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臺北醫學大學研究生英語認證實施要點 

 

106年 5月 11日通識教育中心會議新訂通過 

106年 5月 16日教務會議新訂通過 

106年 9月 21日教務會議修正通過 

107年 2月 22日通識教育中心會議修正通過 

107年 3月 15日教務會議修正通過 

108年 4月 18日通識教育中心會議修正通過 

108年 5月 16日教務會議修正通過 

109年 4月 28日通識教育中心會議修正通過 

109年 5月 13日教務會議修正通過 

110 年 2 月 26 日通識教育中心會議修正通過  

110 年 3 月 17 日教務會議修正通過 

 

第一條 本校為提升碩博士班研究生之英語能力，碩博士班研究生(外國學生

除外)需通過英文畢業門檻始得畢業，特訂定「臺北醫學大學研究生

英語認證實施要點」(以下簡稱本要點)。 

第二條 系所學位學程可依本要點或其修業規定辦理研究生英文畢業門檻；依

修業規定辦理之系所學位學程，則由其自行管理，外國學生亦遵從系

所學位學程辦理。 

第三條 學生於一年級入學註冊期間繳交英語檢定成績單，若已達各系所學位

學程英語認證畢業門檻(詳見附表一)，即可通過「研究生英語認證」。 

第四條 若學生於一年級入學註冊時未達各系所學位學程英語認證畢業門

檻，可於申請學位考試前修讀語言中心開設之「學術英文寫作」、「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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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簡報技巧」或「研究生英語精進」，至少一門並繳交修習通過之成

績單，作為「研究生英語認證」。 

第五條 學生於申請學位考試前或修習本要點第三條所述之課程期間，可報考

英語檢定相關測驗(詳見附表二)，達各系所學位學程英語認證畢業門

檻者，經繳交英語檢定成績單，即可通過「研究生英語認證」。 

第六條 以修讀課程通過「研究生英語認證」者，相關課程修習學分，不納入

畢業學分；若於修課期間改以英語檢定測驗通過「研究生英語認證」

者，得於學期停修辦理期間申請相關課程停修。 

第七條 領有身心障礙手冊或特殊教育學生鑑定及就學輔導委員會鑑定為身

心障礙安置就學者，於研究所一年級結束前通過本校學輔中心輔導評

估，得向語言中心申請以「修讀 2學分外語選修領域之英文課程」取

代「研究生英語認證」，經語言中心主任召集審查會議通過後始得修

讀及認定，且不適用本要點第二條、第三條、第四條及第五條規定。 

第八條 本要點經教務會議通過後公告實行；修正時亦同。 



 

 

附表一 

臺北醫學大學研究生英語認證畢業門檻對照表[110學年(含)起入學學生適用] 

學院 系所學位學程 英語認證畢業門檻 

醫學院 

呼吸治療學系胸腔醫學碩士班 多益測驗 550分或其他同等考試 

臨床醫學研究所碩士班 從其修業規定 

臨床醫學研究所應用實證醫學 

碩士在職專班 
無 

臨床醫學研究所博士班 從其修業規定 

醫學科學研究所碩士班 從其修業規定 

醫學科學研究所博士班 從其修業規定 

國際醫學研究碩士學位學程 無 

國際醫學研究博士學位學程 無 

細胞治療與再生醫學 

國際博士學位學程 
無 

人工智慧醫療碩士在職專班 無 

口腔 

醫學院 

牙醫學系碩士班 從其修業規定 

牙醫學系博士班 從其修業規定 

牙體技術學系碩士班 無 

醫學 

工程 

學院 

生醫材料暨組織工程研究所碩士班 多益測驗 550分或其他同等考試 

生醫材料暨組織工程研究所博士班 多益測驗 750分或其他同等考試 

國際生醫工程博士學位學程 無 

奈米醫學工程研究所碩士班 多益測驗 550分或其他同等考試 

奈米醫學工程研究所博士班 多益測驗 750分或其他同等考試 

生醫光機電研究所碩士班 多益測驗 550分或其他同等考試 

藥學院 藥學系碩士班 從其修業規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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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院 系所學位學程 英語認證畢業門檻 

