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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條 修業年限：依本校學則規定辦理。 

第二條 修課分組：本系博士班依照其修課及所選擇指導教授的專長分為環境衛生學、流病

生統、社區衛生學。 

第三條 修業學分 

一、本系博士班研究生須依本系「必選修科目表」規定始可畢業。 

二、本系博士班英文畢業門檻，如下： 

(一)105 學年度(含)前入學新生，須具備下列英文檢定之一： 

1.全民英檢中高級初試。 

2.TOEIC 750 分以上。 

3.TOEFL ITP 527 分以上或 TOELT IBT 71 分以上。 

4.至大學部補修英文領域課程兩學分，補修之學分不納入畢業學分。 

(二)106學年度(含)起入學新生，須依本校「研究生英語認證實施要點」辦理。 

三、外國生修業依據附表之英文版國際生修業規定。 

 第四條 論文指導教授 

一、博士班研究生入學後應在一年內選定論文指導教授，並填寫論文指導教授申請

表，由系主任核定。 

二、指導教授之資格依本校「研究生指導教授資格要點」辦理。 

1.近三年內曾發表一篇SCI 或SSCI 之原始著作論文，且須為該文之第一作者或

通訊作者。 

2.近三年內曾擔任科技部、其他政府機關或私人機構委託之研究計畫之計畫主持

人。 

三、指導教授若已有博士班七年級以上之指導學生，則不得再新收學生。 

四、研究生選定論文指導教授後，若與論文指導教授間，因彼此理念或研究工作協調



上發生困難時，得提出更換論文指導教授申請，由系主任核備後，組成專案小組，

協助申請人重新擇定論文指導教授。 

五、研究生之原指導教授因退休，得以兼任教師身分擔任共同指導教授。 

第五條 博士班資格考及博士論文計畫書口試規定 

一、修滿系上規定必選修至少十六學分後，得於修業第二年起申請資格考試，且於修

業第三年結束前通過學科資格考試，及於修業第四年結束前通過博士論文計畫書

口試。98 學年度第1 學期入學生適用。 

二、資格考學科考試一科為修課分組必考科目(含研究規劃與設計)，主修環境衛生學

組必考科目為環境衛生學特論，流行病學組必考科目為流行病學特論，社區衛生

學組必考科目為衛生政策暨行為科學特論。資格考不及格者，得於下學期進行重

考（不得更換科目）。重考以一次為限，仍不及格者，應令退學。資格考科目之

主授老師，應將授課大綱告知命題老師及應考生。 

三、博士生通過資格考學科考試，經論文指導教授同意後，得提出博士論文計畫書口

試申請。申請時，應檢附博士論文計畫書初稿以及相關申請文件，並提送學位考

試委員名單送行政老師審核備查。 

四、博士論文計畫書口試應以公開發表方式進行，口試不通過者，依口試委員之建議

修改研究計畫書內容後，得於次學期進行複試。 

五、博士論文計畫書口試通過後，每學期須由指導教授安排論文計畫書口試委員進行

進度報告，或參加系上舉辦之進度報告。進度報告未通過者，須隔三個月再予以

追蹤。 

第六條 一、105學年度(含)之前入學新生適用博士班畢業相關規定 

(一)博士候選人需符合下列各項規定，始得進行博士論文學位考試： 

1.至少有兩篇發表在SCI、SSCI 或各組認可之專業期刊之原始著作論文；

或有一篇發表在該年影響力點數(Impact factor)大於5.0之SCI、SSCI 

期刊的原始著作論文(通訊作者需為論文指導教師)。 

2.畢業著作需由學生為單一第一作者，以學校及本系名義發表，發表的定

義為收到該期刊之接受函。 

3.著作主要研究需由本系所教師指導完成。通訊作者需為論文指導教師或

共同指導教師，指導教師需為至少一篇之通訊作者。 

4.著作內容必須至少包含博士論文之部份內容。 

5.曾參加一場有論文審查程序之國際研討會(該論文須滿足本條(2)、(3)項

的規定，若該研討會在國內舉辦，該論文須為英文口頭報告之論文)或或通

過本校研究生英語認證實施要點門檻。 

   (二)博士學位論文考試初審：博士候選人，經論文指導教授同意後，得於開學第

一週提出博士論文學位考試申請。申請時，應檢附博士論文初稿以及發表在

SCI、SSCI 學術期刊之原始著作論文二篇，本學系將組成博士學位考試審



查委員會進行審核通過後，始可申請博士學位考試。 

  (三)博士學位考試： 

博士學位論文考試應以公開發表方式進行，口試題目、時間、地點應於口試

前一週交由行政室公佈。博士學位論文考試成績不及格，其修業年限尚未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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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106學年度(含)起入學新生適用博士班畢業相關規定 

