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中國醫藥大學學生逕修讀生物科技產業博士學位學程作業要點 

中華民國 106 年 5月 19 日 105 學年度學程事務會議審議通過 

中華民國 106 年 6 月 7日 105 學年度第 2學期院務會議通過 

中華民國 106 年 6月 20 日 105 學年度第 5次研究生教育委員會審議通過 

中華民國 106 年 10 月 26 日文校字第 1060014445 號函公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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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逕修讀生物科技產業博士學位學程作業要點」(以下簡稱本要點)。 

二、 申請逕修讀本校生物科技產業博士學位學程(以下簡稱本學程)學生應符合下列資格：   

修讀碩士學位一年級學生，修業期間成績優異，並具研究潛力。  

符合前項規定之在學學生提出申請，需經原就讀或相關系、所、院、學位學程副教授

以上二人推薦。 

三、 每學年度逕修讀博士學位名額以當學年度教育部核定本學程博士班招生名額為限。 

四、 申請本學程之學生，應於本校指定日期前向本學程提出申請。  

據此，本學程成立審查委員會，委員由主任推薦，並經校長同意後聘任之。  

本學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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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提送研究生教育委員會審

議，陳請校長核定，得逕行修讀博士學位。核准逕修讀博士學位學生不得申請保留 

學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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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五、 申請逕修讀本學程之學生，需繳交下列各項資料：  

(一)逕修讀博士學位申請書一份。  

(二)歷年成績單一份（附排名）。  

(三)副教授以上二人推薦書。  

(四)博士學位研究計畫書及其他學術著作一份。 

六、 核准逕修讀本學程之碩士班學生至少應修滿 30 學分（含碩士班期間所修學分數），

論文學分另計；自轉入本學程起，其修讀課程、成績考查及修業年限、學位審查等，

悉比照當學年度博士班新生辦理。 

七、 逕修讀本學程之學生，有下列情形之ㄧ者，經本學程相關會議審查通過及校長核定

後，始得申請回原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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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且未符合第八條規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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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八、 逕修讀本學程之學生修業期滿，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認定合於碩士學位標準者，得授予碩士學位。 

九、 逕修讀本學程之學位學生其博士學位候選人資格考及博士學位考試，需依照本學程       

博士學位候選人資格考核實施要點及博士學位考試實施細則。 

十、 本要點及認定基準，經本學程事務會議、院務會議及研究生教育委員會議通過，   

陳請校長公布實施，修訂時亦同。 



 

中國醫藥大學生物科技產業博士學位學程博士學位候選人資格考核要點 

中華民國 106 年 2 月 21 日 105 學年度學程事務會議通過 

中國民國 106 年 2 月 22 日 105 學年度院務會議通過 

中華民國 106 年 7 月 19 日研究生事務處備查後公告實施 

中華民國 106 年 11 月 3 日文校字第 1060014839 號函公布 

一、 生物科技產業博士學位學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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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醫藥大學博士學位候選人資格考核實施要點」第九條之規定，訂定本要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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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亦可邀請少於 1/2 之校外委員，校內委

員由本校符合指導博士生資格之教師擔任。委員之產生，由學程主任推薦並呈校長聘任

之，學程主任得擔任委員，召集人由委員推選擔任之。 

三、 凡在本學程博士班修業一年以上，並完成博士學位應修課程（專題討論及企業實習除外）

成績及格者，得由指導教授推薦參加考核。 

四、 資格考核包括口試，由本委員會執行。 

五、 本學程研究生須於博士二年級以前完成資格考核。 

六、 通過資格考核者，即成為博士學位候選人，並得安排至企業實習。資格考核不及格，經

重考一次仍不及格者，應令退學。 

七、 未盡事宜，依本校「研究生學位考試實施細則」、「博士學位候選人資格考核實施要點」

及相關規定辦理。 

八、 本要點經學程事務會議、院務會議通過並送研究生事務處備查後公告實施，修正時亦同。 

 



