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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臺灣大學電機資訊學院生醫電子與資訊學研究所 

碩、博士班修業規定 

                           條文修正對照表 

條次 修正條文 現行條文 說明 

第一條

第一項 

第一條 關於指導教授之規定： 

一、指導教授以本所專任教師

擔任為原則，其中非本院佔缺

之教師擬共同指導學生需經所

長同意。 

第一條 關於指導教授之規定： 

一、指導教授以本所專任教

師擔任為原則，其中非本院

佔缺之教師指導學生需經所

長同意。 

第一條第一項增加

「擬共同」三字。 

 

第二條

第二項 

二、必修科目：  

學位論文 (至少在學最後一學

期必修)  

專題討論 (博士班修滿八學期

通過者得免修；碩士班修滿四

學期通過者得免修。提前畢業

者得不受此限。)  

專題研究 (未修學位論文前每

學期必修且通過)  

專題演講 (博士班修滿四學期

通過者可免修；碩士班修滿二

學期通過者可免修。提前畢業

者得不受此限。) 

 

二、必修科目：  

學位論文 (至少在學最後一學

期必修)  

專題討論 (博士班修滿八學期

通過者得免修；碩士班修滿四

學期通過者得免修。提前畢業

者得不受此限。)  

專題研究 (未修學位論文前每

學期必修)  

專題演講 (在學期間每學期必

修，修滿四學期可免修。提前

畢業者得不受此限。) 

 

1.現行條文於專題

研究及專題演講兩

門必修科目僅說明

「必修」、「修滿」，

並未規定是否需通

過，為免日後審查畢

業學分有所爭議，爰

修正第二條第二項

之專題研究、專題演

講需修習且通過。 

2.因同學反應專題

演講修習學期過長。  

 

附件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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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條 

第四條 博士論文指導委員會相關

規定： 

一、學生於通過資格考後兩個學期

以內組成博士論文指導委員會，由

指導教授推薦委員名單，委員會由

三至五人組成（其中本所專任教師

至少二人），論文指導教授為當然

委員，但不得為召集人。 

二、選定後研究生必須填具「博士

論文指導委員會委員申請書」，送

本所所辦公室備查。 

三、博士論文指導委員會組成後，

須於每學年以書面或口頭報告方式

審查研究生學習進度，評估該生是

否具有提出學位考試之資格。 

四、若變更指導教授，則博士論文

指導委員會必須重新組成。 

五、本規定自 102 學年度起入學

之博士生適用之。 

 新增 101 學年度第 1

學期第 2 次所務會議

通過之〈國立臺灣大

學生醫電子與資訊學

研究所 博士論文指

導委員會組成辦法〉

至修業規定第四條。 

 

五 

第五條 論文計畫審查規定： 

一、學生於通過資格考後

需提出論文計畫審

查，由指導教授及所

長會同聘定本校教

授、副教授、助理教

授四人（含）以上組

成委員會審查，其中

本所專任教師至少三

人（含）以上。 

二、審查方式由審查委員

就論文計畫內容進行

口試。 

三、每人以考試兩次為

限，未通過者應即退

學。  

四、若變更指導教授，則論

文計畫審查必須重新辦理。

學生需於論文計畫審查 兩週

前，提供原指導教授參考，

原指導教授如有疑議，需於

一週內向所長提出，由所長

協調相關事宜。 

第四條 論文計畫審查規定： 

一、學生於通過資格考後

需提出論文計畫審

查，由指導教授及所

長會同聘定本校教

授、副教授、助理教

授四人（含）以上組

成委員會審查，其中

本所專任教師至少三

人（含）以上。 

二、審查方式由審查委員

就論文計畫內容進行

口試。 

三、每人以考試兩次為

限，未通過者應即退

學。  

四、若變更指導教授，則論

文計畫審查必須重新辦理。

學生需於論文計畫審查 兩

週前，提供原指導教授參

考，原指導教授如有疑議，

需於一週內向所長提出，由

所長協調相關事宜。 

條號變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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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 