(一)博士候選人需符合下列各項規定，始得進行博士論文學位考試： 

1.可為二篇SCI或SSCI專業期刊之原始著作論文，至少一篇已發表及一篇

已收到期刊投稿受理證明。經博士學位考試審查委員會進行審核通過

後，始可申請博士學位考試。 

2.畢業著作需由學生為單一第一作者，以學校及本系名義發表，發表的定

義為收到該期刊之接受函。 

3.著作主要研究需由本系所教師指導完成。通訊作者需為論文指導教師若

有共同指導教授，得由共同指導教授擔任共同通訊作者。 

4.著作內容必須至少包含博士論文之部份內容。 

5.曾參加一場有論文審查程序之國際研討會(該論文須滿足本條(2)、(3)項

的規定，若該研討會在國內舉辦，該論文須為英文口頭報告之論文)或

或通過本校研究生英語認證實施要點門檻。 

(二)博士學位論文考試初審：博士候選人，經論文指導教授同意後，得於開學

第一週提出博士論文學位考試申請。申請時，應檢附博士論文初稿以及發

表在SCI、SSCI 學術期刊之原始著作論文或投稿受理證明二篇，本學系

將組成博士學位考試審查委員會進行審核通過後，始可申請博士學位考

試。 

(三)博士學位考試： 

博士學位論文考試應以公開發表方式進行，口試題目、時間、地點應於口

試前一週交由行政室公佈。博士學位論文考試成績不及格，其修業年限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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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七條 本規定未盡事宜，悉依教育部與本校相關規定辦理。 

第八條 本規定經教務會議通過，報請校長核定後公告施行；修正時亦同。 

 

 

Program Guidelines for Ph.D. degree in Public Health 

1. Length of study is according to the school rules 

2. Study track: Global Public Health for international students  

3..Credits  



a. is according to the school rules.  

b. Please see course schedule for details  

4.Dissertation advisor  

a.Need to have a dissertation advisor before the end of the first year.  

b. Qualification of dissertation advisor. All of the following must apply.  

i.The advisor should be a full-time faculty in SPH.  

ii.The advisor should have published original research articles in SCI or SSCI journals within 

the past three years as a first author or as a corresponding author.  

iii.The advisor should have been a principle investigator in a research project within the past 

three years.  

iv.The advisor must not have a ph.d. student who has been enrolled in SPH Ph.D. program for 

more than 7 years.  

c.In situations when a student wishes to replace his/her dissertation advisor with someone else, 

formal request needs to be submitted to department administrators for evaluation.  

5.Ph. D. qualifier  

a.Students are eligible to become a Ph.D. candidate after passing the qualifier examination.  

b. Students have two tries to pass the examination.  

c.Students can start taking the qualifiers after first year and have to pass the qualifier before the 

end of the third year.  

d. Students failed to complete the qualifier twice will be expelled from the Ph.D. program.  

e.Students wish to take the qualifier examination in that semester should submit their applications 

within the first week of that semester.  

f.Topic: research methods, and global public health.  

6. Proposal defense  

a.Proposal defense needs to be completed before the end of the fourth year of study.  

b. Students have two tries to pass the proposal defense.  

c.Failure to complete proposal defense within the required period will be expelled from the 

program.  

7.(1)Graduation requirement(2016 academic year (inclusive) before admission, to be done under 

this clause) 

a. .Publish 2 papers in SCI or SSCI journals, or publish 1 paper with Impact Factor greater 

than 5.0. 

b. Publications have to be part of the doctorate dissertation, and the advisor has to be a 

corresponding author for at least one of the two papers 

c. To present a paper (oral) in an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d. Pass the pre-defense dissertation review prior to oral defense 

e. Pass the dissertation defense in accordance with university guidelines 

(2)Graduation requirement(2017 academic year (inclusive) freshmen, according to this clause) 

a. Publish 2 papers in SCI or SSCI journals, or publish 1 paper and Submit 1 article in SCI 

or SSCI journals. 



b. Publications have to be part of the doctorate dissertation, and the advisor has to be a 

corresponding author for at least one of the two papers 

c. To present a paper (oral) in an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d. Pass the pre-defense dissertation review prior to oral defense 

e. Pass the dissertation defense in accordance with university guidelines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