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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5學年度起入學博士班須於第五學期開學前達
到之英語能力檢定標準(甄試入學之碩士班研究生須於學位考試

前，惟學士班就讀台大者不在此限)

通過全民英語能力分級檢定中高級
初試。

托福 550 分（含）以上。

電腦托福 213 分（含）以上。

國際英語測試（IELTS）6 級（含）
以上。



外語能力測驗（FLPT）之英語測驗筆
試各分項成績七十分（含）以上。

英國劍橋大學中等英文認證（FCE）B
級（含）以上。

獲得列入教育部參考名冊之英語系國家
大學（含）以上之學位。

其他經由進階英語課程規劃小組認可，
並經由共同教育委員會核備之英語
能 力測驗。



97年度入學需通過英文能力
檢定之碩士班甄試生

生物工業組

黃之丞 李保宏 莊佳穎 陳柏翰

營養科學組

陳君婷 周怡君

微生物學組

沈維道



微生所博士班考試筆試科目
未滿 50分補修習課程

大二微生物學上、下微生物學微生物組

大三營養生化學營養學營養組

生技學程分子生物學分子生物學生化組

大三生物化學生物化學生化、營養、
微生物組

大三應用微生物學應用微生物學生工組

大學部生物技術概論一生物技術生工組

開課年級補修習課程考試科目組別



96學年度博士班入學考試筆試成績未達
50分之科目需補修相關課程

 
生物工業組 

陳建利 生物技術概論一  
生物化學組 

陳嘉佩 生物化學  
營養科學組 

黃雅吟 生物化學  
陳姤君 生物化學  

微生物學組 
   洪振家 生物化學 微生物學上下 

 



補修”生物化學”需 60 (含) 分以上，其
餘科目需 70 (含) 分以上才算通過

補修課程以修習一次為限

且在提出’資格考’(第五學期開學前)前
通過。



台灣大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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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灣大學帝大及光復初期教學單位

台北帝大原用講座制度，其初設有文政
及理農兩個學部。

光復後，依照我國學制，分設系、科，
各「學部」改稱「學院」，並將文政學
部劃分為文學院及法學院，加上理、
醫、工、農共為六個學院，設二十二
系。



民國五十六年開辦新制夜間部

民國七十六年成立管理學院

八十二年成立公共衛生學院

八十六年成立電機學院

八十八年原法學院更名為社會科學院，法學
院所屬法律學系單獨成立法律學院

九十一年農學院更名為生物資源暨農學院

九十二年成立生命科學院。

台灣大學教學單位沿革



目前全校教學單位

十一個學院
五十四個學系
九十二個研究所 (其中設有九十二個碩士班，八
十一個博士班)
五個研究中心

人口與性別
凝態科學
生物技術
生物多樣性
奈米

連同進修推廣部，學生人數已增至32,791人。



台灣大學學生人數變化(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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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灣大學學生人數變化(2)



82805─1,28710,69812,8721974
78785─1,12910,62012,6121973
86854─1,02510,81012,7751972
71924─93010,26012,1851971
56737─70510,13511,6331970

37658─5389,91811,1511969
20587─3729,76010,7391968
5538─1679,42910,1391967
1460─1929,1799,8321966
─376─4199,0219,8161965

進修學
士班

夜間部
日間學
制

博士班碩士班

學士班

總計年度

台灣大學學生人數變化(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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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灣大學學生人數變化(4)



博士班碩士班

學士班

總計年度 進修學
士班

夜間部
日間學
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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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灣大學學生人數變化(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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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灣大學學生人數變化(6)



生命科學院





生命科學院—大學部二系

生命科學系：

生命科學系以生物學為基礎與主軸

由原理學院的動物學系、植物學系與漁
業科學研究所成員所組成

生化科技學系：

從化學的門徑與角度，探索生命科學。

由原生農學院農業化學系農產製造組成
員所組成



「生命科學系」同仁亦重整組合成為五個研
究所

「動物學研究所」

「植物科學研究所」

「漁業科學研究所」

「生態學與演化生物學研究所」

「分子生物與細胞生物學研究所」

「生化科技學系」的同仁亦組成二所
「微生物與生化學研究所」

「生化科學研究所」

生命科學院—研究所七所



生命科學院各系所教師與研究生人數

19334962341113合計

6189006微生物與生化學研究所

37650816生化科學研究所

1345049漁業科學研究所

2433056生態學與演化生物學研究所

1031008分子與細胞生物學研究所

1649097植物科學研究所

32490137動物學研究所

00204013生化科技學系

00420231生命科學系

博士生人數碩士生人數大學生人數兼任教員數專任教員數單 位



微生物與生化學
研究所





簡介



前身

本所之前身為農業化學研究所之生物工業化
學、生物化學、微生物學與營養科學四組。

農業化學系為台北帝國大學於1928年創校時
最早設立的學系之一。

1945年終戰後，本校改制為國立台灣大學，
以原日治時代農藝化學科為基礎，合併農學
院其他科系部分講座，更名為農學院農業化
學系。

由於師資陣容堅強，設備完善，旋即於1947
年成立研究所碩士班；1968年更成立博士
班，是國立臺灣大學農學院歷史最悠久，體
制最完備的研究所。





生技系前身(農化系)傑出系友
中研院院士：

楊祥發(前中研院副院長)  李遠川 廖述宗 羅 浩
翁啟惠 (現任中研院院長)                   陳景虹 孫同天 吳妍華

校長 陽明大學 吳妍華
中興大學 蕭介夫
輔仁大學 李寧遠 (前)

台北市市長 郝龍斌 工業局長 陳昭義
經濟建設委員會主任委員 何美玥 (前)
經濟部長 何美玥 (前)
行政院秘書長 薛香川



衛生署食品衛生處處長 陳陸宏 陳樹功、 劉廷英(前)
衛生署藥物食品檢驗局局長 陳樹功
國科會生物處長 魏耀揮、 陳慶三(前)
農委會農糧署長 黃有才 (前)
農委會副主委 黃有才
食品工業發展研究所 所長 劉廷英

副所長 廖啟成
副所長 陳陸宏

防醫學研究所所長 洪其璧(前藥物食品檢驗局局長) 
亞洲蔬菜研究發展中心主任 鄒萀生(前)
教育部生物技術科技教育改進計畫 總主持人：宋賢一(前)
農業生物技術國家型計畫總召集人：蘇仲卿 鄒萀生(前)