中國醫藥大學生技製藥產業博士學位學程博士候選人資格考核實施辦法 

中華民國105年11月28日105學年度第1次生技製藥產業博士學位學程事務委員會訂定 

中華民國105年10月19日105學年度第4次藥學院院務會議通過 

中華民國106年8月21日文校字第1060011104號函公布 

第一條 生技製藥產業博士學位學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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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醫藥大學博士學位候選人資格考核實施要點」第九條之規

定，訂定本辦法。 

第二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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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委

員至少五名(得含指導教授)，其中亦可邀請少於1/2之校外委員，校內委員由本校

符合指導博士生資格之教師擔任之。委員之產生由指導教授及本學程主任推薦，

經院長同意後，呈校長聘任之；本學程主任得擔任委員，召集人由委員推選擔任

之。 

第三條 本學程研究生符合下列各項規定者，得申請學位候選人資格考核：  

(一)博士班應修業一年以上，並完成本學程規定之應修科目與學分(專題討論及企

業實習課程除外)，成績及格者。  

(二)本學程研究生須有至少一篇已投稿於具審查制度之國際性學術期刊論文(為第

一作者且指導教授必須為通訊作者)。 

第五四條 本學程學生自進入博士班起，最遲應於博士班第 2學年提出申請，並於博士班修

業 2年內完成資格考核。 

第四五條 資格考核由資格考核委員會執行，包括口試與筆試。 

筆試科目為所有必修科目(專題討論、企業實習除外)、選修科目中各選考1科；由

指導教授及合作企業依研究生之專題方向選考科目，各科目由本學程主任協調相

關教師負責命題及評分。 

第六條 資格考試之口試內容應提出研究成果報告書，並經本委員會考核通過。 

第七條 通過資格考核者，即成為博士學位候選人。資格考核不及格者，須於6個月內進

行第二次資格考，經重考一次仍不及格者，應令退學。惟本學程學生得依本校

「學生逕修讀博士學位辦法」第八條規定，經本學程相關會議審查通過及校長核

定後，申請轉入相關系、所、學位學程修讀碩士學位。 

第八條 本辦法經本學程事務委員會、院務會議通過並送研究生事務處備查後公告實施，

修正時亦同。 

 



 

中國醫藥大學藥學院生技製藥產業菁英博士學位學程事務會議設
置辦法 

 
中華民國104年2月6日103學年度第1次生技製藥產業菁英博士學位學程事務委員會訂定 

中華民國104年3月20日103學年度第2次生技至藥產業菁英博士學位學程事務委員會修訂 
中華民國104年3月27日文校字第1040003554號函公布 

 

