行政契約書。 

四、 獲補助之學生應於出國前及早洽定本校及外國大學指導教師（mentor）各一位，以

提供聯繫及生活之輔導。 

五、 通過遴選之學生應事先與該生所屬系、所確認學分抵免或課程選修事宜，經教務處

註冊組或研究生事務處簽准後，本校得予採認；並於返國後半個月內需將研習學校之研習

成績單與學分證明送交教務處註冊組或研究生事務處，依規定辦理學分抵免或成績登錄，

方能獲得補助。 

https://www.cmu.edu.tw/statute/statute_detail.php?sn=3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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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 學生於研習學校所研修學分，若未事先取得本校所屬學系同意，於研習學校修習之

學分則不列入畢業學分。 

七、 凡獲推薦且經核准之學生，每名獎助金額依學術交流地點而有所不同。出國研習時

間達 4 週以上之申請者，亞洲地區獎助上限為 40,000 元，澳洲地區獎助上限為 60,000

元，美洲地區獎助上限為 60,000 元，歐洲及非洲地區獎助上限為 60,000 元。如少於 4 週

則依其比例遞減。 

地區 亞洲 澳洲 美洲 
歐洲、非

洲 

獎助金額

上限 
40,000 60,000 60,000 60,000 

另為鼓勵學生積極修習外國學分課程，至亞洲地區修課達 4 週並取得學分證明者，校內最

高補助上限新台幣 50,000 元整。 

八、前款所稱之總補助金額，係為學生出國研習之獎助金。 

九、學生出國研習前，可先提出申請暫借半額補助款。 

十、 學生於回國後兩週內向國際事務處繳交登機證存根正本、中英文成果報告書（含照

片）電子檔及簡報電子檔並有義務在本校辦理各項活動中進行經驗分享及簡報。 

十一、出返國前後未如期繳齊資料者，將不予補助。 

十二、 如有特殊情況申請者，須經校內行政程序核准後，得視本專案年度經費使用狀況

酌予補助。 

第四條 本校學生出國參加國際學術會議、研討會條件： 

一、申請資格： 

（一）已註冊之本校學生(延長修業生除外)，在學期間投稿，有正式公文獲邀請且以本校

在學學生身分代表學校出國參加國際學術會議、研討會並發表論文者，可提出申請，且研

究生須經指導教授推薦同意。 

（二）本校學生須先向科技部（大學部學生除外）或校外單位申請補助，若補助額度不

足，或未獲補助後，再向本校提出申請。 

（三） 同一篇發表論文只得申請一次出國會議、研討會補助，不得再向校內其他單位申

請補助。 

（四）每人每學年得獲補助之金額，以不超過最高 2 萬元為上限。 

二、補助金額： 

（一）以第一作者身份發表壁報者補助全額註冊費及半額經濟艙機票費，依實際支出實報

實銷，每名補助至多 1 萬元。 

（二）以第一作者身份口頭報告者補助全額註冊費及半額經濟艙機票費，依實際支出實報

實銷，每名補助至多 2 萬元。 

（三）凡代表學校（正式公文或邀請函）出國參加國際學術會議、研討會者，需於出國四

週前向本校國際事務處申請，並奉校長核可後，予以補助。 

（四）學生須先自付會議註冊費、機票等費用。返國後，兩週內向本校國際事務處繳交心

得報告及證明文件（註冊費收據正本、發表論文、大會手冊、旅行業代收轉付收據或航空

公司購票證明及登機證存根正本）。 

第五條 受邀請出國的學生應依學生請假規則規定辦理請假以及返校銷假手續。 

第六條 申請學生若已獲得科技部、教育部或校外其他單位補助，其補助金額超過本校標準，即不

予補助(若申請學生已為本校教師個別向科技部、教育部或校外其他單位申請之研究計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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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補助對象、則不在此限)；補助金額若低於本校標準，將補助差額（最高補助總額不得

高於本校補助金額）。 

第七條 本辦法經行政會議通過，陳請校長核准後公布實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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