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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中山大學研究生學位考試施行細則修正後全文 

102.6.10 本校第 136 次教務會議通過修正第三條之一 

102.7.3 經教育部台高(二)字第 1020100730 號函備查第三條之一 

102.12.17 第 138 次教務會議修正通過 

108.03.13 本校第 159 次教務會議修正通過 

108.6.10 經教育部臺教高(二)字第 1080079325 號函備查 

109.10.16 第 165 次教務會議修正通過 

110.1.15 經教育部臺教高(二)字第 1090185754 號函備查第三條之二 

110.2.19 經教育部臺教高(二)字第 1100019977 號函備查 

第三條之三、第十二條、第十三條 

110.03.19 第 167 次教務會議修正通過 

第 一 條 本細則依據教育部頒「學位授予法」暨本校「學則」規定訂定之。 

第 二 條 學位考試，以口試行之，必要時亦得由各系(所、學位學程)（以下簡稱各系（所）自

訂增加筆試。 

學位考試以面試為原則，各系（所）須以視訊方式辦理者應事先簽請 校長核准，且

各系（所）需全程錄影與存查。 

第 三 條  研究生修滿本校規定年限，修畢或當學期修畢所屬系（所）規定之應修課程與學

分，並符合系（所）訂定之各項考核規定（含當學期符合）者，得申請參加學位考

試；博士班研究生在申請參加學位考試之前，另須 通過博士學位候選人資格考核，

資格考核實施要點另訂之。 

有關各系（所）訂定之各項考核規定，需經系（所）、院務會議通過後並經校長核

定。 

第三條之一 各系（所）訂定之各項考核規定應註明適用入學學年度，研究生入學後辦理休學

者，復學後適用該生入學學年度之各項考核規定及研修課程學 分數標準。 

第三條之二 研究生入學第一學年結束前，應依本校「學術研究倫理教育研習課程實施要點」完

成學術研究倫理教育研習課程，未通過者不得申請學位考試。 

第三條之三 研究生之學位論文需經原創性系統比對，學位考試一星期前將論文初稿及原創性比

對結果送學位考試委員，學位考試後研究生辦理畢業離校時，需繳交畢業論文之

「原創性比對結果報告」及「研究生學位論文符合學術倫理規範聲明書」。 

學位論文比對相似度指標，排除引言、參考文獻、目錄、附件等，檢 核比對結果之

原創性總相似度指標以不超過12%為原則，超過者須經指導教授簽名確認未有抄襲疑

慮，始得通過。 

第 四 條 博士、碩士論文依照本校「研究生學位論文格式規範」撰寫，並應經系所檢核。 

已於國內、境外取得學位之論文、作品、成就證明、書面報告、技術 報告或專業實

務報告，不得作為「學位授予法」第七條、第九條第二項或第三項之論文、作品、

成就證明、書面報告、技術報告或專業實務報告。惟「雙聯學制」，則依雙邊學校協

議合作之內容並符合雙邊教育相關法規辦理。 

藝術類或應用科技類或體育運動類博士、碩士班，其論文得依規定認定以作品、成

就證明連同書面報告或以技術報告代替；碩士班屬專業實務者，其論文得依規定認

定以專業實務報告代替。各該類科之認定基準，應由各系（所）提教務會議審議。 

第 五 條 學位考試每學期舉行一次且應於研究生申請之該學期學校行事曆規定學期結束日

（以下簡稱學期結束日）之前舉行。 

第 六 條 研究生學位考試含『論文考試』及『論文審查』。 

論文考試成績以論文內容及口試（及其他方式之考試）成績綜合評 定，B-等第(百分

成績為七十分)為及格，A+等第(百分成績為一百分)為滿分，以出席委員合議評定為

單一成績，評定以一次為限。 

100學年度起入學學生成績採等第評量；99學年度(含)以前入學學生成績採百分評

量。 

學位考試後考試委員應明示論文修訂方向及要點，做為學生修改論文之依據。 



2 
 

論文有抄襲或舞弊情事，經碩士、博士學位考試委員會審查確定者，以不及格論。

並依本校「學生獎懲辦法」辦理。 

第 七 條 學位考試舉行後各系（所）應於當學期結束日前將論文考試成績送交教務處登錄；

論文審查不另評分，論文審查通過者應繳交附有考試委員簽字同意之論文審定書

後，論文考試成績即為學位考試成績。 

研究生如未能於次學期註冊日前完成論文審定且修業年限尚未屆滿者，次學期仍須

辦理註冊，未能於該學期結束日前完成論文審定者，該次考試無效。 

學位考試舉行後，研究生如未能於次學期註冊日前修畢所屬系（所）規定之應修課

程與學分或符合所屬系（所）之考核規定者，該次考試無效。 

第七條之一 通過學位考試並完成所屬系（所）畢業要求規定之研究生，應繳交學位論文紙本、

全文電子檔並於辦妥離校程序後，教務處始得發予學位證書。未能於次學期註冊日

前完成離校程序且修業年限尚未屆滿者，次學期仍須辦理註冊，已屆滿修業年限

者，應予退學。 

當學期學位證書授予年月為辦妥所有離校程序之月份，逾當學期考試結束月份（一

月或六月）至次學期註冊日前（寒暑假期間）辦妥離校程序 者，學位證書授予年月

第一學期為一月，第二學期為六月。 

第 八 條 已申請學位考試之研究生，若因故無法於該學期內完成學位考試，應於學期結束日

之前報請學校撤銷該學期學位考試之申請。逾期未撤銷者，以一次不及格論。 

第 九 條 學位考試成績不及格，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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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十 條 碩士學位考試委員會置委員三至五人，其中系所外委員至少一人，博士學位考試委

員會置委員五至九人，其中校外委員至少一人；由校長遴聘之，並由系主任（所

長）指定委員一人為召集人。但指導教授不得擔任召 集人；指導教授以外之考試委

員人數應達二分之一以上。 

各系所不得推薦該學位考試研究生之配偶、三親等以內血親或姻親擔任指導教授及

考試委員。 

第十一條 考試委員應親自出席委員會，不得委託他人代表，且應有三分之二以上委員出席；

出席委員中指導教授以外之委員人數應有二分之一以上。但碩士學位考試委員會至

少應有委員三人出席，博士學位考試委員會至少應 有委員五人出席，始能舉行。 

第十二條 碩士學位考試委員，應對修讀碩士學位學生之研究領域有專門研究，並具有下列資

格之一： 

一、現任或曾任教授、副教授、助理教授。 

二、中央研究院院士、現任或曾任中央研究院研究員、副研究員、助研究員者。 

三、獲有博士學位，且在學術上著有成就者。 

前項第三款資格之認定基準，由辦理學位授予之各系、所、院務會議（學位學程會

議）定之。 

第十三條  博士學位考試委員，應對博士學位候選人之研究領域有專門研究，並具有下列資格

之一： 

一、現任或曾任教授、副教授。 

二、擔任中央研究院院士、現任或曾任中央研究院研究員、副研究員。 

三、獲有博士學位，且在學術上著有成就。 

前項第三款資格之認定基準，由辦理學位授予之各系、所、院務會議（學位學程會

議）定之。 

第十四條 逕行修讀博士學位之研究生，未通過博士學位候選人資格考核，經系（所）務會議

審查通過，經校長核定，得轉入(回)原碩士班就讀。 

前項研究生通過博士學位候選人資格考核後，未通過博士學位考試，經博士學位考

試委員會決定合於碩士學位標準者，得授予碩士學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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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五條 已授予之學位，如發現論文、作品、成就證明、書面報告、技術報告或專業實務報