第六條 申請博士論文考試資格審

查規定：  

博士班研究生於通過博士論

文計畫審查後，申請論文考

試前，需完成資格審定： 

一、填妥相關表格，說明學

分、資格考核、論文計畫審

查等各項規定已全部滿足，

經指導教授簽名後，送招生

及學術委員會審查通過始可

申請組成論文考試委員會並

提出委員名單由所方報校申

請核准。 

二、進行博士論文審查，依

附件二所列之注意事項，提

出相關文件進行審查程序，

審定合格者始可安排舉行論

文考試。 

第五條 申請博士論文考試資格審

查規定：  

博士班研究生於通過博士論

文計畫審查後，申請論文考

試前，需完成資格審定： 

一、填妥相關表格，說明學

分、資格考核、論文計畫審

查等各項規定已全部滿足，

經指導教授簽名後，送招生

及學術委員會審查通過始可

申請組成論文考試委員會並

提出委員名單由所方報校申

請核准。 

二、進行博士論文審查，依

附件二所列之注意事項，提

出相關文件進行審查程序，

審定合格者始可安排舉行論

文考試。 

條號變更 

七 

第七條 論文考試： 

一、碩士班：依本校規定辦

理。  

二、博士班： 

（一）申請博士論文考試須

先經第六條所訂考試資格審

查通過，並於通過論文計畫

審查六個月後方能舉行。 

（二）博士學位考試委員五

至九人，該生原論文計畫審

查委員之半數(含)以上為當

然委員。 

（三）論文考試之前半部為

公開發表，應於一週前在校

內張貼公告，歡迎任何人出

席並提出問題或表示意見，

後半部為非公開考試，僅由

考試委員出席。 

第六條 論文考試： 

一、碩士班：依本校規定辦

理。  

二、博士班： 

（一）申請博士論文考試須

先經第五條所訂考試資格審

查通過，並於通過論文計畫

審查六個月後方能舉行。 

（二）博士學位考試委員五

至九人，該生原論文計畫審

查委員之半數(含)以上為當

然委員。 

（三）論文考試之前半部為

公開發表，應於一週前在校

內張貼公告，歡迎任何人出

席並提出問題或表示意見，

後半部為非公開考試，僅由

考試委員出席。 

條號變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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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 

第八條 研究生在校外專職之規

定： 

在校外專職之研究生，須取

得服務機關(公司)之同意書

交所存查後方得註冊，若有

專職未報備者，一經查獲，

依校規處理。 

第七條 研究生在校外專職之規

定： 

在校外專職之研究生，須取

得服務機關(公司)之同意書

交所存查後方得註冊，若有

專職未報備者，一經查獲，

依校規處理。 

條號變更 

九 

第九條 本規定其他未盡事宜悉依

本所、本院、本校及教育部規定辦

理。  

第八條 本規定其他未盡事宜悉依

本所、本院、本校及教育部規定

辦理。  

條號變更 

十 
第十條 本規定經生醫電資所所務

會議通過後，自發布日後施行。 

第九條 本規定經生醫電資所所務

會議通過後，自發布日後施行。 

條號變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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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臺灣大學電機資訊學院生醫電子與資訊學研究所    

碩、博士班修業規定草案 

（96.1.12   第 1 次所務會議通過） 

（96.7.11   第 2 次所務會議通過） 

（97.1.10   第 1 次所務會議通過） 

（98.7.8   第 1 次所務會議通過） 

（101.6.19   100 學年度第 2 學期第 1 次課程委員會修正通過） 

（101.7.2   100 學年度第 2 學期第 2 次所務會議討論通過） 

  （102.4.19  101 學年度第 2 學期第 2 次所務會談討論） 

（102.10.28   102 學年度第 1 學期第 2 次課程委員會修正通過） 

  （102.12.30   102 學年度第 1 學期第 1 次所務會議通過） 

（105.5.13 104 學年度第 2 學期第 1 次課程委員會修正通過） 

（105.6.17 104 學年度第 2 學期第 2 次所務會議通過） 

第一條 關於指導教授之規定： 

一、指導教授以本所專任教師擔任為原則，其中非本院佔缺之教師擬共同指導學生需經所長同    

意。 

二、變更指導教授需經新指導教授及所長之同意，所長應知會原指導教授並協調相關事宜。 

第二條 課程學分規定： 

一、本所碩博士生依入學組別，分為生醫電子與生醫資訊兩組。  

二、必修科目： 

學位論文 (至少在學最後一學期必修) 

專題討論 (博士班修滿八學期通過者得免修；碩士班修滿四學期通過者得免修。提前畢業

者得不受此限。) 