生技系前身(農化系)傑出系友







微生物與生化學研究所成立

爲因應時代潮流，本校於2003年成立生命科
學院，乃將原農業化學研究所之部分調整成
立本所。

微生物與生化學研究所共分為
生物工業組

微生物學組

生物化學組

營養科學組

招生教學以培育微生物科技、生物化學科技
等高科技人才為主要目標。



微生物科技 (生工
組與微生物組)



微生物科技

以微生物之基礎研究與微生物生物技術之應
用為主要發展方向。

重點包括：

工業微生物之研究與生物技術產品的開發

環境微生物之研究與微生物生態之探討

高等真菌及微生物產品開發

微生物功能與微細構造

機能性產品之開發。



工業微生物之研究與生物技
術產品的開發

微生物在工業發展上為一重要之工具，因其具
多樣性，因而在工業微生物未來之研究著重於
微生物代謝物之開發利用，如菌體利用、胺基
酸、溶劑、酵素、抗生素、類固醇、多元不飽
和脂肪酸等之生產和生物轉化。

微生物菌株改良、基因選殖以提高單位生產量
和開發新產品。

微生物醱酵技術之開發、產程改良、產品之分
離、純化與生產。

在教學上將著重微生物應用之上、中及下游各
方面之整合，專業知識之教學與實際操作之實
驗訓練，而在研究上則強調彼此專長之結合，
進行團隊合作，以期建立工業發展重鎮。



環境微生物之研究與微生物
生態之探討

由於農業生產，工業發展和大氣環境之變遷，而
引起環境中微生物族群之改變，因而探討各種環
境中微生物族群分布及生物多樣性，微生物在元
素循環，作物養分攝取，物質分解與轉換。

另外微生物在廢棄物處理，化合物污染土壤及環
境之清除復育，材料微生物腐蝕與防治，生物肥
料，生物農藥及環境生物製劑之研發也是本所未
來之教學與研究重點。

使同學更了解微生物在農業生產，環境保護，材
料腐蝕及人類生活上之關係，因而在教學或研究
上將著重在環境中各類微生物之分離、培養、檢
測及鑑定技術的研究與開發，微生物在農工業及
生活廢棄物處理方法和技術發展，環境及農工業
生產有關微生物製劑之探討和發展。



高等真菌及微生物產品開發

洋菇、香菇、靈芝、冬蟲夏草、酵母
菌、綠藻、光合菌等微生物菌體產品之
鑑定與開發。

微生物菌體之利用，生產單細胞蛋白
質，培養各類菇類、酵母菌、高等真
菌，探討靈芝、冬蟲夏草、綠藻、光合
菌之生理活性物質，開發保健食品。



微生物功能與微細構造

微生物形態化育，各類微生物之微細構
造之觀察及功能檢測，可以使學生了解
各種構造在微生物體上之功能，同時可
以進一步了解各項生化反應之部位，有
助於揭開生命之奧祕。



機能性產品之開發

利用微生物將低價值之農產品轉換成單
位價值高之機能性產品，以供農工業上
使用。

同時亦可利用微生物之多樣性，控制生
長環境、培養方式以獲得各類機能性食
品。



生化科技
(生化組)



生化學方面

以植物生物化學之基礎研究與植物生物
技術之應用為主要發展方向。

重點包括：

植物醣類代謝與老化機制之研究

轉殖作物的發展、利用與應用於食品之
安全評估

以植物進行環境復育的生物技術開發。



植物醣類代謝與老化機制之
研究

對於植物中醣類代謝相關酵素之性質、生理功
能及基因表現調控之研究，已有很好的研究成
果。

由於植物中，醣類不只是重要的能量來源及建
構組織的成份，同時也是具有調節作用的分
子，影響植物的生長發育。

醣類代謝直接關係到作物的產能，而主食作物
的產量是人類營養的基本問題

快速老化之生理現象常在作物 (例如竹筍) 採收
後發生，影響其貯存及利用價值

未來我們亦將以『植物採收後老化相關功能性
基因探討』為重點主題。



轉殖作物的發展、利用與應
用於食品之安全性評估

利用對於醣類代謝及老化機制及相關酵素基
因表現調控機制的瞭解，將可利用基因操作
技術提高作物的產量，或改造作物的醣類組
成份，更可利用轉殖技術改善植物性食品中
各類營養素和多種功效成分之含量與生體可
用效率 (bio-availability)，整體提昇植物素
材之營養保健價值與加工利用性。

針對基因改造食物之安全性評估與檢驗技
術，本所可集合生物化學、食品與營養方面
的師資，以研究團隊進行全面性的研發，以
確證產品兼顧營養、功效與安全性。



以植物進行環境復育的生物
技術開發

重金屬污染是眾多環境問題中對人體傷害較
劇之問題之一。

農作物種植在受污染的水源區或土地上，即
無法食用，對農業生產造成嚴重問題。然
而，植物本身對於重金屬自有一套隔離與解
毒的機制，利用這項特性，將生長繁衍快速
的芒草、布袋蓮等非食用性或非經濟性植物
之野生株或強化重金屬吸收隔離機制之基因
轉殖株，應用在重金屬污染水源與土地的復
育上，是個有效快速的方法。

對於此等以生物技術進行環境復育的基礎與
應用性研究，亦為本所研究方向之一。



營養科學方面
(營養組)



營養科學方面

以人體營養學的基礎生化與應用研究為主要
發展方向

發展重點包括：

飲食型態、營養素、食物成分及其衍生物之
生理健康效應、調節作用及機制研究和應用

礦物質營養素代謝利用與調節之分子生化研
究

營養評估檢驗科技與相關試劑之研究開發

國民膳食營養品質之提昇。



飲食型態、營養素、食物成份及
其衍生物之生理健康效應、調節
作用及機制研究和應用

植物性食物為複合性碳水化合物之主要來源，加
上植物性食物所特有的微量保健成份，如 抗氧
化成分與影響免疫系統的多醣類等，植物性食物
在現代人健康飲食上具有主導地位。

探討飲食型態、營養素、食物成份及其衍生物之
生理健康效應、調節作用及機制研究和應用，為
本所營養研究發展之重大目標。例如，影響免疫
功能與調節效應、影響其他慢性疾病相關之生理
代謝調節機制等。

脂質為慢性病的危險因子，脂肪酸組成複雜，兼
具代謝與調節的功能，其代謝產物與化學修飾衍
生物具有訊息傳遞與調控基因表現之作用。



建立動物和細胞模式，運用分子生物學方
法，用以鑑定作用成分之結構與反應機制為
乃十分重要之基本課題。利用已知之分子機
制，可進一步設計篩選具有保健功能食物成
份之模式。
在本所教師過去所累積之研究基礎上，未來
將更進一步，結合植物生化與功效鑑定模式
應用於改造植物之油脂和多醣組成，利用本
省獨特的植物系統生產新式保健食品原料，
並評估其安全性與功能性，為本所營養科學
組之重要發展目標。