告有造假、變造、抄襲、由他人代寫或其他舞弊情事，經調查屬實者，應予撤銷，

並公告註銷其已發之學位證書；其有違反其他法令者，並應依相關法令處理。 

依前項撤銷學位，並公告註銷其已發之學位證書後，應通知當事人繳還該學位證

書，並將撤銷與註銷事項，通知其他大專校院及相關機關(構)。 

第十六條 本細則經教務會議通過，陳請校長核定後實施，並報請教育部備查，修正時亦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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總統令 中華民國 1 0 7年 1 1月 2 8日 

茲修正學位授予法，公布之。 

總    統 蔡英文 

行政院院長 賴清德 

教育部部長 葉俊榮 

 

學位授予法 

中華民國 107 年 11 月 28 日公布 

第 一 條 學位之授予，依本法之規定。 

第 二 條 本法之主管機關為教育部。 

第 三 條 學位分副學士、學士、碩士、博士四級。副學士學位由專科學校授予，並得由大學

授予；學士、碩士、博士學位由大學授予。 

前項各級學位，由授予學校依學術領域、修讀課程及要件訂定各類學位名稱；其名

稱、授予要件、學位證書之頒給及註記等規定，由各校經教務相關之校級會議通過

後實施，並報主管機關備查。 

前項各類學位名稱之訂定程序、授予要件及其他相關事項之準則，由主管機關定

之。 

第 四 條 專科學校及大學修讀副學士學位之學生，依法修業期滿，修滿應修學分，有實習年

限者，實習完畢，並符合畢業條件，經考核成績合格者，授予副學士學位。 

第 五 條 大學修讀學士學位之學生，依法修業期滿，修滿應修學分，有實習年限者，實習完

畢，並符合畢業條件，經考核成績合格者，授予學士學位。 

學生修讀相近學術領域課程或修讀跨領域學位學程課程，符合前項要件者，學校得

依其學術領域、修讀課程及要件授予學士學位，不限於學生原入學之院、系、學位

學程規定。但涉及政府相關部門所定人力培育總量管制機制之特殊專業領域者，不

包括在內。 

前項相近學術領域之認定基準，由辦理學位授予之所屬學院院務會議或學位學程事

務會議定之。 

就讀主管機關核定之四年制產學合作學士學位專班之學生，修業期間滿二年及修滿

八十學分，經考核成績合格並向就讀學校申請保留學籍獲許可後就業者，授予副學

士學位。 

前項申請保留學籍之學生，於保留學籍期限屆滿前返校就讀且符合第一項規定者，

授予學士學位。 

第 六 條 空中大學修讀副學士、學士或碩士學位之學生，依空中大學設置條例規定，修滿應

修學分，符合畢業條件，經考核成績合格，並符合本法授予學位要件者，分別授予

各該學位。 

第 七 條 大學修讀碩士學位之學生，依法修業期滿，修滿應修學分，符合畢業條件並提出論

文，經碩士學位考試委員會考試通過者，授予碩士學位。 

藝術類、應用科技類或體育運動類碩士班，其學生碩士論文得以作品、成就證明連

同書面報告或以技術報告代替；各該類科之認定基準，由各校經教務相關之校級會

議通過後實施。 

碩士班屬專業實務者，其學生碩士論文得以專業實務報告代替；專業實務之認定基

準，由各校經教務相關之校級會議通過後實施。 

前二項之各該類科，得以作品、成就證明連同書面報告、技術報告或專業實務報

告，代替碩士論文之認定範圍、資料形式、內容項目及其他相關事項之準則，由主

管機關定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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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八 條 碩士學位考試委員會置委員三人至五人，由校長遴聘之。 

前項委員，應對修讀碩士學位學生之研究領域有專門研究，並具有下列資格之一： 

一、現任或曾任教授、副教授、助理教授。 

二、中央研究院院士、現任或曾任中央研究院研究員、副研究員、助研 

究員。 

三、獲有博士學位，且在學術上著有成就。 

四、研究領域屬於稀少性、特殊性學科或屬專業實務，且在學術或專業上著有

成就。 

前項第三款、第四款資格之認定基準，由辦理學位授予之各系、所、院務會議或學

位學程事務會議定之。 

第 九 條 大學修讀博士學位之學生，具有下列條件者，得為博士學位候選人： 

一、修滿應修學分。 

二、通過博士學位候選人資格考核。 

博士學位候選人依法修業期滿，符合畢業條件並提出論文，經博士學位考試委員會

考試通過者，授予博士學位。 

藝術類、應用科技類或體育運動類博士班，其學生博士論文得以作品、成就證明連

同書面報告或以技術報告代替；各該類科之認定基準，由各校經教務相關之校級會

議通過後實施。 

前項之各該類科，得以作品、成就證明連同書面報告或技術報告，代替博士論文之

認定範圍、資料形式、內容項目及其他相關事項之準則，由主管機關定之。 

第 十 條 博士學位考試委員會置委員五人至九人，由校長遴聘之。 

前項委員，應對博士學位候選人之研究領域有專門研究，並具有下列資格之一： 

一、現任或曾任教授、副教授。 

二、中央研究院院士、現任或曾任中央研究院研究員、副研究員。 

三、獲有博士學位，且在學術上著有成就。 

四、研究領域屬於稀少性或特殊性學科，且在學術或專業上著有成就。 

前項第三款、第四款資格之認定基準，由辦理學位授予之各系、所、院務會議或學

位學程事務會議定之。 

第 十 一 條 經申請准予逕修讀博士學位之學生，依第九條第一項 

規定通過博士學位候選人資格考核後，未通過博士學位考試，其論文、作品、成就

證明連同書面報告或技術報告， 經博士學位考試委員會決定合於碩士學位標準

者，得授予碩士學位。 

第 十 二 條 已於國內、境外取得學位之論文、作品、成就證明、書面報告、技術報告或專業實

務報告，不得作為第七條、第九條第二項或第三項之論文、作品、成就證明、書面

報告、技術報告或專業實務報告。但國內學校經由學術合作， 與境外學校共同指

導論文，並分別授予學位者，不在此限。 

第 十 三 條 軍、警學校修讀副學士、學士、碩士或博士學位之學生，依本法及軍、警學校相關

教育法規規定，依法修業期滿，修滿應修學分，符合畢業條件，經考核成績合格，

並符合本法及相關教育法規授予學位要件者，由各該學校分別授予各該學位。 

第 十 四 條 學生修讀本校或他校雙主修，依法修業期滿，修滿應修學分，符合畢業條件，經考

核成績合格，並符合本法授予各級學位要件者，由原就讀學校授予學位，並於所頒

給之學位證書附記雙主修學校及學系名稱。 

修讀副學士學位或學士學位之學生，得修讀本校或他校同級輔科（系、學位學

程）；修讀碩士學位或博士學位之學生，得修讀本校同級或向下一級輔科（系、

所、學位學程），不另授予學位。 

第一項學生修讀本校或他校雙主修，於修業期限內未能修滿雙主修學分者，得辦理

學分抵免取得輔科（系、學位學程），不另授予學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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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十 五 條 名譽博士學位，由得授予同類博士學位之大學組成名譽博士學位審查委員會審查通