第一條 依據中國醫藥大學（以下簡稱本校）組織規程第十九條第二項規定，特訂定「中國醫藥

大學藥學院生技製藥產業菁英博士學位學程事務會議設置辦法」（以下簡稱本辦法）。

第二條 中國醫藥大學藥學院生技製藥產業菁英博士學位學程事務會議（以下簡稱本會議）由下

列代表組成： 

一、當然代表：學院院長與學程主任。 

二、教師代表：由生技製藥產業菁英博士學位學程（以下簡稱本學程）專任教師二至五

名擔任，但該學年度休假、請假、借調或預定出國研究、進修超過半年以上之教師

不得具代表資格；惟本學程專任教師人數不足時，得由主任提供委員名單簽請校長

同意後聘任之。 

三、業界代表：依本學程配合產業推派其專家或企業代表二至五名擔任之。 

四、學生代表：本學程學生代表一名，任期一年。 

學生代表產生方式：由各學生推舉一人代表出席。 

五、主任得視需要邀請相關人員列席。 

第三條 本會議由主任召集之並擔任主席，每學期至少應舉行一次；必要時得召開臨時會議；或

經本會議代表一人提案，三分之一以上代表連署得要求主任召開之。 

第四條 本會議討論下列事項： 

一、審議本學程發展計畫。 

二、審議本校法令規章中明訂須經本會議審議的各項規章。 

三、審議人才延攬、課程、教學、研究、推廣（招生）、學生事務、總務及其他與本學

程相關之重要事項。 

四、會議提案及其他提議事項。 

第五條 本會議應有全體代表二分之一以上出席會議始得開議，實際出席委員二分之一以上之同

意始得決議。審議人才之延攬應有當然代表、教師代表三分之二以上出席，以此兩類出

席代表的三分之二以上贊成為通過。 

第六條 本會議議案之表決，以舉手表決或無記名投票表決。一般議案以舉手表決為原則，特殊

情形必須改用無記名投票方式，可由一人提議，二人以上附議。表決結果，除特別規定

者外，以具表決權之出席人員二分之一以上同意時為通過。 

第七條 本會議經二分之一以上代表同意，得設臨時性之專案委員會，以處理某一特定事項。專

案委員會於該專案處理完畢後即行解散。 

第八條 本辦法如有未盡之事宜，得依相關法規或本校規定辦理。 

第九條 本辦法經本會議通過後，陳請校長發布實施，修正時亦同。 

 



中國醫藥大學生技製藥產業博士學位學程指導教授指導研究生實施細則 
 

中華民國 105 年 02 月 26 日生技製藥產業博士學位學程事務委員會議通過 

中華民國 105 年 03 月 03 日院務會議通過 

中華民國 105 年 06 月 03 日文校字第 1050007550 號函公布 

第一條 為增進生技製藥產業博士學位學程﹙以下簡稱為本學程﹚研究生學術理論品質，並同時兼

顧實作之精進；訂定「生技製藥產業博士學位學程指導教授指導研究生實施細則」﹙以下

簡稱本細則﹚。 

第二條 本學程主指導教授須符合下列條件，始得指導研究生： 

一、具本校專任助理教授以上之資格。 

二、研究計畫部分：具正在執行之研究計畫或產學合作計畫。 

三、研究論文部分：近三年發表於正式期刊論文之 IF 總值需達 6.0 以上。 

IF 統計方式，依本校「指導教授指導研究生實施要點」規定方式採計。 

第三條 共同指導教授資格：本學程指導教授推薦，在學程主任同意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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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得共同指導博士班研究生。 

第四條 本學程之研究生，得選定配合企業之業師擔任共同指導教師。 

第五條 本學程每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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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六條 本學程研究生研究論文悉依本校學則相關規定辦理。 

第七條 指導教授因故主動提出終止指導關係時，應以書面向本學程申請及企業同意，本學程應通

知研究生依規定申請更換指導教授。 

第八條 

 

本學程研究生因故須更換指導教授時，應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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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指導教授及本學程主管簽章同意後，送研究生事務處備查。 

第九條 本細則未盡事宜，悉依本校「中國醫藥大學指導教授指導研究生實施要點」規定辦理。 

第十條 本細則經本學程事務委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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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修正時亦同。 

 



中國醫藥大學 
健康照護學院醫學工程與復健科技產業博士學位學程 

事務會議設置辦法 
 

中華民國 106年 9月 25日 106學年度第一學期第 1次事務委員會議 

 

 