專題研究 (未修學位論文前每學期必修且通過) 

專題演講 (博士班修滿四學期通過者可免修；碩士班修滿二學期通過者可免修。提前畢業

者得不受此限。) 

三、碩士班：須修滿二十四學分（不包含專題討論、專題研究、專題演講、論文、外國語文及

大學部課程），其中本組課程至少十二學分。本組課程由指導教授認定。 

四、博士班：須修滿十八學分（不包含專題討論、專題研究、專題演講、論文及大學部課

程），其中本組課程至少九學分。本組課程由指導教授認定。 

五、逕行修讀博士學位者須修滿三十六學分，其中本組課程至少二十一學分，本組課程由指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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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授認定。專題演講須修滿四個學期，專題討論須修滿八個學期（包含碩士班修業期間所

修習之課程），且須修畢碩士班必修之醫學工程導論及生醫資訊學導論。惟提前畢業者，

專題討論與專題演講修業學期得不受此限  

六、大學部課程不列入畢業學分。研究生因特殊需求，必須補修大學部重要基礎課程者，其相

關課程規定，由課程委員會訂定並報所務會議通過。 

七、研究生因研究需要出國一個月(含)以上，經指導教授同意，所長核可後，得免修當學期之

專題討論、專題研究、專題演講。 

第三條 博士學位候選人資格考核規定： 

博士班研究生均須參加博士資格考核。考核以筆試方式舉行，欲參加考生須於每學期資格考核

舉行前在規定期間內提出申請。資格考核注意事項詳列於附件一。 

第四條 博士論文指導委員會相關規定： 

一、學生於通過資格考後兩個學期以內組成博士論文指導委員會，由指導教授推薦委員名單，

委員會由三至五人組成（其中本所專任教師至少二人），論文指導教授為當然委員，但不

得為召集人。 

二、選定後研究生必須填具「博士論文指導委員會委員申請書」，送本所所辦公室備查。 

三、博士論文指導委員會組成後，須於每學年以書面或口頭報告方式審查研究生學習進度，評

估該生是否具有提出學位考試之資格。 

四、若變更指導教授，則博士論文指導委員會必須重新組成。 

五、本規定自 102 學年度起入學之博士生適用之。 

第五條 論文計畫審查規定： 

一、學生於通過資格考後需提出論文計畫審查，由指導教授及所長會同聘定本校教授、副教 

授、助理教授四人（含）以上組成委員會審查，其中本所專任教師至少三人（含）以上。 

    二、審查方式由審查委員就論文計畫內容進行口試。 

    三、每人以考試兩次為限，未通過者應即退學。  

四、若變更指導教授，則論文計畫審查必須重新辦理。學生需於論文計畫審查 兩週前，提供原

指導教授參考，原指導教授如有疑議，需於一週內向所長提出，由所長協調相關事宜。 

第六條 申請博士論文考試資格審查規定：  

博士班研究生於通過博士論文計畫審查後，申請論文考試前，需完成資格審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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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填妥相關表格，說明學分、資格考核、論文計畫審查等各項規定已全部滿足，經指導教授

簽名後，送招生及學術委員會審查通過始可申請組成論文考試委員會並提出委員名單由所

方報校申請核准。 

      二、進行博士論文審查，依附件二所列之注意事項，提出相關文件進行審查程序，審定合格者 

始可安排舉行論文考試。 

第七條 論文考試： 

一、碩士班：依本校規定辦理。  

二、博士班： 

（一）申請博士論文考試須先經第六條所訂考試資格審查通過，並於通過論文計畫審查六個月

後方能舉行。 

（二）博士學位考試委員五至九人，該生原論文計畫審查委員之半數(含)以上為當然委員。 

      （三）論文考試之前半部為公開發表，應於一週前在校內張貼公告，歡迎任何人出席並提出問

題或表示意見，後半部為非公開考試，僅由考試委員出席。 

第八條 研究生在校外專職之規定： 

在校外專職之研究生，須取得服務機關(公司)之同意書交所存查後方得註冊，若有專職未報備

者，一經查獲，依校規處理。 

第九條 本規定其他未盡事宜悉依本所、本院、本校及教育部規定辦理。  

第十條 本規定經生醫電資所所務會議通過後，自發布日後施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