過後頒授；其頒授要件、審查委員會之組成及審查程序，由各校經教務相關之校級

會議通過後實施。 

第 十 六 條 取得博士、碩士學位者，應將其取得學位之論文、書面報告、技術報告或專業實務

報告，經由學校以文件、錄影帶、錄音帶、光碟或其他方式，連同電子檔送國家圖

書館及所屬學校圖書館保存之。 

國家圖書館保存之博士、碩士論文、書面報告、技術報告或專業實務報告，應提供

公眾於館內閱覽紙本，或透過獨立設備讀取電子資料檔；經依著作權法規定授權，

得為重製、透過網路於館內或館外公開傳輸，或其他涉及著作權之行為。但涉及機

密、專利事項或依法不得提供，並經學校認定者，得不予提供或於一定期間內不為

提供。前二項圖書館之保存或提供，對各該博士、碩士論文、書面報告、技術報告

或專業實務報告之著作權不生影響。 

第 十 七 條  學校授予之學位，有下列情事之一者，應予撤銷，並公告註銷其已頒給之學位證

書；有違反其他法令規定者，並依相關法令規定處理： 

一、入學資格或修業情形有不實或舞弊情事。 

二、論文、作品、成就證明、書面報告、技術報告或專業實務報告有 

造假、變造、抄襲、由他人代寫或其他舞弊情事。 

該管學校主管機關發現學校就前項情事之處理有違法或不當之疑義者，應通知學校

限期改正；屆期未改正者， 主管機關得予糾正。 

學校經主管機關糾正後仍未就第一項違法或不當之情事妥為處理者，主管機關得邀

集學者專家、學校代表組成審查委員會，對於違反情形作具體處分認定及建議，由

學校據以辦理；屆期未辦理者，主管機關得予糾正，並減少各項獎補助及招生名

額。 

學校依第一項規定撤銷學位後，應通知當事人繳還該學位證書，並將撤銷及註銷事

項，通知其他專科學校、大學及相關機關（構）。 

第 十 八 條 有下列情形之一者，處行為人或負責人新臺幣三十萬元以上一百萬元以下罰鍰，並

得按次處罰： 

一、以廣告、口述、宣播或其他方式，引誘代寫（製） 論文、作品、成就證

明、書面報告、技術報告或專業實務報告。 

二、實際代寫（製），或以口述、影像等舞弊方式供抄寫（製）論文、作品、成

就證明、書面報告、技術報告或專業實務報告。 

前項罰鍰之處罰，由主管機關為之。 

第 十 九 條 本法中華民國一百零七年十一月九日修正之第四條及第五條第一項施行前，專科學

校、大學附設專科部、專科學校或大學附設進修學校修讀副學士學位，或大學、其

附設進修學校修讀學士學位之學生，授予學位依原規定辦理。 

第 二 十 條 本法除中華民國一百零七年十一月九日修正之第四條及第五條第一項之施行日期由

行政院定之外，自公布日施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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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中山大學社會學系原住民碩士在職專班課程結構 

  



8 
 

國立中山大學社會學系原住民碩士在職專班畢業學分要求 

基於社會學學術訓練為核心的設計，本專班不拘泥於特定文化或語言的教學，而是培養學生能

夠進行跨文化或不同語言在特殊社會脈絡中的研究或實作。 

因此，核心課程在「社會學導論」提供學生掌握基本的社會學分析方法，搭配「社會學研究方

法」培力學生具備到原鄉進行研究與實作的能力。並透過邀集相關學者或部落工作者前來分享其研

究成果或工作成果的「當代原住民族議題」，提供學生賞析前人在不同領域的實踐成果，培養學生

以社會學視野規畫研究與實作主題的學術專業能力。  

本專班課程架構分為三大領域及論文： 

核心課程 

◆ 社會學 

◆ 社會學研究方法 

◆ 當代原住民族議題（一） 

◆ 當代原住民族議題（二） 

歷史與文化 

◆ 糧食、農業與社會 

◆ 南島文化與研究 

◆ 文化人類學 

政經與社會 

◆ 博物館與文化資產保存 

◆ 環境、科技與社會 

◆ 性別社會學 

畢業論文 

◆ 論文 

◆ 技術報告 

◆ 策展 

※畢業學分要求：本專班畢業至少需修畢 8 門課程，包含必修 4 門、選修 4 門，計 24 學分，另

有畢業論文 6 學分，總計畢業學分為 30 學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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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中山大學社會學系原住民碩士在職專班修業規則 

(108學年度入學新生適用) 

經108年04月24日第9次系務會議通過 

經108年05月14日第5次院務會議通過 

經108年5月22日學務副校長代為決行核定 

第一條 本系碩士在職專班研究生之修業有關事項，依據教育部頒「學位授予法」、本校「學則」

及「研究生學位考試施行細則」訂定之。 

第二條 本系碩士在職專班研究生之修業年限為一至四年；未在規定修業期限修滿應修科目學分、

或未完成本系規定之畢業要求、或未完成學位論文者，得延長修業年限二年。 

第三條 本系碩士在職專班研究生必須符合下列修業條件，始能取得碩士學位： 

（一） 必修「社會學」、「社會學研究方法」及「當代原住民族議題(一)(二)」 

（二） 至少須修滿本系12學分選修課程。 

（三） 完成碩士論文，且於修業年限內通過論文口試。 

（四） 通過「學術研究倫理教育研習課程」（相關辦法參考「國立中山大學學術研究倫理

教育研習課程實施要點」） 

第四條 修滿畢業學分數（含當學期正在修習之學分）並通過「學位論文計畫書」口試（其辦法由

本系另訂之）後，始得申請學位論文口試。計畫書口試與學位論文口試至少需間隔2個

月。 

第五條 論文指導教授應以本系專任教師指導為原則。若因專業領域或系所師資不足，得商請系外

教師或兼任教師擔任之，惟須與系內教師一人共同指導。 

研究生應於入學後第二學期6月底前選定論文指導教授，並簽署「指導教授同意書」向系

辦公室登記備查。若需變更論文指導教授，應繳交「變更論文指導教授申請表」始得變

更。 

第六條 碩士論文口試委員由三至五人（含指導教授）組成，其中至少一名需為系(所)外委員。論

文考試成績以論文內容及口試成績綜合評定，B-等第(百分成績為七十分)為及格，A+等第

(百分成績為一百分)為滿分，以出席委員合議評定為單一成績，評定以一次為限。口試成

績不及格，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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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碩士論文口試委員名單由指導教授提供，口試委員由系主任聘請之。 

第八條 本規定經系、院務會議通過，簽請校長核定後施行，修訂時亦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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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中山大學社會學系原住民碩士在職專班教師簡介 

台邦.撒沙勒 教授 

辦公室分機：5903 

E-mail：taibansasala@gmail.com 

研究專長：人類學、原住民文化、南島民族、原住民社區營造、

原住民族傳統領域與自治、原住民族文化資產保存 
 

巴清雄 助理教授 

辦公室分機：5672 

E-mail：ivybame85@g-mail.nsysu.edu.tw 

研究專長：農業社會學、原住民農業與環境研究、博物館社會學、

文化資產研究、生態旅遊研究、南島社會與文化研究、原住民自

然科學研究、魯凱族語言研究 
 

王宏仁 教授 

辦公室分機：5655 

E-mail：hongzen(at)g-mail.nsysu.edu.tw 

研究專長：跨國投資研究、越南研究、移民研究、經濟社會學 

 

蔡宏政 教授 

辦公室分機：5659 

E-mail：hjtsai(at)mail.nsysu.edu.tw 

研究專長：全球化理論、東亞區域發展、中國發展、人口與社會

政策、全球化與知識結構變遷、審議民主 
 

楊靜利 教授 

辦公室分機：5662 

E-mail：clyang0516(at)g-mail.nsysu.edu.tw 

研究專長：家庭形成與解組、人口變遷與社會安全制度、社會保

險財務 
 

陳美華 系主任兼教授 

辦公室分機：5657 

E-mail：mc153(at)g-mail.nsysu.edu.tw 

研究專長：女性主義理論、性社會學、性工作、陽剛氣質 

 

萬毓澤 教授 

辦公室分機：5660 

E-mail：poewan2003(at)gmail.com 

研究專長：社會學理論、社會科學哲學、政治社會學、（馬克思主

義）政治經濟學、 

當代歐陸政治與社會思想、翻譯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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葉高華 副教授 

辦公室分機：5658 

E-mail：kohua.yap(at)gmail.com 

研究專長：族群研究、歷史社會學、空間計量、社會網絡分析 

 