礦物質營養素代謝利用與調
節之分子生化研究

針對與慢性病有關之元素如鈣、鎂、鐵、鋅、
銅、硒、鉻等之吸收、儲存、代謝利用、排除、
生理調節等機制進行細胞與分子層次之探討，相
關蛋白質之鑑定純化、結構與功能分析，並進而
利用轉殖技術，比較動植物對重金屬的處理機制
和相關成分，以厚植基礎知識，進而發揮環保或
醫療應用。



營養評估檢驗科技與相關試
劑之研究開發

有鑒於營養狀況評估與疾病無直接關聯，有
別於醫療檢驗，但是與生活品質和預防保健
密切相關。

因應消費者之保健需求，利用生物技術，開
發偵測營養狀況或保健功效指標 (biomarker) 
之免疫與分子檢驗試劑，以供營養調查、保
健診斷、產品功效指標之檢測，並發展本國
營養生化技術，以為我國保健食品產業研發
及技術提昇與進步之後盾。



本所特色

本所配合本校籌設生命科學院而成立，
生命科學涵蓋範圍極廣，各個學門的研
究發展對整體領域具重要的影響

本所將具特色的微生物科技、生物化學
與營養科學整合，強調將生命科學知識
應用於生化科技的發展。



在生化學部分，是國內首先結合生物化學與
營養學研究人員進行整合性研究的研究所，
將在研究主題上組成上、中、下游的研究團
隊，進行全面性、連貫性的研究發展。

微生物科技方面更是從台灣的傳統醱酵和微
生物生態以至近代微生物科技之基因遺傳工
程等研究專長之整合，進行團隊合作，對我
國未來經濟建設站舉足輕重之地位。



師資



專任教師：共有 19 位，合聘教師 3 位
專任教師： 19人
兼任教師： 0人
博士學位： 19人
碩士學位： 0人



教授兼所長

潘子明 國立台灣大學應用微生物學
博士



專任教授 (1)

楊盛行 國立台灣大學微生物學所博士

李平篤 國立台灣大學生物化學博士

黃青真 國立台灣大學營養生化學博士

莊榮輝 國立台灣大學生物化學博士

黃健雄 國立台灣大學應用微生物學博士

蕭寧馨 美國康乃爾大學食品科技博士

陳建源 國立台灣大學應用微生物學博士



林璧鳳 美國柏克萊加州大學營養科學博士

許瑞祥 國立台灣大學微生物學博士

王愛玉 國立台灣大學生物化學博士

黃慶璨 美國杜克大學生化工程學博士

吳金洌 美國阿肯色大學分子生物學博士 (與
中央研究院合聘)
潘文涵 美國康乃爾大學營養流行病學博士
(與中央研究院合聘)

專任教授 (2)



專任副教授

劉俊民 日本東京大學應用微生物學博士

李昆達 日本東京大學應用生命工學博士

陳進庭 美國美國肯塔基大學微免所博士

(與本校光電生物醫學研究中心合聘)



專任助理教授

楊健志 英國劍橋大學生物化學博士

楊啟伸 美國伊利諾大學芝加哥分校博士

張麗冠 長庚大學基礎醫學研究所博士

陳俊任 美國德州大學奧斯汀分校博士

張世宗 國立台灣大學生物化學博士



教學研究設備



分布

本所空間分佈於三號
館與農化二館西半部
等兩棟建築物為主

另有部份教師之研究
室分別位於農藝系一
樓等



空間

共用教室 5 間
教學實驗室 3 間
所辦公室1 間
會議室1 間
教師研究實驗室18 間
共同儀器室 2 間
電子顯微鏡館



教學研究儀器設備 (1)

胜肽合成儀、
單株抗體製備實驗室、
核酸複製定量同步偵測系統、
核酸序列自動判讀系統、
毛細管電泳分析儀 、
96孔微盤冷光螢光可視光四合一偵測儀、
動態光散射光譜儀、
超高速冷凍離心機及轉子 3部、
高速冷凍離心機 5部、
加量型高效冷凍離心機、



高效液相層析儀
醣類液相層析儀
日立螢光分光光譜儀
分液收集器
高效率電泳儀
二極體分光光度計
菌體研磨機
醱酵槽
微電腦控制之聯醱酵槽
超壓力式細胞打碎機

教學研究儀器設備 (2)



氣相層析自動取樣機

放射潛影像處理系統

生物影像分析儀

顯微鏡照像系統及螢光附件

冷凍乾乾燥機

基因移入細胞電極器

快速糊液黏度測試儀

FPLC系統

單細胞微量螢光計

教學研究儀器設備 (3)



動物細胞培養室及相關設備

動物實驗室及相關設備

植物細胞培養室

掃瞄式電子顯微鏡(能量分散式)

教學研究儀器設備 (4)



課程規劃



選課須注意事項

課程編號共有八碼，第四碼需為 U、M、D 者才承認為畢業學分

“限本系所課程”者不可選擇其他系所開設同名稱之課程

請至教務處網路加退選專區: 
http://reg.aca.ntu.edu.tw/reg2007/selcou.htm 讀取網路加退選
須注意事項

請務必按照學校規定至網路進行初選，加退選及確認選課結果，
有誤請依校方規定於期限內更正

重大事件學校及所辦皆以電子郵件通知，請隨時注意信箱中的信
件 (學號@ntu.edu.tw)
選課有任何疑問請與所辦公室林小姐聯絡(33662278)



修習學分

碩士班: 應修最低畢業學分數為 24 學
分及碩士論文 6 學分

博士班：應修最低畢業學分數為 18 學
分及博士論文 12 學分



碩士班

固定必修課程：12 學分

選擇性必修課程：至少
10 學分

選修課程



固定必修課程

專題討論 (1)需修 4 學期

微生物與生化學實驗法一 (1)
微生物與生化學實驗法二 (1)
碩士論文 (6) 



選擇性必修課程—生物工業組
(可於http://info.ntu.edu.tw/點選“課程”中之”各系所必修課程”查詢)

微生物生理學 (2)
工業微生物學 (2)
酵素純化與分析(1)
酵素純化與分析實驗 (3)
蛋白質結構與功能 (2)
微生物之生物技術檢驗法(2)
工業微生物育種(2)
基因改造食品(2)
機能性食品(2)
植物細胞培養與工業應用(2)
分子病毒學(2)
病毒學(2)



