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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業規定 （摘錄）    108 學年第 2 學期(2020)起適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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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博士班修滿四學期通過者可免修；碩士班修滿二學期通過者可免修。) 

專題研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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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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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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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分，其中本組課程至少十五學分，本組課程由指

導教授認定。專題演講須修滿四個學期，專題討論須修滿四個學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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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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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標示紅字：109.07.15 所務會議修正通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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領域課程表 

必修部分 

˙碩士班：醫學工程導論、生醫資訊學導論、專題討論、專題研究、專題演講 

˙博士班：專題討論、專題研究、專題演講 

 

 

複選必修部分(碩士班) 

以下複選必修課程需至少為 3 學分以上課程，且不計入畢業學分。 

(97 學年度(含)以後入學者，無論複選必修是否修習到碩士班層級課程皆不得列

入畢業學分中) 

-非生醫背景同學（四選一）：生理學、 

分子生物學（相關課程，需經指導教授同意） 

生物化學（相關課程，需經指導教授同意） 

生物科學通論  

(相關可認定課程請見生醫電資所網頁公告) 

 

-非理工背景同學（三選一）：應用電學（或電磁學等相關課程，但需經指導

教授同意）、 

                           信號與系統、 

                           計算機程式設計（若為平行程式設計、平行與

分散式程式設計、高等程式設計、Python 計算

機程式設計、Java 計算機程式設計等相關課

程，需經指導教授同意） 

                            (相關可認定課程請見生醫電資所網頁公告)

http://www.bebi.ntu.edu.tw/pdf/course/course_identify.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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電子組 選修部分 

領域 生醫訊號及影像 生醫電子及微奈米技術 

現   

有   

課   

程 

生醫信號處理 醫用微感測器 

醫學影像系統 微感測器 

生醫分子影像導論 生物晶片技術概論 

醫用超音波原理 基因晶片方法與數據分析 

磁共振影像原理及應用 光學診斷技術 

核磁共振影像實驗 微奈米生醫分析技術與系統 

醫用磁振造影技術 生醫奈微米工程 

磁共振頻譜與生理性影像 醫用虛擬儀控 

生醫光譜與光學影像技術 醫療器材品質認証系統 

隨機信號和系統 偵測與評估 

腫瘤影像學 高等醫療儀器 

近代頻譜分析 固態元件 

醫學影像研究方法 生物物理 

醫學影像特論 生醫微機電與微流道系統 

醫用超音波成像 生醫電子技術與臨床見習 

生醫工程機率與統計  電子束技術實習 

超解析顯微技術 專利舉發與侵害鑑定實務 

疾病實驗診斷與中醫辨證 

力學生物學導論 

生物系統模擬 

生物能量與代謝工程 

醫學電資整合創意專題 

技術創新與科技創業    創業與創業投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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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訊組 選修部分 

領域 生物資訊 醫學資訊 

現  
 

有  
 

課  
 

程 

生物資訊與計算分子生物學 醫療資訊系統 

生物序列分析演算法 電腦視覺 

應用隨機過程 高等電腦視覺 

數學模擬與系統生物學 電腦輔助分析與最佳化 

圖形演算法特論 代謝體學 

生物資訊學 生醫資料探勘演算法 

數學模擬與系統生物 系統代謝學 

系統生物數學 醫學影像處理 

生物資訊學 高等電腦模擬藥物設計 

癌症系統生物學 多媒體資訊系統 

蛋白體數據分析  

計算與系統生物學特論  

醫學電資整合創意專題 

（註：過去三年內未開課程暫不列出） 

 

標示紅字：112.01.16 課程委員會會議通過 

註：此課程列表僅供參考，請以台大課程網上之正式公告為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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碩士班修業課程流程圖 

生醫電子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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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醫資訊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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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醫電資所研究生抵免學分原則（摘錄） 

碩士班： 

(1). 擬抵免之科目需經指導教授同意。 

(2). 用來抵免之科目必須為研究所科目，且不計算在大學最低畢業學分

數之內。 

(3). 該科目平均成績必須達 82 分(等第制 A-)以上。 

(4). 大學部學生(含外校)最多可抵免 6 學分。 

(5). 曾為外所或外校之研究生最多可抵免 9 學分。 

(6). 以非本所開授之課程抵免本所開授之課程時，須經本所授課教師認

可。 

(7). 其他相關事宜由所長秉公平原則酌情處理。 

 

碩士班複選必修課程抵免原則： 

(1). 學生原就讀科系背景以主修之科系為準，如有輔系或雙主修需經指

導教授認定。 

(2). 擬抵免之科目需經指導教授同意。 

(3). 該科目學分數需大於或等於擬抵免之科目學分數。 

(4). 該科目平均成績必須達 70 分(等第制 B-)以上。 

(5). 以非本所開授之課程抵免本所開授之課程時，須經本所授課教師認

可。 

(6). 須繳交原肄(畢)業學校正式核發之歷年成績單乙份。 

(7). 其他相關事宜由所長秉公平原則酌情處理。 

 

具碩士班先修生資格新生抵免原則： 

(1). 碩士班先修生於取得本所碩士班入學資格後，其於學士班所選修之

碩士班課程，得申請抵免學分，不受應修畢業學分總數二分之一、

及本所抵免學分原則之限制。 

(2). 惟已計入學士班畢業學分數之科目，不得申請抵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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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生出席國際會議補助辦法（摘錄） 