趙恩潔 副教授 

辦公室分機：5673 

E-mail：zolachao2(at)g-mail.nsysu.edu.tw 

研究專長：文化人類學、宗教人類學、性與性別的跨文化比較、

伊斯蘭、科技與社會、東南亞 
 

邱花妹 副教授 

辦公室分機：5661 

E-mail：hmchiu(at)g-mail.nsysu.edu.tw 

研究專長：環境社會學、發展社會學、社會運動 
 

王梅香 副教授 

辦公室分機：5671 

E-mail：mei74055(at)mail.nsysu.edu.tw 

研究專長：文學社會學、藝術社會學、東亞文化冷戰研究、海外

華人文學與文化 
 

李宛儒 助理教授 

辦公室分機：5526 

E-mail：leewanju(at)g-mail.nsysu.edu.tw 

研究專長：科技與社會、科技治理、公民參與、審議民主 

 

林傳凱 助理教授 

辦公室分機：5674 

E-mail：vanguardlin7(at)gmail.com 

研究專長：歷史社會學、政治社會學、文化人類學、抗爭政治、

台灣漢人民間信仰、田野方法與口述歷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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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中山大學社會學系原住民碩士在職專班修業進程 

年級 年月參考時間 事項 

一上 八~一月  完成碩一上必修課程 

 思考論文方向及找尋適當的指導老師 

一下 二~七月  完成碩一下必修課程 

 研究生應於入學後第二學期6月底前選定論文指導教授，

並簽署「指導教授同意書」向系辦公室登記備查；若需

變更論文指導教授，應繳交「變更論文指導教授申請

表」始得變更。 

 研究生入學第一學年結束前，應依本校「學術研究倫理

教育研習課程實施要點」完成學術研究倫理教育研習課

程，未通過者不得申請學位考試。 

 104學年度起入學之碩士班學生，入學第一學年結束前，

應完成「學術研究倫理教育課程」。 

二上 八~一月  完成暑期田野調查分享(當學期決定是否舉行)。 

 本學期結束前完成計畫書口試。 

二下 二~七月  學生須於本校規範之當學期學位論文口試申請日程前提

出口試，並於當學期畢業研究生學位考試結束日程前完

成口試。 

 鼓勵參與研討會發表論文或期刊發表。 

 4月底前完成論文，申請學位論文口試。 

 6月底前舉行學位論文口試。 

 辦理離校手續，恭喜畢業! 

 除必修12學分外，本碩專班學生至少須再修滿本系12學分選修課程始得畢業。 

 學位論文計畫書與學位口試至少需間隔2個月，請同學留意時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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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中山大學在職專班學生抵免學分辦法 

中華民國八十八年十月八日第八十一次教務會議通過  

中華民國九十二年一月三日本校九十一學年度第一次臨時教務會議修正通過 

第一條 各系所辦理在職專班學生抵免學分，應依本辦法辦理。 

第二條 第二條 下列學生得申請抵免學分： 

一、依照法令規定准許先修讀學分（含選讀生），持有學分證明或成績單後，考取修讀學

位者，得申請抵免學分。 

二、碩士班研究生於修讀大學部期間先修研究所課程達碩士班及格標準，且此課程不計

入大學部畢業學分數規定者。 

第三條 二年制在職專班學生抵免學分數以二十一學分為限。 

第四條 碩士在職專班研究生抵免學分以應修學分數之二分之一為上限（不含論文學分）。 

第五條 抵免學分之審查由各在職專班所屬系、所、院負責。其原則規定如下： 

一、 科目名稱、內容相同者。 

二、 科目名稱不同而內容相同者。 

三、 科目名稱、內容不同而性質相同者。 

第六條 不同學分互抵限以多抵少，抵免後以少學分登記。 

第七條 抵免學分之申請，應依本校行事曆規定日期辦理，逾期不予受理。在學期間以辦理一次

為限。 

第八條 本辦法未盡事宜悉依本校學則及有關規章辦理。 

第九條 本辦法經教務會議通過並陳校長核定後實施。修正時亦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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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中山大學110學年度第1學期課須知 
 

 

 

一、 選課相關時程：（請依時程辦理，逾時程除重大因素外，依規定不予補辦） 
 

階段 開始日期時間 截止日期時間 

110-1 課程查詢 6 / 24 (四) 09:00 起 

必修課程確認 9 / 7 (二) 09:00 10 / 6 (三) 17:00 

系所輔導學生選課 9 / 7 (二) 09:00 10 / 6 (三) 17:00 

校際選課申請(本校生) 

【請配合開課學校校際選
課時  
程辦理】 

 

9 / 7 (二) 09:00 

 

10 / 6 (三) 17:00 

超修學分申請 

(上網列印，紙本簽核) 
9 / 7 (二) 09:00 

10 / 6 (三) 17:00 

(請自行掌握列印及簽核時間) 

【初選】 

初選 1 (限學士班選通識課程) 9 / 7 (二) 09:00 9 / 9 (四) 17:00 

初選 1《結果公布》 9 / 10 (五) 14:00 

初選 2 9 / 13 (一) 09:00 9 / 15 (三) 17:00 

初選 2《結果公布》 9 / 16 (四) 14:00 

【加退選】 

加退選 1 9 / 29 (三) 09:00 9 / 30 (四) 17:00 

加退選 1《結果公布》 10 / 1 (五) 14:00 

加退選 2 10 / 5 (二) 09:00 10 / 6 (三) 17:00 

加退選 2《結果公布》 10 / 7 (四) 14:00 

【異常處理】 

選課異常處理 

(上網列印，紙本簽核) 
10 / 8 (五) 09:00 10 / 14 (四) 17:00 

(請自行掌握列印及簽核時間) 

確認選課紀錄 10 / 8 (五) 09:00 10 / 21 (四) 17:00 

【學分費繳交】 

學分費繳交(暫訂) 11 / 1 (一) 11 / 9 (二) 

【棄選】 

棄選 

(上網列印,紙本簽核) 
12 / 3 (五) 09:00 12/ 10 (五) 17:00 

(請自行掌握列印及簽核時間) 

※各階段辦理方式參閱【四、各階段辦理方式及注意事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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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選課前注意事項： 

（一） 選課系統相關網頁： 

1. 「選課系統」：教務處網頁／學生專區／相關系統／網路註冊： 

https://selcrs.nsysu.edu.tw/stu_enroll/選課系統 

或 教務處網頁／學生專區／相關系統／選課系統 

選課帳號為學生個人學號；初次選課新生，密碼預設為身分證末六碼，選課前， 請先修

改密碼，以免選課資料遭人竄改。同學若忘記密碼，可於選課系統網頁/學號及密碼查詢/

密碼查詢，或攜帶學生證於上班時間至註冊課務組查詢。 

2. 「選課操作說明」：教務處首頁／學生專區／相關系統／選課系統網頁／選課須知與法規

查詢／選課操作說明。 

3. 「學期課程查詢」：選課系統網頁／課程查詢／當學期課程。 

4. 「常用信箱維護」：登入選課系統／【個人工具箱】，請登錄常用之 e-mail 信箱， 以免漏

收學校發送之相關資訊(請注意常用信箱是否有漏信狀況，建議多使用學校學生專用信

箱)。 

5. 選課結果公布：不論同學是否選課，請於確認選課紀錄期間，上網確認本學期個人選課紀

錄，以確保選課結果正確。 

(1) 各階段選課結果公布請自行上網於選課系統／簽入帳號密碼／選課結果查詢。 

(2) 請於確認選課紀錄期間，上網確認本學期個人選課紀錄，逾期未於選課系統確認者，

以選課系統所存資料為準，並依第 122 次校務會議決議不再受理更改。 

（二） 選課諮詢： 

1. 選課問題信箱：acad-c@mail.nsysu.edu.tw 

如有選課問題時，請在各階段選課時間截止前，將學號及問題 E-mail 至信箱，至遲二個

工作日內回覆，逾期不得以系統問題要求補辦選課。 

2. 各類課程選課聯繫單位(校內分機)： 

中文思辨與表達：中文系(3051)、英語文：全英語卓越教學中心(5808) 跨院選修：基礎教

育中心(5852) 