選擇性必修課程—生物化學組(可於

http://info.ntu.edu.tw/點選“課程”中之”各系所必修課程”查詢)

植物之醣代謝與基因調控 (1)
植物之二級代謝 (2)
酵素化學 (2)
生物分子動力學(2)
酵素純化與分析 (1)
酵素純化與分析實驗(3)
植物分子生物學 (3)
分子生物學 (4)
分子遺傳學 (4)
植物細胞及組織培養 (2)
植物細胞及組織培養實驗 (2)
生化探索(1)---須修四學期



選擇性必修課程—營養科學組(可於

http://info.ntu.edu.tw/點選“課程”中之”各系所必修課程”查詢)

酵素化學 (2)
酵素純化與分析 (1)
酵素純化與分析實驗 (3)
營養基因體學(2)
營養流行病學 (2)
營養與免疫 (2)
礦物質營養學 (2)
維生素營養學 (2)
內分泌與代謝(2)
流行病學設計與資料分析(2)
生物分子動力學(2)
荷爾蒙與調節物質(2)



選擇性必修課程—微生物學組(可於

http://info.ntu.edu.tw/點選“課程”中之”各系所必修課程”查詢)

放線菌原生質體技術 (1)  
微生物醱酵生產技術(1) 
微生物膜蛋白表現及蛋白質養晶法 (1) 
高等真菌細胞核行為研究 (1) 
螢光技術在微生物研究之應用 (1) 
分子微生物學研究法(1) 
生醫光電特論(1) 
工業微生物學 (2)
酵素純化與分析(1)與酵素純化與分析實驗 (3)
生物技術核心實驗 (4)
蛋白質結構與功能 (2)
結構生物學概論(2)
病毒學(2)
免疫學(2)
生物膜之基礎與應用(2)
微生物代謝(2)
細胞生長與死亡(2)
基因體學(2)及基因體學實驗(2)
蛋白體學(2)及蛋白體學實驗(1)



選修課程 (1) 
(可於http://info.ntu.edu.tw/點選“課程”中之”各系所必修課程”查詢)

專題研究一 (2)
專題研究二 (2)
生物感測分析技術 (2)
生技產業 (2)
微生物之生物技術檢驗法 (2)
基因改造食品 (2)
經濟真菌學 (2)
經濟真菌育種技術 (2)
工業微生物育種 (2)
生物膜之基礎與應用 (2)
植物細胞培養與工業應用 (2)
機能性食品 (2)
微生物代謝物化學 (2)



蛋白質體學 (2)
分子免疫學 (３)
免疫學(４)
植物基因轉殖專論(1)
生物電子顯微鏡學一(2)
生物電子顯微鏡學實習一(1)
穿透式電顯及實習(４)
掃描式電顯及實習(４)
分子生物學(４)
組織學(４)
人體生理學 (４)
有機分析 (2)
有機分析實驗(1) 

選修課程 (2)



博士班

必修課程：16-20 
學分

選修課程



必修課程—生物工業組

(可於http://info.ntu.edu.tw/點選“課程”中之”各系所必修課

程”查詢)

專題討論 (1) 需修 4 學期

博士論文 (12)。



必修課程—生物化學組

(可於http://info.ntu.edu.tw/點選“課程”中之”各系所必修課

程”查詢)

專題討論 (1) 需修 4 學期

博士論文 (12) 



必修課程—營養科學組

(可於http://info.ntu.edu.tw/點選“課程”中之”各系所必修課

程”查詢)

專題討論 (1) 需修 4 學期

博士論文 (12) 



必修課程—微生物學組

(可於http://info.ntu.edu.tw/點選“課程”中之”各系所必修課

程”查詢)

專題討論 (1) 需修 4 學期

博士論文 (12) 



選修課程 (1)
(可於http://info.ntu.edu.tw/點選“課程”中之”各系所必修課

程”查詢)

專題研究一 (1)
專題研究二 (1)
專題研究三 (1)
專題研究四 (1)
生物感測分析技術 (2)
生技產業 (2)
微生物之生物技術檢驗法 (2)
基因改造食品 (2)
經濟真菌學 (2)
工業微生物育種 (2)



生物膜之基礎與應用 (2)
植物細胞培養與工業應用 (2)
機能性食品 (2)
微生物代謝物化學 (2)
蛋白質體學(2)
生物電子顯微鏡學一(2)
生物電子顯微鏡學實習一(1)
穿透式電顯及實習(４)
掃描式電顯及實習(４)
營養流行病學 (2)

選修課程 (2)



營養與免疫 (2)
礦物質營養學 (2)
維生素營養學 (2)
分子生物學(４)
生物技術核心實驗(４)
組織學(４)
人體生理學 (４)
儀器分析(2)
免疫學 (４)
高等內分泌與代謝(2)

選修課程 (3)



學術活動



專題演講及學術研討會

本所每年均不定期邀請國內外相關領域
學者專題演講。

針對重要議題舉辦學術研討會。

本所師生每年均固定參加國內外及國際
性生化、微生物、營養、食品等相關領
域學會及學術性活動，並發表學術論
文。



資訊交流

電 話：33662270
傳 真：33662271
網 址：
http://www.mbc.ntu.
edu.tw
電 郵：
tmpan@ntu.edu.tw



法規

學位授予法

國立臺灣大學學則

研究所博士暨碩士學位考試規則

碩士班肄業研究生逕行修讀博士學位辦法

論文指導教授與研究生互動準則

台灣大學理工生農公衛及電資學院博士班學生申請學位考試
特別要件

國立台灣大學生命科學院微生物與生化學研究所研究生攻讀
博士學位辦法

國立台灣大學生命科學院微生物與生化學研究所博士學位候
選人資格考試施行細則

國立台灣大學生命科學院微生物與生化學研究所博士學位論
文審查細則



學位授予法

中華民國二十四年四月二十二日國民政府制定公布全文十二條
中華民國四十三年六月四日總統修正公布第三條條文
中華民國四十八年四月一日總統修正公布第七條條文
中華民國六十一年五月二十七日總統修正公布第三條條文
中華民國六十六年二月三日總統(66)臺統(一)義字第○三七六號令修正
公布全文十七條
中華民國七十二年五月六日總統令修正公布刊總統府公報第四一三四號
中華民國八十三年四月二十七日華總(一)義字第二二三五號令修正公布



學位之授予

學士學位
大學學生，依大學法修業期滿，有實習年限者，實
習完畢，成績及格，授予學士學位。
大學雙主修學生，修滿本學系及他學系應修學分
者，得分別授予學士學位。修讀輔系者，不另授予
學位。
國立空中大學全修生，依國立空中大學設置條例修
滿規定學分成績及格者，授予學士學位。