一、 生醫電資所(以下簡稱本所)為鼓勵研究生出席國際學術會議，發表研究成

果，以擴大視野、強化研究能力，並建立國際研究交流及合作關係，特

訂定本辦法。 

二、 申請人資格為本所博、碩士班在學學生。 

三、 申請人至遲須於出國一個月前提出申請，並檢附其他單位（科技部或傑

出人才基金會）申請補助之證明；相同會議論文如已獲其它單位補助

者，本所不再給予補助。申請人在同一會計年度內同筆經費以補助一次

為原則；論文為合著者，每一論文以補助一人發表為限。 

四、 申請案收件後，由本所進行審查，並於一個月內通知審查結果；必要

時，得延長審查作業期限。 

五、 本辦法可補助之項目如下：由國內至會議地點最短直接航程之往返機票

費用、出席會議之註冊費用、出席會議之生活費。以上各項補助費用由

本所進行最終核定，且上述各項金額需由申請人先行墊付。 

六、 經費之核銷、撥付及原始憑據之保管：受補助人應於返國十五日（工作

日）內，依據「生醫電資所研究生申請補助出席國際會議說明」之規

定，繳交相關原始憑據辦理核銷。 

七、 受補助人若未依規定完成出席國際學術會議報告繳交或出國經費核銷，

本所不再受理受補助人同一會計年度內其它出席國際會議申請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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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生獎勵金辦法（摘錄） 

一、 研究生獎勵金設置之目的在於嘉勉在學研究生優異表現、協助其安心向

學，鼓勵研究生參與教學、服務。 

二、 本所研究生獎勵金之分配與服務內容及考核辦法依據學生所屬組別參與運

作，屬生醫電子組者，原則上依「國立臺灣大學電機工程學系碩博士班研

究生獎勵金實施辦法」辦理；屬生醫資訊組者，原則上依「電機資訊學院

資訊學群研究生獎勵金施行細則」辦理。 

三、 凡本所已註冊具正式學籍之研究生(除在職生、陸生外)，符合下列資格者

均得依獎勵金類別於公告規定時間內備妥文件向所辦公室提出申請： 

    (一)、勞僱型兼任助理津貼  

1. 每學期核撥至少 4 個月，若有其他特殊情形，則由系所主管依

實際工作狀況另訂之。 

2. 以碩士一、二年級，博士一、二、三年級，未在校外有全職工

作之學生優先申請。 

    (二)、獎助金  

1. 本項獎助金為獎勵研究生優異表現、扶助經濟弱勢及補助個人

研究之用，不具負擔，非勞務報酬。 

2. 每學期核撥至少 4 個月，若有其他特殊情形，則由系所主管依

實際狀況另訂之。 

3. 以碩士一、二年級，博士一、二、三年級未在校外有全職之學

生優先申請。 

四、 勞僱型兼任助理津貼分為教學助理津貼與行政助理津貼。教學助理應協助

課程教學、具備專長能實際協助課程、實驗、演講、讀書會及服務課等工

作；行政助理為協助所上特定事務，如所上活動、環境清潔及一般性任務

之工作，名額依所上實際需求公告辦理。 

五、 勞僱型兼任助理應由聘僱單位辦理聘僱事宜，並訂定勞動契約。契約內容

須明定工作內容、工資、工作準則、工作時數、工作場所、工作期間、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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約終止及其他相關權利義務關係。勞僱型兼任助理應於契約期間按月填報

出勤紀錄表，每月 1 日提交前一月份出勤紀錄表予所辦公室備查。 

六、 研究生在學期間，如違反校規受記小過以上處分(處分確定之次月起未滿

一年)者，不得申請及受領本獎勵金。研究生受領獎勵金違反前項之規定

者，應停止受領獎勵金，並應繳回溢領款項。勞僱型兼任助理工作期間，

每月需由負責教師或所職員評估工作表現，若工作不力者，得經各負責教

師或職員呈報本所憑辦，嚴重者所方得呈報校方自當月起終止勞動契約並

停止聘僱。 

七、 勞僱型兼任助理於聘僱期間對於工作內容有所疑慮者，得於當學期結束前

載明具體事由向所方提出書面申訴。 

 

研究生獎勵金 (教學助理薪資表) 

學制 組別 教學助理薪資/ 工時 聘期 

碩士班 
電子組 

4250 元/ 24 小時 

8500 元/ 48 小時 
3 月-6 月、10 月-1 月 

每學期 4 個月 

(每年 2 學期，共 8 個月) 

資訊組 7200 元/ 40 小時 

博士班 
電子組 

5000 元/ 24 小時 

10000 元/ 48 小時 

資訊組 7200 元/ 40 小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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碩士班新生選擇指導教授流程說明 

1. 各教授可分配之學生名額請參考所網頁→招生資訊→選擇指導教授 

2. 志願表選填系統將於說明會結束後開放，敬請注意所網頁公告。 

3. 建議同學填表前先與所上教師進行約談，除瞭解各位老師研究領域

外，也讓老師知道您的學習背景與研究興趣。 

4. 所辦將彙整志願表請所上教師開會分發指導教授，分發結果由所辦

統一公告（預計 5 月下旬）。 

 

 

  

碩士班新生說明會

(110年取消)

開放指導教授

選填系統

碩士班考試生報到

3/24~3/26

與所上教師

進行約談

關閉指導教授

選填系統

4/30

所上教師開會

決定導生分配

所辦統一公告

分發結果

(五月中下旬)

新生繳交

指導教授同意書

(六月)

碩士班新生入學

（九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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