博雅課程：博雅教育中心(5853) 

運動與健康課程：運動與健康教育中心(5865) 服務學習課程：服務學習教育中心(5870) 

專業必選修課程：各系所註冊課務組：(2130~2134) 

3. 系所輔導學生選課： 

※ 課程地圖網頁：http://epp.nsysu.edu.tw/ 

※學生於上網點選課程前： 

(1) 請參考系所必修科目表、通識教育課程架構、本校學則、教務章則及各系修課等相

關規定，先列出擬加退選課程。 

(2) 如有選課問題請與導師（系所承辦人員）討論後再行加退選。 

https://selcrs.nsysu.edu.tw/stu_enroll/
mailto:acad-c@mail.nsysu.edu.tw
http://epp.nsysu.edu.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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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選課說明： 

（一） 同階段選上機率相同，各課程不採『先選先上』制，不需急於各階段開始時上網；為減少

網路壅塞及線上操作時間，選課前請先查妥課號。每一選課階段均分兩階段，於選課階段

操作加選時，應於選課結果公告期間上網確認，操作退選課程將於系統直接退選，釋出名

額（誤退課程需重新上網加選，並依配課序重新配課）。 

（二） 「加選」後： 

1. 【登記加選】：本課程「是否選上」需等選課結果公布後，自行上網查詢。 

2. 【失敗課程清單】：課程加選未成功，請務必依說明再重新加選。 

3. 【衝堂】：同時段可以同時加選多科，系統依同時段選上課程志願序篩取，但與確認之

預配課程衝堂時則保留該配入課程。 

（三） 「退選」後，系統隨即刪除該筆資料；誤退的課程重新加選後，仍依【五、選課結果篩選

次序】篩選。 

（四） 因抵免、擋修、重覆修習（已修畢）等不擬修習已確認之預配課程、初選選上或加退選選

上之課程時，需自行辦理退選。未辦理者，視同『本學期自願修習』。 

（五） 經確認之預配課程或各階段選上之課程，開學後二週(加退選結束日)均未到堂上課者（逢

假日未上課不計），系所或任課教師均得以書面於選課異常處理階段前通知逕行辦理退

選，學生不得異議。 

（六） 教育學程課程於初選第二階段限教育學程學生選修；加退選階段開放全校學生選修。 

【修習此類課程需另繳交學分費】 

（七） 博雅課程及體驗性課程，兩類課程合計共 14 學分。博雅課程必修 13 學分；服務學習 1 

學分，超修之學分數不得計入最低畢業學分；應用性課程（不含軍訓類課程）109 學年度

(含)以前入學生至多採計 1 學分，超修學分數不得計入最低畢業學分，110 學年度(含)以

後入學生至多採計第 1 門課程之學分，第 2 門課程(含)以上之學分不得計入最低畢業學

分；若有選修「應用性課程」則「博雅課程」最低必修為 12 學分，請詳閱通識教育架構

修習。 

（八） 全英語學士專班(分組/班)學生應選修全英語之跨院選修及博雅向度課程。 

（九） 運動與健康課程，一般生必修「運動與健康：體適能」1 學分、「運動與健康：初級游

泳」1 學分、運動與健康：初級課程二學期共 2 學分（得選修相同課程），合計 4 學 

分，修習完畢後可選讀運動與健康選修課程；運動與健康：特別班選課請至「西灣學院」

辦理；集訓班課程，限當學期本校運動代表隊員修習；以運動績優管道入學之學生必修

「運動與健康：體適能」、「運動與健康：初級游泳」各 1 學分、「運動與健康：初級集訓

班」二學期共 2 學分及「運動與健康：進階集訓班」二學期共 4 學分。 

（十） 各階段「選課結果公布」時，請上網查對，並自行列印存查；加退選結束後，不再發給正

式選課紀錄（紙本），請依規定上網確認個人選課紀錄，逾期不受理任何更改。 

（十一）選課系統【學期課程查詢】網頁內，【點選】之欄位數字，表本階段加選該課程但尚未選

上之人數。加選前，應先查看目前已點選人數，當點選人數超出限修人數時，請先評估選

上可能性，以免課程額滿無法選上。 

（十二）選課應針對自己興趣及時間，勿執著加選某一老師，以免延誤學期選課或課程修習， 致

而影響畢業。 

（十三）選課時，請瞭解應修及最需要修習之課程，以尚未修習者優先考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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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各階段辦理方式及注意事項 

 

(一)必修課程確認（請自行確認，未列出之必修課程務請自行加選） 

1. 為使同學優先加選必修課程，同學進入選課系統需先執行必修課程確認，方可進行其他課程加退

選，請進入選課系統（簽入帳號密碼）／進入必修課程確認，於表列必修課程『保留課程欄』勾選

擬修習課程，按『送出』執行確認。（保留欄位若未勾選，執行送出時，即放棄優先加選必修課程

機會，需修習者請自行加選） 

2. 截至加退選結束均未執行確認者，視同未選修系統表列必修課程。僅修習必修課程學生請特別注

意，選課階段未上網確認必修者，即視同未修課。 

3. 分組（多門）必修或因故未列於優先選修之必修課程，請於確認後自行選修。 

4. 預列課程因選課時程因素，無法確實管控同學抵免、擋修、重覆修習等免修或不得修習狀況，同學

請於執行確認時注意，已確認課程擬不修習時，需自行退選。 

(二)超修學分申請 

1. 請於選課系統（簽入帳號密碼）／選課相關資訊／點選『列印【超修學分申請表】』。未申請超修學

分者，配課時，超過每學期修課上限情形者，優先刪除志願序較大之課程。 

2. 申請超修學分者，請於繳交申請單後，於選課期間內再自行上網加選課程。 

3. 每學期修課學分上限：學士班 25 學分、碩專班 12 學分、碩博士班 15 學分。 

4. 學士班得於當學期超修一至二科目，在職專班須填寫修課計畫，並檢附相關文件。 

(三)校際選課申請(本校生)（請配合開課學校校際選課時程辦理） 

1. 至本校教務處／表單下載／學生選課／列印『校際選課申請表(本校生)』，申請表請自備一

式二份，並檢附開課學校課程資料（含開課系所、中英文課程名稱、學分、上課時間等）

及課程大綱。 

2. 選修他校課程，應先向本校教務處提出申請，經系（所）主管核准（教育學程課程需經師

資培育中心核准，通識教育課程需經西灣學院核准），並依他校校際選課之規定辦理選課手

續後，於申請表註明之期限內將申請表繳回教務處辦理加選，逾期未繳回者，申請科目逕

予註銷。 

3. 選讀他校之科目，以本校當學期未開設之科目為原則；除開課人數不足停開或衝堂外， 不

得辦理退選。惟退選應於本校加退選截止日一週內檢具證明文件至本校教務處辦理， 逾期

不予受理。 

4. 本校學士班學生每學期校際選課之科目學分總數，以不超過當學期修習學分總數的三分之

一為原則，惟延修生及修習跨校雙主修、輔系、學分學程者，不在此限；碩博士班學生，

以不超過肄業系所規定之最低畢業學分數的三分之一為原則。 

5. 本校學則第 67 條規定，在職專班學生不得選修他校課程，惟因修習教育學程、跨校學分

學程、獲准跨校交換及專案簽請核准者，不在此限。 

6. 一般學期學士班學生（不含延修生）選讀臺灣綜合大學系統學校（中正、中興、成功大

學）、高雄大學、高雄醫學大學、高雄科技大學、金門大學、屏東科技大學、中華民國海軍

軍官學校、空軍軍官學校及慈濟大學之課程者（不含教育學程），免繳學分費，請按時前往

上課；但暑期開設之課程，仍需依各校規定之應繳費用標準繳費。 

7. 一般學期碩博士班學生選讀高雄醫學大學之課程者，免繳學分費，請按時前往上課；但暑

期開設之課程，仍需依各校規定之應繳費用標準繳費。 

8. 辦理完成之申請表，請於繳交日起三個工作日後，可於選課系統／簽入帳號密碼／選課結

果查詢。 

(四)初選 1【限學士班學生選修通識課程(其他學制學生請於加退選階段加選本類課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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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加選：本階段為『填列點數』加選，每類可選填三門，送出選課表後會於上方課表出現登記加