碩士學位：大學研究所碩士班研究生，完成碩士
學位應修課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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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博士學位：博士學位候選人提出論文，經博士學
位考試委員會考試通過者，授予博士學位。



碩士學位之授予

大學研究所碩士班研究生，完成碩士學
位應修課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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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藝術類或應用科技類研究所碩士班研究
生，其論文得以創作、展演連同書面報
告或以技術報告代替。

碩士學位考試委員會置委員三人至五
人，由校長遴聘之。



博士學位之授予

大學研究所博士班研究生具有下列條件者，
得為博士學位候選人：

完成博士學位應修課程。

通過博士學位候選人資格考核。

博士學位候選人提出論文，經博士學位考試
委員會考試通過者，授予博士學位。

前項博士學位考試委員會置委員五人至九
人，由校長遴聘之。



碩士學位考試委員應具資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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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曾任教授或副教授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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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獲有博士學位，在學術上著有成就者。
屬於稀少性或特殊性學科，在學術或專業上
著有成就者。

前項第三款、第四款之提聘資格認定標準，
由各系（所）務會議訂定之。



博士學位考試委員應具資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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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曾任教授者。
擔任中央研究院院士或曾任中央研究院研究員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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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獲有博士學位，在學術上著有成就者。
屬於稀少性或特殊性學科，在學術或專業上著有成
就者。

前項第三款至第五款之提聘資格認定標準，由各
系（所）務會議訂定之。



名譽博士學位候選人

本國或外國人士具有下列條件之一者，
得為名譽博士學位候選人：

在學術或專業上有特殊成就或貢獻，有
益人類福祉者。

對文化、學術交流或世界和平有重大貢
獻者。



名譽博士學位之授予

名譽博士學位由設有相關學科博士班研
究所之大學組織名譽博士學位審查委員
會審查通過後授予之，並報請教育部備
查。

前項審查委員會由校長擔任主席，教務
長、有關學院院長、研究所所長、系主
任，以及教授代表五人至七人組織之。



國立臺灣大學學則

http://reg.aca.ntu.edu.tw/law/law6.doc



論文指導教授

研究生之論文指導教授以具學位授予法
擔任學位考試委員資格之本校專任助理
教授以上擔任為原則

必要時經所長同意，得以兼任助理教授
以上擔任。



修業年限

碩士班修業期限以一至四年為限

博士班修業期限以二至七年為限。

但以在職進修身分錄取之研究生未在規
定修業期限修滿應修課程或未完成學位
論文者，得酌予延長其修業期限，最高
以二年為限。

逕行修讀博士學位者，自轉入博士班
起，其修業期限依照前項規定辦理。



學分

碩士班研究生至少須修滿二十四學分

博士班研究生至少須修滿十八學分

逕行修讀博士學位研究生至少須修滿三
十學分（含碩士班期間所修學分數）。

上述學分均不包括畢業論文。



成績

研究生各科學業成績核計比照各學系學士學
位班規定，其成績以七十分為及格；不及格
者，不得補考，必修科目應令重修。
研究生修習學士學位班開設之課程，其成績
計入當學期及畢業總平均內；成績及格者給
予學分，惟是否計入應修最低畢業學分數
內，由各系所自行決定。
各學期積分之總數（包括暑修）除以各學期
學分總數（包括暑修）為學業平均成績。
學位考試成績及學業平均成績（各佔百分之
五十）之總和為畢業成績。



研究生退學規定

碩士班修業屆滿四年、博士班修業屆滿七年，而仍未修足應修科
目與學分或未通過學位考試者。
訂有資格考之碩士班，其碩士學位候選人未依該所之規定通過資
格考者。
博士班學生未依所屬學系（研究所）規定之期限內完成博士學位
候選人資格考核者或博士學位候選人之資格考核不合格，經重考
一次仍不合格者。
學位考試不及格，不合重考規定或合於重考規定，經重考一次仍
不及格者。
操行成績不及格者。
自動申請退學者。
逾期未註冊或休學逾期未復學者。
入學資格經審核不合者。
同時在本校各學系學士學位班或國內其他大學院校註冊入學者。

未通過博士學位候選人資格考核或未通過博士學位考試之逕行修讀
博士學位研究生，若合於回碩士班就讀或合於授予碩士學位規定
者，不受前項第三、四款規定限制。



學位證書授予日期

研究生學位證書授予日期，第一學期為
一月，第二學期為六月。

惟若已修畢規定科目與學分，於參加學
位考試之學期未修習論文以外之科目學
分者，得以其通過學位考試之月份授予
學位證書。



研究所博士暨碩士學位
考試規則

中華民國八十六年六月廿一日台(86)高(二)字第八六０六八０三六號函准修訂



申請碩士或博士學位考試資格

碩士班修業逾一學期，博士班修業逾三學期。逕行修讀
博士學位者，應在碩士班修業滿一年，在博士班修業逾
三學期。

修畢各該所規定之應修科目與學分；碩士班至少修畢二
十四學分、博士班至少修畢十八學分、逕行修讀博士學
位者，至少修畢三十學分 (含碩士班期間所修學分數) 。
已完成論文初稿。

博士班研究生應經資格考核及格，碩士班研究生必要時
亦得要求其經資格考核及格。

前款資格考核之科目與辦法由各研究所自行定之。



研究生學位考試申請期限

第一學期自研究生完成該學期註冊手續
起，至十一月卅日止。

第二學期自研究生完成該學期註冊手續
起，至四月卅日止。



申請學位考試應交文件

申請書

歷年成績表一份。

論文初稿及其提要各一份。

藝術類或應用科技類研究所碩士班研究生，
其論文得以創作、展演連同書面報告或以技
術報告代替。唯是否屬於藝術類或應用科技
類研究所，應由各該研究所提經行政會議核
備。

經指導教授及所屬研究所所長同意後報請學校
核備。



碩士或博士學位考試委員會

碩士學位考試委員三至五人

博士學位考試委員五至九人，由校長遴
聘之

由所長指定一人為召集人，但指導教授
不得擔任召集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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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並應具備左列資格之一：
曾任教授者。
擔任中央研究院院士或曾任中央研究院研究員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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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獲有博士學位，在學術上著有成就者。
屬於稀少性或特殊性學科，在學術或專業上著有成就
者。

前款第三目至第五目之提聘資格認定標準，由各系(所)務
會議訂定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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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並應具備左列資格之一：

曾任教授或副教授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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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獲有博士學位，在學術上著有成就者。

