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高雄醫學大學
印表人：977051 109學年度課程科目學分表 列印日期：1090804

系(所): 醫學研究所博士班  (本表為109學年度入學學生使用)

No. 年度 科目代碼
中文
英文

學年/期 選必修別
規定

總學分數
課程分流

學分數
主負責教師

新開
課程上 下

1 第一學年 MACA0 學術研究倫理
Academic Research Ethics

上學期 專業必修 1 學術型＆實務型 1 0
935041

謝翠娟 否

2 第一學年 MSCC3 進階分子細胞生物學
Advanced Molecular Cellular Biology

上學期 專業必修 3 學術型＆實務型 3 0
975017

許雅玲 否

3 第一學年 MATM2 轉譯醫學
Translational Medicine

上學期 專業必修 3 學術型＆實務型 3 0
945035

林常申 否

4 第一學年 MSSX2 專題討論(I)
Seminar(I)

上學期 專業必修 1 學術型＆實務型 1 0
945009

許世賢 否

5 第一學年 MBOT2 生物技術的研究應用
Application of Biotechnology in Research

下學期 專業必修 2 學術型＆實務型 0 2
935027

孫昭玲 否

6 第一學年 MSSX3 專題討論(II)
Seminar(II)

下學期 專業必修 1 學術型＆實務型 0 1
945035

林常申 否

7 第一學年 MAIM1 高級免疫學特論
Special Topics in Advanced Immunology

下學期 專業選修 4 學術型＆實務型 0 4
725006

張玲麗 否

8 第一學年 MFIE2 進階熱帶醫學
Advanced Topics on Tropical Medicine

下學期 專業選修 2 學術型＆實務型 0 2
1035002

師健民 否

9 第一學年 MFIE4 熱帶醫學研究趨勢（一）
Research Trend of Tropical Medicine(1)

上學期 專業選修 1 學術型＆實務型 1 0
1035002

師健民 否

10 第一學年 MFIE6 熱帶醫學研究趨勢（二）
Research Trends of Tropical Medicine(2)

下學期 專業選修 1 學術型＆實務型 0 1
1035002

師健民 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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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o. 年度 科目代碼
中文
英文

學年/期 選必修別
規定

總學分數
課程分流

學分數
主負責教師

新開
課程上 下

1 第二學年 MSSW0 專題討論
Seminar

學年 專業必修 2 學術型＆實務型 1 1
975017

許雅玲 否

2 第二學年 MALT1 醫學專題研究
Topics in Medical Research

下學期 專業必修 2 學術型＆實務型 0 2
945009

許世賢 否

3 第二學年 博士論文
Dissertation for Ph.D. Degree

學年 專業必修 12 學術型＆實務型 0 12 否

合計學分數

基礎(一般)必修 專業必修 一般選修 專業選修 通識 總計

27 8 35

畢業學分數

基礎(一般)必修 專業必修 一般選修 專業選修 通識 跨域學分 總計

27 3 30

英檢別 博士班英檢畢業等級

註：
Ph.D. students holds a master’s degree must complete 30 credits, including 15 credits for required courses , 3
credits for elective courses and 12 credits for thesis.

  Ph.D students with ONLY M.D. degree must complete 36 credits before graduation, including 15 credits for
required courses , 9 credits for elective courses and 12 credits for thesis.

  Students can take 15 credits maximum for each semester.

  Students who take an undergraduate course shall pass it with the score of 60 or above, and master course with the
score of 70 or above. There shall have no make-up test if failed. The credits and scores of the undergraduate
courses and master courses shall not be counted into the average grades and total credits of semester and for
graduation.

  Students must complete the self-learning on the website of Center for Taiwan Academic Research Ethics
Education, and pass the online test to get the certificate in the first semester.

  Students must submit English Proficiency Exam before applying graduation exam.
  Requirement of English Proficiency Exam
  Students must take one of following tests:
  TOEFL score: (ITP) 500, (CBT) 193 or (IBT) 68 or above.
  GEPT: Listening and Reading Test of High Intermediate Level of General English Proficiency Test (GEPT)
  TOEIC: 600 or above.
  IELTS: 5.5 or above.
  Students who fail the English Proficiency Exam 3 times can take the English course and must pass the course.

系/所主任簽章： 院長簽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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