選。 

點數 填法：同一類不同課程依選修意願高低，自行分配點數填入，每科目填列點數由 0--100 點

自由填列。 

退選：確認送出選課表後，系統隨即刪除該筆課程；誤退的課程重新加選，仍依【五、選課結果

篩選次序】篩選。 

2. 學士班通識教育課程架構請至西灣學院網頁參閱各學年度通識教育課程架構。 

3. 通識課程每類可選填三門： 

(1) 語文課程：(1)中文思辨與表達(2)英語文，計 2 類，每類 100 點。 

(2) 跨院選修：100 點。 

(3) 博雅課程：100 點。 

(4) 服務學習課程：100 點。 

(5) 運動與健康(必選修體育）：100 點。 

4. 本類課程建議依必修科目表排定之學期選修，以免失去優先選修權，影響以後學期選課。 

5. 應用性課程（含軍訓），於「初選 2 階段開放學士班學生加選；研究所學生於「加退選」階段加

選。 

6. 選上課程數限制說明： 

(1) 跨院選修：以選上一門為限，加退選階段可加選第二門。 

(2) 博雅課程：95~99 學年度入學學生以選上二門為限、100 學年度以後入學學生以選上一門為限

(加退選階段可加選第二門)。 

(3) 運動與健康：以選上二門不同選項課程（含重修或補修）為限。 

(4) 其它各類課程：以選上一門為限。 

(五)初選 2 

1. 加選：本階段為『填列志願』加選，志願序不得重複，送出選課表後會於上方課表出現登記加選。

【範例】加選三科的志願序正確填法：1、2、3，錯誤填法：1、1、1。 

志願填法：加選課程時，各階段博雅課程加選以三門為限，依選修意願前後，自行分配志願前後填

入，每個志願序不得重複，至多可填列 20 門課。 

同一時間使用不同志願登記加選多科，個人功課表會出現【衝堂】訊息，系統配課依選上志願序篩

取一科，但如與已確認之必修課程衝堂，則保留該必修課程。 

退選：確認送出選課表後，系統隨即刪除該筆課程；誤退的課程重新加選後，仍依【五、選課結果

篩選次序】篩選。 

2. 本階段適用課程及學生 

課程類別 

學生身分 

學士課程 

(通識&專業課程) 

碩士 

課程 

博士 

課程 

教育學程 碩專 

課程 

學士班學生 V 
V 

(大三、大四) 
 V(限教育學程學生)  

碩、博士生  V V V(限教育學程學生)  

 碩專班學生   V V V(限教育學程學生)  V  

3. 通識課程選上課程數限制同初選 1 階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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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加退選 1、2 

1. 加選：本階段同初選 2，以『填列志願』加選，志願序不得重複，送出選課表後會於上方課表出現

登記加選。【範例】加選三科的志願序正確填法：1、2、3，錯誤填法：1、1、1。志願填法：加選

課程時，各階段博雅課程加選以三門為限，依選修意願前後，自行分配志願前後填入，每個志願序

不得重複，至多可填列 20 門課。 

同一時間使用不同志願登記加選多科，個人功課表會出現【衝堂】訊息，系統配課依選上

志願序篩取一科，但如與已確認之必修課程衝堂，則保留該必修課程。 

退選：確認送出選課表後，系統隨即刪除該筆課程；誤退的課程重新加選後，仍依【五、

選課結果篩選次序】篩選。 

2. 本階段適用課程及學生 

課程類別 

學生身分 

學士課程 

(通識&專業課程) 

碩士 

課程 

博士 

課程 

教育 

學程 

碩專 

課程 

學士班學生 V 
V 

(大三、大四 網路) 

(大一、大二 紙本) 
 V  

碩、博士生 
V 

(不含跨院選修、博雅

課程及服務學習課程) 

V V V  

碩專班學生 
V 

(不含跨院選修、博雅

課程及服務學習課程) 
V V V V 

3. 退選 1 未選上之課程，加退選 2 需再重新上網加選。 
4. 跨院選修及博雅課程於加退選階段可加選第二門。 

5. 加退選第二階段專業課程除「限博士生修習」、音樂系、劇藝系之「限本系(含特定年級)學生修
習」及管理學院國際經營管理碩士學程(IBMBA)、人力資源管理全英語碩士學位學程
(GHRM MBA)設定限修之課程維持不開放外，其餘專業課程取消限制修習條件，開放全校
學生選修。(第 129、148、158 次教務會議) 

6. 加退選 2 選課結束前，任課教師得依未選上課程學生之出席情形，送交優先選修名單，供限修
條件處理，惟學生仍需於教師送交優先選修名單同一選課階段，自行上網登記加選課
程。 

7. 學士班一、二年級學生如欲修習碩士班課程，請於加退選階段完成「加選碩士班課程申請單」
並繳交至註冊課務組辦理；異常處理階段則依該階段程序辦理。(第 158次教務會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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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選課常處理 

1. 請同學於選課系統（簽入帳號密碼）／選課相關資訊／點選『列印【選課紀錄異常處理申請表】』

辦理。 

2. 專業課程符合以下申請條件之一者，申請表請於規定期限內送交註冊課務組；不符合者，將逕退交

各系所辦公室，不予受理： 

(1) 學士班未依規定選滿學期應修學分數者，限『加選』本系所專業課程。 

(2) 加退選結束，已選上課程停開，『改選』其他任課教師同意加選之課程。 

(3) 『退選』抵免通過、或重覆修習課程。 

(4) 『加選』未選上之必修課程。 

(5) 『加選』不符限修或擋修條件之課程者（該課程修習學分及成績依相關規定辦理)。 

(6) 學士班一、二年級學生，申請加修「碩士班課程」。 

(7) 選課階段因額滿未選上，但都有到堂上課，經任課教師同意加選(請任課教師自行控管開放之人

數)。 

(8) 加選課程學分影響畢業或其他原因(請附詳細說明報告)。 

3. 通識課程符合以下申請條件之一者，除中文思辨與表達課程依第(5)點辦理外，通識課程 

【博雅課程、服務學習課程】及【英語文課程】選課異常處理作業新增加簽貼紙流程，由授課教師

同意加簽後，於選課紀錄異常處理申請表上黏貼加簽貼紙並簽名後，備齊相關文件（異常處理單西

灣學院簽章區所列應附文件）至西灣學院辦理；不符合者（如：僅任課教師簽名者）將逕退交各系

所辦公室，不予受理： 

(1) 加退選結束，已選上之通識課程停開，改選其他任課教師同意加選之通識課程。 

(2) 「退選」抵免通過、或重覆修習之通識課程。 

(3) 通識課程(中文思辨與表達、英語文課程除外)未選上任何一門課者。 

(4) 加選通識課程學分影響畢業或其他特殊原因(請附詳細說明報告)。 

(5) 中文思辨與表達課程未選上者，請持申請單至中文系辦理（僅任課教師簽名者不受理）。 

4. 申請更正之選課資料，以申請表內『課號』為準，公布後即不受理更改，列印時請小心填列。 

5. 已核章之申請單繳交後，請於繳交日起三個工作日後，可於選課系統/簽入帳號密碼/目前選課結果

查詢，並請確認選課紀錄。 

(八)確認選課紀錄 

1. 本階段依第 122 次教務會議決議通過之「本校學生正式選課紀錄確認流程」辦理。 

2. 請同學於選課系統（簽入帳號密碼）／選課結果查詢／點選『確認本學期選課結果』。 

3. 事關同學個人修業規劃及權益，且選課結果係期末成績登錄之依據，請同學務必於規定期限內，上

網【確認】個人選課紀錄（已選上、未選上課程及必、選修課程皆要詳細檢查），對選課結果如有

疑義，請於截止期限前至教務處註冊課務組查詢，逾期未於系統確認者，以選課系統所存資料為

準，並依第 122 次教務會議決議不再受理更改。 

4. 加退選結束後，不再發給正式選課紀錄（紙本），請自行列印選課資料存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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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 棄選 