藥學系臨床藥學碩士在職專班 從其修業規定 

藥學系博士班 從其修業規定 

生藥學研究所碩士班 多益測驗 550分或其他同等考試 

生技製藥產業碩士專班 無 

中草藥臨床藥物研發博士學位學程 多益測驗 750分或其他同等考試 

臨床基因體學暨蛋白質體學 

碩士學位學程 
無 

新藥研發產業博士學位學程 無 

護理 

學院 

護理學系碩士班 多益測驗 550分或其他同等考試 

護理學系碩士在職專班 多益測驗 550分或其他同等考試 

護理學系博士班 從其修業規定 

長期照護碩士學位學程 從其修業規定 

高齡健康管理學系碩士班 從其修業規定 

公共 

衛生 

學院 

公共衛生學系碩士班 多益測驗 550分或其他同等考試 

公共衛生學系博士班 多益測驗 750分或其他同等考試 

傷害防治學研究所碩士班 從其修業規定 

傷害防治學研究所失能暨復健 

碩士在職專班 
無 

傷害防治學研究所博士班 從其修業規定 

全球衛生暨發展碩士學位學程 無 

全球衛生暨衛生安全博士學位學程 無 

應用流行病學碩士學位學程 多益測驗 550分或其他同等考試 

營養 

學院 

保健營養學系碩士班 無 

保健營養學系碩士在職專班 無 

保健營養學系博士班 從其修業規定 



 

 

學院 系所學位學程 英語認證畢業門檻 

食品安全碩士學位學程 多益測驗 550分或其他同等考試 

代謝與肥胖科學研究所碩士班 多益測驗 550分或其他同等考試 

管理 

學院 

醫務管理學系碩士班 多益測驗 550分或其他同等考試 

醫務管理學系碩士在職專班 無 

生物科技高階管理碩士在職專班 無 

大數據科技及管理研究所碩士班 多益測驗 550分或其他同等考試 

智慧數據應用產業碩士專班 無 

國際生技醫療管理博士學位學程 無 

醫學 

科技 

學院 

醫學檢驗暨生物技術學系碩士班 多益測驗 550分或其他同等考試 

醫學檢驗暨生物技術學系 

碩士在職專班 
無 

醫學生物科技博士學位學程 多益測驗 750分或其他同等考試 

醫學資訊研究所碩士班 從其修業規定 

醫學資訊研究所碩士在職專班 從其修業規定 

醫學資訊研究所博士班 從其修業規定 

癌症生物學與藥物研發研究所 

碩士班 
無 

癌症生物學與藥物研發 

博士學位學程 
從其修業規定 

神經再生醫學博士學位學程 無 

轉譯醫學博士學位學程 無 

國際轉譯科學博士學位學程 無 

人文暨 

社會 

科學院 

醫學人文研究所碩士班 從其修業規定 

醫療暨生物科技法律研究所碩士班 多益測驗 550分或其他同等考試 

心智意識與腦科學研究所碩士班 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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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院 系所學位學程 英語認證畢業門檻 

心智意識與腦科學研究所 

博士學位學程 
無 

 



 

 

附表二 

臺北醫學大學英語檢定相關測驗對照表 

語言能力參考指標 CEFR B1（進階級） B2（高階級） 

1 多益檢定 (TOEIC) 550以上 750以上 

2 北醫校內英檢 550以上 750以上 

3 全民英檢 (GEPT) 中級複試 中高級初試 

4 托福紙筆測驗 (TOEFL ITP) 500以上 550以上 

5 托福電腦測驗 (TOEFL CBT) 173以上 213以上 

6 托福網路測驗 (TOEFL iBT) 61以上 79以上 

7 雅思檢定 (IELTS) 5.5以上 6以上 

8 
劍橋英語能力認證分級測驗 

(Cambridge Main Suite) 

PET級 FCE級 

 

備註說明：本校已經開放採證所有國際（國內）權威機構之英語認證，凡申

請者參與非上列之考試，可檢具相關考試成績與對照表，即可申請辦理「英

語認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