國立清華大學生命科學院 專題討論課程規範
【106 學年第 1 學期】
一、宗旨︰邀請國內外優秀學者至本院演講，分享生命科學相關研
究領域最新發展，並讓學生親炙優秀學者風範。
二、遠景︰期望未來能發展成為國內學術界具有指標性的講座。
三、各所負責老師︰
分生所︰傅化文老師、黃貞祥老師
分醫所︰王群超老師、陳令儀老師
生技所︰王翊青老師、周裕珽老師
生資所︰楊立威老師、蘇士哲老師
系神所︰郭崇涵老師
四、講員的邀請以國內外有傑出表現之優秀學者及學界巨擘為佳。
五、學生繳交報告規定︰
1.學生需繳交 2 份報告，期中及期末各一次，報告評分方式為期
中、期末各佔 30 分，期末報告內容為繳交期中報告後演講內
容為限。博士班學生必須以英文撰寫，碩士班學生報告內容中
英文皆可，報告內容需包含總結及討論，討論內容至少佔 1/4。
2.專討報告禁止抄襲或不當引用，繳交報告之前請先以 Turnitin
線上偵測剽竊系統確認是否有不當抄襲，一經證實報告內容抄
襲，則該份報告以零分計算。並請於報告後註明 Turnitin 線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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偵測剽竊系統比對相似度百分比（Turnitin score=
字數（Word count=

%）及報告

）。

3.報告繳交規定︰
a.期中報告(106 年 11 月 9 日繳交)，期末報告(107 年 1 月 8 日繳
交)，報告遲交-2 分/日。
b.修課同學在繳交期限前將報告電子檔(檔案名稱為「學號-姓
名」
，檔案格式為.doc)送至「Turnitin 線上偵測剽竊系統」檢
查。
4.演講者的投影片不會公開亦不上傳，請自行做筆記。
六、課程出席規定︰
1.請同學務必坐在定位，點名三次不到者，以不及格論。
2.因故未能出席需請假，應以書面簡述事由後請論文指導教授及
授課教授簽名，並於二日前 (週二下午五點前) 交給助教。如
有緊急情事無法出席，需於課後一週內補交請假單，逾期不受
理。
七、評分依據︰
項目

評分

說明

期 中 及 期 各 30
末報告
頁數
語文
字數

碩士班
2-3
中文或英文
中文約 800-18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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博士班
3-5
英文
英文約 900-1800

項目

評分

說明

規定

內容

字
英文約 500-1000
1. 中文字型標楷體、英文字型 Times
New Roman、字體大小 12 號字、
行距 1.5 倍行高
2. 封面、圖表及參考文獻不計入內
文頁數
3. 報告遲交扣分(-2 分/日)
格式如下：
1) 報告標題 (例如：專題討論期中
報告)
2) 學生姓名
3) 學號
4) 演講日期
5) 演講題目
6) 講者姓名
7) 總結
8) 討論
9) 參考文獻
10) 報告的字數
11) Turnitin 分數。
(Format: 1) Title of report (e.g.,
Mid-Term Colloquium Report); 2)
Student name; 3) Student ID; 4) Date
of speech; 5) Title of speech; 6) Name
of speaker; 7) Summary; 8)
Discussion; 9) References; 10) Word
count; 11) Turnitin score.)
其中，8) 討論(Discussion)內容至少
佔 1/4。如果演講內容（如研究成
果、研究方法…等）對你的研究工
作有所啟發，可在此分享。或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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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目

評分

說明
你也可以評論講者的研究體系與內
容，提出對他研究工作上的建議。
(If applicable, please describe how
results and methodology in this talk
could benefit your own research. You
can also comment/criticize speaker's
scientific framework and propose
what else speaker might like to try in
research.)

口頭提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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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外，9) 參考文獻(引用資料的文句
結尾之處需要用符號註記)的要求為
a) 引用原創性論文; b) 格式為
Author, Title, Year, Journal, Vol,
Pages; c) 使用書目管理軟體如
Endnote （可在圖書館網頁下載）
。
( Reference format: 1) Please try to
find original research papers related
to your summary and discussion
using PubMed; 2) Please use the
following citation format: Author,
Title, Year, Journal, Vol, Pages; 3) If
possible use a citation manager such
as Endnote (downloadable from the
NTHU library site.)
1. 評分方式為提問 1 次得 7 分、2 至 4 次得
8 分、5 至 7 次得 9 分、8 次以上得 10
分。
2. 需於課後一週內將問題與演講者回答簡
單寫成書面內容，以電子郵件寄給助
教，否則視同未發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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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目

評分

說明

出席率

35

1. 遲到、早退、上課看書看報告或課間睡
覺(-2 分/次)、缺席(-6 分/次)
2. 超過上午 10：10 入場為遲到，上午 10：
20 後入場為缺席

總分

105

八、演講公告方式︰
1. 網頁公告︰演講題目、演講日期、演講者姓名等資訊齊備後
於網頁上公告。
2. 紙本公告︰紙本公告於演講日前一週放置於生科院一、二館
公佈欄。
3. E-mail 公告︰演講前一週發佈全院師生 E-mail 通知。
4. 演講公告電子檔和 E-mail 格式依照現有格式製作。
註 1：網頁公告將不定期公告於清大生科院網頁上，請各位隨時留意網頁訊息。
生科院網址：
http://college.life.nthu.edu.tw/main.php
生科院演講公告網
址：http://college.life.nthu.edu.tw/news3/seminar_news.php?class=101
註 2：除該場次演講主持人要求加發「再次通知信件」外，E-mail 公告以演講前一週
通知本院師生一次為主（演講者 CV 僅提供教師參閱）。

九、業務承辦人員︰
林佳玲小姐 (分機 42463) cllin@life.nthu.edu.tw
莊佳龍 助教/ 張慧雲老師 lab (分機 33483)
盧禹寧 助教/ 張慧雲老師 lab (分機 33483)
課程聯絡信箱 seminar@life.nthu.edu.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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