屬於稀少性或特殊性學科，在學術或專業上著有成就
者。

前款第三目、第四目之提聘資格認定標準，由各系(所)務
會議訂定之。



考試委員出席規定

考試委員缺席時，不得以他人代理。

碩士學位考試至少須委員三人出席，博
士學位考試至少須委員五人出席，否則
不得舉行考試；已考試者，其考試成績
不予採認。



論文繳交期限

學位考試舉行後，各研究所應俟研究生繳交
附有考試委員簽字同意之論文後，始得將各
該生學位考試成績送教務處登錄。

論文最後定稿之繳交期限，第一學期為一月
三十一日、第二學期為七月三十一日。逾期
仍未達修業年限者則次學期仍應註冊，並於
該學期繳交論文最後期限之前繳交，屬該學
期畢業。

至修業年限屆滿時仍未繳交論文者，該學位
考試以不及格論，並依規定退學。



碩士班肄業研究生逕
行修讀博士學位辦法

84.5.25本校八十三學年度第二學期第二次教務會議通過
86. 6. 4 本校八十五學年度第二學期第二次教務會議修正通過
86.10.22本校八十六學年度第一學期第一次教務會議修正通過
90.10.15 本校九 十 學年度第一學期第一次教務會議修正通過
91. 6.15 本校九 十 學年度第二學期第二次教務會議修正通過
91.12.30本校九十一學年度第一學期第二次教務會議修正通過



逕行修讀博士學位條件

碩士班修業一年以上，學業平均成績排
列名次 (各所另以必修科目學業平均成
績為排列名次者，從其規定) 在該碩士
班全班(組)人數前三分之一以內，或其
他特殊情形經該系所評定為成績優異。

經肄業系所或相關系所教授二人以上推
薦具有研究潛力。



逕行修讀博士學位名額

以不超出該系所當學年度教育部核定博
士班招生名額三分之一為限。

但核定招生名額不足五名者，逕行修讀
博士學位名額以二名為限。

此項名額應包含於當學年度教育部核定
學校招生名額總量內，各年級及各學期
名額之分配，由各系所自行訂定。



申請時間

第一學期應於七月廿日至七月卅一日；第二學
期應於一月二十日至一月卅一日逕向擬就讀系
所索取逕行修讀博士學位申請書、並提出申
請，由擬就讀系所所務會議或所務會議授權之
相關會議通過後，將資料轉送教務處研究生教
務組彙整轉呈教務長、校長核定，並報請教育
部備查後，得逕行修讀博士學位。

本所應參考本所之辦法，第一學期為碩一學生
申請，並提前在與博士班入學考試之筆試一起
舉辦。

經本校核定准予逕行修讀博士學位者，非經自
請撤銷逕修資格，不得再參加碩士班學位考
試。



繳交資料

逕行修讀博士學位申請書一份。

碩士班修業一年以上歷年成績表一份及
教授二人以上推薦書。



修業期限

自轉入博士班起，至少應修業逾三學
期，且連同碩士班至少修畢三十學分，
始得申請博士學位考試。



回碩士班就讀

逕行修讀博士學位者，因故中止修讀博士學
位或未通過博士學位候選人資格考核，經系
所務會議審查通過，校長核定後，得再回碩
士班就讀。

前項研究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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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論文未通過博士學位考試合
於碩士學位標準

逕行修讀博士學位研究生修業期滿，通
過博士學位候選人資格考核，但未通過
博士學位考試，其博士學位論文經博士
學位考試委員會決定合於碩士學位標準
者，得授予碩士學位。



證 明

兹證明「國立台灣大學生命科學院微生物與生化學研究所」碩士班研究生(姓名：
學號： )之
畢業論文(題目： )
業已整理成可發表形式，並已繳交其磁片或光碟給論文指導教授。請准予辦理離校手
續。

此致
所長

組別：
指導教授： (簽名)
日期： 年 月 日
所長： (簽名)
日期： 年 月 日



論文指導教授與研究生
互動準則

中華民國九十一年三月十八日九十學年度第二學期第一次教務會議決議通過



論文指導教授之選定

研究生應於系（所）規定之期限內，選
定學位論文指導教授 (以下簡稱指導教
授)，並持指導教授之書面同意書，向
系 (所) 辦公室登記。



更換指導教授(包括同組內)

研究生中途欲更換指導教授或指導教授因生病、辭職或
出國無法再繼續指導時，需準備以下兩種書面文件提經
系 (所) 主任（所長）核備，若無違反系 (所) 相關規
定，於十日後自動生效。

研究生之聲明書。聲明「在未得原指導教授之書面同
意時，不以與原指導教授指導之研究計畫成果，當作
學位論文之主體」。此聲明書需正本兩份，一份給原
指導教授，一份留系(所) 辦公室，聲明書於系（所）主
任核備後一週內送達原指導教授。

新的指導教授之書面同意書。

研究生若因指導教授過世而更換指導教授時，免繳第一
項所規定之聲明書。



更換指導教授研究生論文口試

更換指導教授之研究生舉辦學位論文口
試十天前應將一份論文稿送原指導教授
親自簽收。

如發生對聲明書相關之爭議，原指導教
授應於口試五天前向系(所)方提出申
訴，提出申訴後，口試暫停；由系(所)
務會議於一個月內裁決之。



指導教授主動提出終止指導關係

指導教授因故主動提出終止指導關係
時，應以書面向系（所）報備

系（所）應通知研究生依第三條之規定
申請更換指導教授，研究生得請求系
(所)方進行瞭解以確保其權益。



研究生申訴

研究生已達修業年限最後一學期（博士
班學生第十四學期，碩士班學生第八學
期）且符合該系所研究生申請口試資
格，仍無法獲得指導教授同意進行學位
論文口試，可向系 (所) 方提出申訴。

研究生提出申訴後，系（所）應依自訂
之程序處理，並於一個月內將處理結果
書面通知申訴之研究生。



研究生未依規定逕自更換指
導教授

研究生未依本準則規定而逕自更換指導
教授時，其學位考試成績不予承認。



國立台灣大學生命科學院
微生物與生化學研究所研
究生攻讀博士學位辦法

九十三年元月六日九十二學年度第一學期第五次所務會議修定通過



本辦法適用對象

本辦法適用於九十三學年度及以後入學
之博士班研究生，包括獲有碩士學位經
本校研究所博士班入學考試通過者，以
及本所碩士班研究生修業一年以上合乎
學位授與法第六條規定，逕行修讀博士
學位者。