1. 請於選課系統（簽入帳號密碼）／選課相關資訊／點選『列印【棄選單】』辦理。 

2. 依據 85 學年度第 2 次行政會議決議，棄選科目至多 2 科，且棄選後之總修課學分數仍不得低於

學則修課規定下限。棄選科目將會出現在成績單內，並註明棄選字樣，但不列入成績計算。（已申

請減修學生，修習學分數已低於學則規定下限者，不得辦理棄選。） 

3. 因棄選辦理日期已近學期三分之二，學分費（學分學雜費）不退還，未繳交者應依規定補繳，下學

期方可註冊；加選「曾棄選成功」之科目，仍應依規定繳交學分費。 

4. 本校學生已完成校際選課程序後，得依他校之規定及期程辦理棄選，惟每學期含本校課程之棄選科

目至多 2 科，且棄選後之總修課學分數不得低於學則修課規定下限。(146 次教務會議)論 

5. 已核章之申請表繳交後，請於繳交日起三個工作日後於選課系統/簽入帳號密碼/目前選課結果查詢

棄選結果。 

6. 倘對公布資料有疑義，請於 110.12.17 (五)前至教務處註冊課務組查詢，逾期不受理。 

五、 選課相關規定： 

（一） 學則第 10 條第 3 款「選課」： 

1、學生應按照所屬院系每學期開列之科目及本校選課須知之規定辦理選課。 

2、學生加選、退選及棄選應依照規定日期辦理，並於規定日期內逕行上網確認，逾期

不得要求改選。 

3、學生成績之登錄以教務處正式選課紀錄為準。紀錄上未選科目，雖有成績，亦不予

承認；紀錄上所選科目，無成績者均以 X 等第（百分制成績為零分）登記，亦併入學

期學業平均成績內計算。 

（事關同學權益，同學選課後務請上網確認選課紀錄與擬修習課程是否相符） 

（二） 學則第 11 條： 

學士班學生每學期所選學分數，第一學年至第三學年每學期不得少於 15  學分，不得

多於 25 學分；第四學年每學期不得少於 9 學分，不得多於 25 學分。學生若因情況

特殊，經所屬院系主管核可者，得於當學期超修或減修一至二科目為原則。 

延長修業年限學生，得僅修習應補修或重修之課程；若缺修學分係第二學期課程者， 

第一學期得辦理休學，免予註冊，但註冊者至少應選修一科目。 

學則第 55 條： 

碩、博士班研究生每學期修習學分數上限以 15 學分為原則；超修學分上限者，需經所

屬學系(研究所)主管核可。 

學則第 67 條： 

碩士在職專班研究生每學期修習學分總數以 12 學分為上限；超過該學分上限者，需經

所屬學系(研究所)主管核可。 

在職專班學生不得選修他校課程，惟因修習教育學程、跨校學分學程、獲准跨校交換及

專案簽請核准者，不在此限。 

學則第 28 條： 

已註冊學生於加退選截止日仍未依規定辦理選課或所選學分數不足，不合學則規定者，

應令休學；其休學已期滿者，應令退學。 

（三） 學則第 12 條：學生不得選修上課時間互相衝突之科目，否則概予註銷。 

（四） 學則第 13 條：學生選修他校課程，依本校「校際選課實施辦法」之規定辦理。 

（五） 修習全學年課程，上學期成績不及格者，得繼續修習下學期科目，但上學期仍應重 

修。學年課程僅修得一學期、或先修讀下學期（顛倒修習）、或重複修讀已及格或已核

准抵免名稱相同之科目（重覆修習），已及格之學分數不給畢業學分。本學期選課紀錄

中，有前述情形課程(含確認預配及自行選課)，應自行退選。(學則第 40、42 條) 

（六） 本校學生辦理加退選、更正選課紀錄及教師異動課程等作業期間，請師生共同確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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遵行於規定日期內辦理，逾期不予受理，以利教學活動與提昇行政效率。(87 學年度第 

2次校務會議) 

未於網路確認選課紀錄學生，將逕以選課系統所存資料為準。(122 次教務會議) 

（七）本校研究生、學士班延修生及自費選讀生，修習學分數與上課時數不同課程時，比照

校際選課、暑期班繳費方式，依學生或選修課程所屬學院(系)別及上課時數繳交學分費

(繳費之學分數以修習課程時數計算之)。本校通識教育課程修課要點規定，因「通識教

育課程」延畢者，均須依上課時數繳交學分費。(第 105 次及第 148 次教務會議) 

學士班延修生修習一般課程 10  學分以上收取全額學雜費。(學雜費徵收標準) 

教育學程課程於加退選階段開放全校學生選修，修習此類課程需另繳交學分費。(學雜費

徵收標準) 

逾規定期限一週未繳清學分費者，該學期修習之科目全數註銷，即令辦理休學。(學則第 

10 條第 1 款繳費相關規定) 

（八）初次選修由外文系開設（含支援他系開設）之語言實習相關課程者（含英語聽力類課 

程、口譯類課程等），每學期應繳交「語言教學實習費」；重修者可免繳納，詳情請洽外

文系。(97 學年度第 2 學期第 7 次行政會議) 

（九）「中文思辨與表達」課程共 6 學分、「英語文」課程共 6 學分，合計 12 學分中必修

共 8學分依通識教育架構規定計入最低畢業學分數，但另 4  學分則計入修習總學分

數。另設「英語文」領域選修課程，得計入最低畢業學分，但不得抵免「英語文」必修 

4 學分。(國立中山大學通識教育課程架構) 

（十）運動與健康課程，其所修學分不計入各學系最低畢業學分數內，但計入修習總學分

數，所修成績仍併入當學期平均成績及總成績內計算。(西灣學院運動與健康課程選課

要點) 

（十一）碩博士班學生不得選修在職專班開設之課程。 

學士班修習碩士班課程：(1)一、二年級學生，經任課教師及所屬系所同意，得於「加退

選階段」及「選課異常處理階段」辦理加選；(2)但不得選修博士班、碩博士班併 班、

或各在職專班開設之課程。 

學士班學生修習碩士班課程，修習之學分數包括在學期限修學分數及學業成績不及格之

退學標準內計算。(第 84 次教務會議) 

（十二）碩博士班學生，選修學士班課程之學分及成績僅列於成績單上（均視為當學期修習

科目），但核算學分時不計入當學期修習學分數及最低畢業學分內，核算成績時，所得

成績亦不併入學期成績及畢業成績內計算，並不須繳納學分費(不含教育學程)。(第 

52、66 次教務會議) 

（十三）學則第 37 條：學業成績採多元方式評量，教師得依學生日常表現、報告、展演及

平時、期中、期末考試等評量學生學習成效；學期學業成績之評量方式應明訂於課程大

綱。期中及學期考試其時間依本校行事曆規定舉行。授課教師另有規定者，依其規定。 

（十四）學生學位之取得，其修習遠距教學學分數不得超過畢業總學分數之二分之一。(教

育部大學遠距教學實施辦法第 8 條) 