第一條 依據中國醫藥大學（以下簡稱本校）組織規程第十九條第二項規定，特訂定「中國醫藥

大學健康照護學院醫學工程與復健科技產業博士學位學程事務會議設置辦法」（以下簡

稱本辦法）。 

第二條 中國醫藥大學醫學工程與復健科技產業博士學位學程事務會議（以下簡稱本會議）由下

列代表組成： 

(一) 當然代表：主任。  

(二) 教師代表：由醫學工程與復健科技產業博士學位學程（以下簡稱本學程）教師及本

學程主任推選擔任，但該學年度休假、請假、借調或預定出國研究、進修超過半年

以上之教師不得具代表資格；惟本學程專任教師人數不足時，得由主任提供委員名

單簽請校長同意後聘任之。 

(三) 學生代表：本學程學生代表一名，任期一年。 

學生代表產生方式：由各學生推舉一人代表出席。 

(四) 主任得視需要邀請相關人員列席(如：業界代表)。 

第三條 本會議由主任召集之並擔任主席，每學期至少應舉行一次；必要時得召開臨時會議；或

經本會議代表一人提案，三分之一以上代表連署得要求主任召開之。 

第四條 本會議討論下列事項： 

(一) 審議本學程發展計畫。  

(二) 審議本校法令規章中明訂須經本會議審議的各項規章。  

(三) 主任提議事項。 

(四) 審議人才延攬、教學、研究、推廣（招生）、學生事務、課程、總務及其他與本學

程相關之重要事項。 

第五條 本會議應有全體代表二分之一以上出席會議始得開議，實際出席委員二分之一以上之同

意始得決議。 

第六條 本會議議案之表決，以舉手表決或無記名投票表決。一般議案以舉手表決為原則，特殊

情形必須改用無記名投票方式，可由一人提議，二人以上附議。表決結果，除特別規定

者外，以具表決權之出席人員二分之一以上同意時為通過。 

第七條 本會議經二分之一以上代表同意，得設臨時性之專案委員會，以處理某一特定事項。專

案委員會於該專案處理完畢後即行解散。 

第八條 本辦法如有未盡之事宜，得依相關法規或本校規定辦理。 

第九條 本辦法經本會議通過後，陳報院長及校長核定後公布實施，修正時亦同。 

 



中國醫藥大學 健康照護學院  
健康科技產業博士學位學程事務會議設置辦法 

中華民國106年09月29日事務會議通過 

中華民國106年11月2日文校字第1060014775號函公布 

 

第 一 條 依據中國醫藥大學（以下簡稱本校）組織規程第十九條第二項規定，特訂定「中國醫藥

大 學健康照護學院健康科技產業博士學位學程事務會議設置辦法」（以下簡稱本辦法）。 

第 二 條 中國醫藥大學健康照護學院健康科技產業博士學位學程事務會議（以下簡稱本會議）由

下列代表組成： 

一、當然代表：主任。  

二、教師代表：由健康科技產業博士學位學程（以下簡稱本學程）主任遴選 7~10 人

(含業界教師 2人)擔任，該學年度中途因休假、請假、借調或預定出國研究、進修

超過半年以上之教師得另選之；經主任遴選委員名單後簽請院長同意後聘任之。 

三、職員代表：由本學程職員一人擔任之。  

四、學生代表：本學程學生代表二名，任期一年。由碩一、博一班代(可指派本學程

同學代理)代表出席。   

五、主任得視需要邀請相關人員列席。 

第 三 條 本會議由主任召集之並擔任主席，每學期至少應舉行一次；必要時得召開臨時會議；或

經本會議代表一人提案，三分之一以上代表連署得要求主任召開之。 

第 四 條 本會議討論下列事項： 

一、審議本學程發展計畫。  

二、審議本校法令規章中明訂須經本會議審議的各項規章。  

三、主任提議事項。 

四、審議人才延攬、教學、研究、推廣（招生）、學生事務、課程、總務及其他與本

學程相關之重要事項。 

第 五 條 本會議應有全體代表二分之一以上出席會議始得開議，實際出席委員二分之一以上之同

意始得決議。 

第 六 條 本會議議案之表決，以舉手表決或無記名投票表決。一般議案以舉手表決為原則，特殊情

形必須改用無記名投票方式，可由一人提議，二人以上附議。表決結果，除特別規定者外，以

具表決權之出席人員二分之一以上同意時為通過。 

第 七 條 本會議經二分之一以上代表同意，得設臨時性之專案小組，以處理某一特定事項。專案

小組於該專案處理完畢後即行解散。 

第 八 條 本辦法如有未盡之事宜，得依相關法規或本校規定辦理。 

第 九 條 本辦法經本會議通過後，陳報院長及校長核定後公布實施，修正時亦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