資格考試

研究生修畢所有必修學分（專題討論及
論文除外）並通過相關英文能力檢定
後，需提交論文計畫書申請資格考試。

資格考試細節依「國立台灣大學生命科
學院微生物與生化學研究所博士學位候
選人資格考試施行細則」規定辦理之。



論文預審考試

研究生通過資格考試後，即由指導教
授及相當於助理教授以上資格之校內
外委員組成論文指導小組，研究生並
應積極進行論文研究，經指導教授同
意後，向所方提出論文預審申請。

論文預審細節依「國立台灣大學生命
科學院微生物與生化學研究所博士學
位論文審查細則」規定辦理之。



博士學位論文考試

通過論文預審之研究生，經論文指導教授
同意後，得申請博士學位論文考試。

申請博士學位論文考試，須有已發表於SCI
（或SSCI）期刊之論文，並符合「國立台
灣大學生命科學院微生物與生化學研究所
博士學位論文審查細則」之規定。

學位論文考試規則依教育部台(86)高（二）
字第86068036 號函准修訂之本校「研究所
博士暨碩士學位考試規則」規定辦理之。



逕行修讀博士學位研究生規定

逕行修讀博士學位之研究生，未通過資
格考試者，經所務會議同意及校長核定
後，得再回碩士班就讀；未通過論文預
審或學位論文考試者，其論文經論文預
審委員會或學位論文考試委員會決定合
於碩士學位標準者，得授予碩士學位。

本辦法經所務會議通過，報校核備後公
告實施，修改時亦同。



國立台灣大學生命科學院微
生物與生化學研究所博士學
位候選人資格考試施行細則

九十三年元月六日九十二學年度第一學期第五次所
務會議修定通過



依據

本施行細則，係依據教育部台 (85) 高
（二）字第85509826號函准備查之本
校「博士學位候選人資格考核實施要
點」辦理。



資格考試申請

研究生於修畢所有必修學分(論文除
外）後，須提交論文計畫書申請資格考
試，並由其指導教授延請相當於助理教
授以上資格之委員五至七人共同組成資
格考試委員會，報請所方核備。



資格考試內容

資格考之科目為「論文研究」，申請考
試者須提交論文計畫書，由資格考試委
員會審查，並以口試方式就「從事論文
研究應具備之基礎知識」與「論文研究
計畫」兩部分進行考試。

口試後當場由委員合議並個別投票，須
獲三分之二以上 (含) 委員認定及格始
為通過。

口試後由考生整理問與答資料送所當作
考試紀錄。



資格考試其他規定

資格考試每學期辦理，不及格者得申請
重考，重考以一次為限。

資格考試應於入學後在學第五學期開學
以前通過，未通過者，由本所簽請校方
予以退學。

本施行細則經所務會議通過，報校核備
後公告實施，修改時亦同。



微生物與生化學研究所博士
班學生資格考試流程表

已修畢所有必修學分（專題討論及論文除外）並通過本所英語能力鑑定之博士班
學生，可申請資格考試（需於入學後在學第五學期開學前通過資格考試）

↓
擬申請資格考同學，請至所辦公室拿取「資格考試申請書」、「資格考試紀

錄」、「博士資格考試委員名冊」及相關資料 (放在本所入門左邊櫃檯上內側資
料櫃之第 4 層抽屜內)

↓
備齊資料送請指導教授核簽後，送交所辦公室轉請所長核簽

↓
通過英語能力鑑定證明文件及「博士資格考試委員名冊」交所辦公室，其他資料

取回影印送各考試委員
↓

所辦公室製備領據交同學轉交指導教授於口試當日送請校外委員簽收，並請同學
於口試當日或翌日將領據送回所辦公室，承辦人再據以向校申報費用 (依學校規
定，校外考試委員可領交通費，但需以其在資格考當日簽收之領據向校申報)

↓
完成資格考試後，將「資格考試申請書」及「資格考試紀錄」交回所辦公室存檔

↓
所辦公室向校報備通過資格考



國立台灣大學生命科學院
微生物與生化學研究所博
士學位論文審查細則

九十三年元月六日九十二學年度第一學期第五次所
務會議修定通過



細則之依據

本細則依據「國立台灣大學生命科學院
微生物與生化學研究所研究生攻讀博士
學位辦法」訂定之。

論文審查分論文預審及學位論文考試兩
階段舉行。



論文預審—提審手續

博士班研究生通過資格考試後，於申請
學位論文考試前需提出論文預審申請。

論文預審考試必須在學位論文考試前至
少一個月舉行(詳細日期由預審委員決
定)，並應在入學後在學第六學年結束
以前通過此項預審。

如未能於規定時間內通過此項預審者，
不得參加學位論文考試。



學位論文考試—申請手續

已通過論文預審考試，經論文指導教授
同意並符合論文發表最低要求者，得依
校方規定，申請學位論文考試。論文預
審考試與學位論文考試舉行時間間隔由
預審委員決定，以相隔一個月為原則。

每學期申請學位考試之學生名單、博士
論文題目及其已發表之論文應於本所所
務會議報告並於網頁上公布。



論文預審—提審步驟

申請者應填妥論文預審資料，經指導教授同意
後送所辦公室核備。

論文預審的安排，由指導教授負責。

應試者就其研究內容及結果提出預審論文，並
經論文預審委員審查及口試。

口試後經出席委員投票，須獲得三分之二以上
(含) 委員認定及格，始為通過。

論文預審未通過者，得申請再審；再審以一次
為限。



論文預審—注意事項

論文預審委員由論文指導小組之成員組成。

研究生通過預審考試後，必須就預審委員所
提出之各項建議進行修正，並在申請學位考
試時提出書面說明，條列論文中各項修正之
處。

逕行修讀博士班之研究生，碩士班修業時間
不列入計算年數；休學期間亦不予計算。

因故重考入學者，必須重新通過資格考試以
及論文預審。



發表之論文必須是已刊登或已被接受刊登於 SCI（或
SSCI） 期刊者，其內容必須是在博士學位修習期間完
成，與博士論文有關，並可視為其博士論文之一部分。

研究生須為論文之第一作者，並且論文之質與量必須符
合下列規定之一：

一篇 SCI（或SSCI）期刊論文，此期刊須為該領域前
50% 期刊。期刊排序以提出申請時五年內 JCR 之排序
為依據。

二篇SCI（或SSCI）期刊論文，期刊之領域排序不
限。SCI（或SSCI）之認定以提出申請時五年內 SCI
（或SSCI）收錄之期刊為限。

博士學位修習期間完成之論文結果所獲得之專利（研
究生必須名列指導教授以外之第一發明人），得視同
一篇 SCI（或SSCI）期刊論文，但仍必須發表一篇
SCI（或SSCI）期刊論文，期刊之領域排序不限。

