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臺北醫學大學公共衛生學系碩士班修業規定 

 
95 年 09 月 15 日教務會議新訂通過 

99 年 05 月 19 日教務會議修正通過 

101 年 10 月 18 日教務會議修正通過 

103 年 12 月 11 日教務會議修正通過 

106 年 04 月 11 日系務會議修正通過 

106 年 04 月 24 日院務會議修正通過 

106 年 05 月 16 日教務會議修正通過 

108 年 04 月 10 日系務會議修正通過 

108 年 05 月 07 日院務線上會議修正通過 

108 年 05 月 16 日教務會議修正通過 

 

第一條 修業年限：依本校學則規定辦理。 

第二條 修業學分： 

一、本系碩士班研究生須修滿認可之課程 30 學分（含）以上（含論

文 6 學分），始可畢業。 

二、本系碩士班英文畢業門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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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三條 論文指導教授： 

一、依本校「研究生指導教授資格要點」辦理。 

二、研究生應於一年級上學期結束前選定論文指導教授，並填寫指導

教授申請表，由系主任核定。 

三、研究生之原指導教授因退休，得以兼任教師擔任共同指導教授。 

四、研究生得提出更換論文指導老師申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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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師。 

五、本系每位老師以指導每屆兩位碩士班研究生（不含外系所、外校

指導的研究生）為限。 

六、學生應於論文指導教授指導下，選定與其組別相關之研究主題。 

第四條 研究主題與論文口試： 

一、依本校「碩士及博士學位考試實施細則」辦理。 

二、研究生於修滿規定學分且及格者，必須公開報告論文初步結果，

經系上老師同意後，始得提出論文口試申請，以上如有未盡事宜

得召開系務會議討論之。 

第五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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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Master’s degree in Public Health 

1. Length of study 

a. Course work and the master’s thesis can be completed in two years. 

b. Length of study is according to the school rules.. 

2. Credits 

a. Students need 30 credits to graduate. Among them, 24 credits come from 

course work, 6 credits will come from thesis work. 

b. Please see the attached table for list of required courses 

3. Thesis advisor 

a. Students should identify a thesis advisor to work with before the end of the 

first semester. 

b. Only full-time faculties can be thesis advisors to graduate students. 

c. In situations when a student wishes to replace his/her thesis advisor with 

someone else, formal request needs to be submitted to department 

administratorsfor evaluation. 

4. Thesis defense 

a. A proposal defense in Nov./Dec. of second year (1st semester of 2nd year) 

b. A pre-defense presentation to the department faculties will take place in 

April.Faculties will evaluate if the student can proceed to have a thesis defense 

based on the quality and progress of student’s thesis work. 

c. Thesis defense takes place from May to July in the second year of study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