學位論文考試—論文發表最低要求



微生物與生化學研究所博士
班學生學位考試流程表

已完成論文預審，且其發表著作達到申請學位考試標準之博士班同學，需於開學期間申
請學位考試 (學位考試與論文預審至少須相隔 1個月)

↓
分別至Info及教務處研教組下載學位考試申請書及「博士學位考試委員名冊」

［已投稿但未知發表著作是否可達到申請學位考試標準之同學，亦可申請學位考試，惟
若無法於該學期結束前舉行考試，請撤消學位考試，若已就讀最後一學期且休學期限未

滿，請同時辦理休學 ］
↓

最遲請於 11/25 前或 4/25 前將「博、碩士學位考試申請書」交至所辦公室送請所長核簽
並領取「博士班學位論文考試申請書及紀錄」

↓
12/5 前或 5/5 前將「博士學位考試委員名冊」電子檔傳給承辦人（發表著作尚未達到申

請標準提前申請之同學，可在發表著作取得已獲 SCI 期刊接受刊登之證明後， 再交「博士
學位考試委員名冊」電子檔）

↓
至遲於學位考試舉行 7 日前將「博、碩士學位考試申請書」及相關資料交至所辦公室送

請所長核簽



微生物與生化學研究所博士
班學生學位考試流程表

至遲於學位考試舉行7日前將「博、碩士學位考試申請書」及相關資料交至所辦公室送
請所長核簽

↓
所辦公室彙整委員名冊，（1）製作校內委員請款清冊，送請校內各委員蓋印後送校

請款，若所請校內委員非本所教師，將煩請相關同學送請該委員蓋印（2）估算校外委
員所需費用向校借款

↓
所辦公室發給各同學「口試紀錄表」 、 「台大研究生畢業離校繳交論文全文電子檔案

說明」、「考試委員聘函」
↓

於學位考前舉行公開演講
↓

學位考通過後，請於1/31或7/31前繳交：（1）內有紀錄之「口試紀錄表」 （2） 「博
士班學位論文考試申請書及紀錄」（3）論文之中文摘要及英文摘要電子檔，中文摘要

及英文摘要內容應包括論文題目、作者姓名、指導教授及摘要
↓

辦理離校手續



微生物與生化學研究所博士
班學生學位考試流程表

辦理離校手續
↙ ↓ ↘

撤消學位考 學位考不及格 學位考及格
↓ ↓ ↓

至教務處研教組下載 若修業年限未滿 學期結束前未繳交論文
「學位考試撤消申請書」 得於次學期或次學年 以一次不及格論

↓ 重考，重考以一次為限 ↓
於1/31或7/31前交所辦公室 不及格，勒令退學。 通過學位考，來不及繳交論
轉研教組。並請指導教授將 文，或當學期不擬畢業，請
口試費用退回所辦公室，辦 至所辦公室索取「已通過學
理退費事宜。學期結束前， 位考試本學期不畢業申請書」
未撤消考試亦未舉行學位考 ，於1/31或7/31前提出申請。
，以一次不及格論。



微生物與生化學研究所碩士
班學生學位考試流程表

可於申請學位考試當學期修畢應修科目及學分之碩士班學生，可申請學位考試
↓

擬申請學位考試同學，請分別至Info及教務處研教組網頁下載「博、碩士學位考試申請
書」及「碩士學位考試委員名冊」空白表格

↓
11/25（上學期）前或4/25（下學期）前「博、碩士學位考試申請書」交至所辦公室

↓
送請所長核章後，於11/30或4/30前將「博、碩士學位考試申請書」送校

↓
12/5（上學期）前或5/5（下學期）前將「碩士學位考試委員名冊」電子檔傳給承辦人

↓
所辦公室彙整委員名冊，（1）製作校內委員請款清冊，送請校內各委員蓋印後送校請

款，若所請校內委員非本所教師，將煩請相關同學送請該委員蓋印（2）估算校外委員所
需費用向校借款



微生物與生化學研究所碩士
班學生學位考試流程表

所辦公室彙整委員名冊，（1）製作校內委員請款清冊，送請校內各委員蓋印後送校請
款，若所請校內委員非本所教師，將煩請相關同學送請該委員蓋印（2）估算校外委員所

需費用向校借款
↓

所辦公室發給各同學「口試紀錄表」、「台大研究生畢業離校繳交論文全文電子檔案說
明」、「考試委員聘函」及畢業論文已整理成可投稿論文形式「證明」

↓
請於1/31前或7/31前繳交： （1）內有紀錄之「口試紀錄表」 （2）論文之中文摘要及英
文摘要電子檔，中文摘要及英文摘要內容應包括論文題目、作者姓名、指導教授及摘要

↓
繳交 「證明」（證明畢業論文已整理成可投稿論文形式）後，方可辦理離校手續



微生物與生化學研究所碩士
班學生學位考試流程表

辦理離校手續（至所辦公室蓋所章前，先請指導教授於該處簽名）
↙ ↓ ↘

撤消學位考 學位考不及格 學位考及格
↓ ↓ ↓

至教務處研教組網頁下載 若修業年限未滿， 學期結束前未繳交論文
「學位考試撤消申請書」 得於次學期或次學年 以一次不及格論

↓ 重考，重考以一次為限 ↓
於1/31或7/31前交所辦公室 不及格，勒令退學。 通過學位考，來不及繳交論
轉研教組。並請指導教授將 文，或當學期不擬畢業，請
口試費用退回所辦公室，辦 至教務處研教組下載「已通過學位
理退費事宜。學期結束前， 考試本學期不畢業申請書」，
未撤消考試亦未舉行學位考 於1/31或7/31前提出申請。
，以一次不及格論。



教育部助學金申請規定

若無郵局帳戶，請於暑假期間至郵局開, 
戶，選好指導教授時再交

在職者無法申請。







國立台灣大學研究生助學金辦法

第三條 研究生有左列情形之一者，不得申請研究生助學
金：
在校內、外有專職者。
領取金額高於本項助學金之其他獎助學金者。
前學年（期）學業成績不佳、或協助系所工作不力、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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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研究生受領助學金期間有第一項所列各款之情形者，應停
止受領助學金。
研究生在校內、外兼職者可否申請，各研究所得視情況
自行從嚴規範。但，擔任研究助理者或參與研究計畫領
有獎助學金者，其助學金之支給由各所斟酌處理。
為促進本校國際化，外籍研究生如無前項各款情形者，
各研究所得自行決定是否受理其申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