（十五）選課應依正規程序辦理，如經發覺從事違規或違法情事，悉依相關法規論處。 

（十六）本須知未盡事宜，依本校相關規定辦理。 

 

  

http://edu.law.moe.gov.tw/LawContent.aspx?id=FL040400


23 
 

國立中山大學選課系統操作手冊 

一、 本校學生之選課採網路系統線上申請。 

(一) 選課系統操作手冊 

https://oaa.nsysu.edu.tw/p/404-1003-157435.php?Lang=zh-tw 

(二)  網路選課系統 

https://selcrs.nsysu.edu.tw/ 

(三) 選課相關法規 

https://oaa.nsysu.edu.tw/p/412-1003-3290.php?Lang=zh-tw 

二、110學年度第一學期國立中山大學110學年度第1學期選課須知。 

https://oaa.nsysu.edu.tw/p/405-1003-20388,c2935.php?Lang=zh-tw  

 

  

https://oaa.nsysu.edu.tw/p/404-1003-157435.php?Lang=zh-tw
https://selcrs.nsysu.edu.tw/
https://oaa.nsysu.edu.tw/p/412-1003-3290.php?Lang=zh-tw
https://oaa.nsysu.edu.tw/p/405-1003-20388,c2935.php?Lang=zh-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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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會系原住民碩士在職專班 110學年度第1學期課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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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會系原住民碩士在職專班課表(碩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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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住民學生就讀專科以上學校學雜費減免辦法 

公發布日： 民國 94 年 08 月 11 日 

修正日期： 民國 107 年 01 月 11 日 

發文字號： 臺教高(四)字第1070001076B 號 令 

法規體系： 高等教育 

 

第 一 條：本辦法依原住民族教育法第十九條第一項規定訂定之。 

第 二 條：本辦法用詞，定義如下： 

一、原住民學生：指依原住民身分法規定具有原住民身分且就讀國內國立或已立案之私

立專科以上學校（以下簡稱學校），具有學籍之學生。 

二、學雜費：指學費、雜費、學分費、學分學雜費或學雜費基數等。 

第 三 條：原住民學生於學校修業年限內，得減免學雜費，學雜費之減免基準，採固定數

額方式辦理；其減免數額如下，但學生實際繳納之學雜費低於本辦法所定減免數額時，以實

際繳納之學雜費為減免數額： 

一、就讀國立學校者，依附表一「國立學校（不包括學校附設專科部及專科學校）原住

民學生學雜費減免固定數額基準」規定減免學雜費，或附表二「國立學校附設專科部及

國立專科學校原住民學生學雜費減免固定數額基準」規定減免學雜費；研究所學生比照

附表一規定減免學雜費。 

二、就讀私立學校者，依附表三「私立學校（不包括學校附設專科部及專科學校）原住

民學生學雜費減免固定數額基準」規定減免學雜費，或附表四「私立學校附設專科部及

私立專科學校原住民學生學雜費減免固定數額基準」規定減免學雜費；研究所學生比照

附表三規定減免學雜費。 

符合專科學校法第四十四條第一項及其相關法規規定免納學費者，以減免雜費為限。原

住民學生就讀國內大學與外國大學合作並經教育部專案核定之學位專班，比照第一項申

請學雜費減免。 

第 四 條：本辦法之減免，不包括延長修業年限、重修及補修之學雜費。 

第 五 條：原住民學生應於就讀學校所定期限內，填具申請表及檢附註記有原住民身分之

戶口名簿（包括詳細記事）或三個月內申請之其他戶籍資料證明文件（包括詳細記事），向

就讀學校申請學雜費減免。 

前項申請案件經學校審定符合規定者，國立學校由各校於註冊時逕予減免；私立學校由

各校於註冊時逕予減免後，備文掣據連同核銷一覽表一式三份，於每年五月三十一日及

十一月三十日前函報中央主管教育行政機關請撥補助經費。 

第 六 條：已依其他規定領取政府提供有關學雜費之補助或減免，及其他與減免學雜費性

質相當之給付者，不得重複申請本辦法之減免。 

第 七 條：學生於學期中轉學、休學、退學或開除學籍者，當學期已減免之費用，不予追

繳。 

轉學（系）、休學、退學或開除學籍，其後重讀、復學或再行入學所就讀之相當學期、

年級已減免者，不得重複減免。已取得專科以上教育階段之學位再行修讀同級學位，或

同時修讀二以上同級學位者，除就讀學士後學系外，不得重複減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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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八 條：有下列情事之一者，其學雜費不予減免；已減免者，學校應追繳之。涉及刑責

者，移送司法機關辦理： 

一、申請資格與本辦法規定不符。 

二、重複申領。 

三、所繳證件虛偽不實。 

四、冒名頂替。 

五、以其他不正當方法具領。 

第 九 條：本辦法自中華民國一百零七年二月一日施行。 

 

資料來源：教育部主管法規共用系統 

 

  



28 
 

本校110學年度第1學期申辦減免學雜費注意事項 

一、減免學雜費申辦時間: 

(一)舊生:110年6月1日起至同年6月30日止。 

(二)大學部及研究所新生(110學年度入學者):110年9月1日起至同年9月23日止(逾期視同放

棄，以郵戳為憑)所需申請資料以掛號郵寄方式寄送學務處綜合辦公室辦理。 

二、申請減免學雜費對象及所需證明文件請參閱附件申請表，請務必先辦理減免再繳納學雜

費。 

三、身心障礙學生或身心障礙人士子女，其109年度家庭年所得總額未超過新臺幣220萬元，

得減免就學費用。 

四、身心障礙人士子女就讀研究所在職專班，就學費用不予減免。 

五、凡依據各類學生就學費用減免辦法申請就學減免之學生，同時符合政府所提供補助費或

減免學雜費性質相當給付者，以學雜費減免為優先，僅能擇一辦理。 

另在同一學期已享有就學減免費用者，有復學、轉學、降轉等情形，將不得重複申請。 

六、舊生軍公教遺族學生，每學期仍需繳交申請表，撫卹證件需在期限內，已辦理延長給卹

學生須提供正本撫卹文件以為查驗。 

七、辦理低收、中低收入戶學生，特殊境遇家庭子女就學費用減免者，證明文件有效期 

限需至110年12月31日。 

八、申請證明文件不齊全者，請於申辦截止日前補繳至學務處5008室辦理，逾期視同放棄。 

九、承辦人及連絡電話：沈小姐，(07)525-2000轉2910。 

郵件地址:804高雄市鼓山區蓮海路70號  國立中山大學學務處5008室 學雜費減免承辦人 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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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政院原住民族委員會原住民專門人才獎勵要點 

中華民國八十八年六月三十日台（八十八） 

原民企字第八八一○二八九號函發布 

中華民國八十八年七月一日實施 

中華民國八十八年十一月十九日台（八十八） 

原民教字第八八一八九○四號函修正 

中華民國八十九年八月二十五日台（八十九） 

原民教字第八九一一四○一號函修正 

中華民國九十四年一月二十日台（九十四） 

原民教字第九四○○○二九五九一號令修正 

中華民國九十五年十一月二十日 

原民教字第○九五○○三七六三二一號令修正 

中華民國九十七年四月十一日 

原民教字第○九七○○一九一三四號令修正 

中華民國一百年五月二日 

原民教字第一○○一○一七七二五號令修正 

一、行政院原住民族委員會（以下簡稱本會）為獎勵原住民傑出專門人才、貢獻國家社會，

特訂定本要點。 

二、本要點適用對象：符合獎勵項目並於獎勵事實發生時已具有原住民身分者為限。 

三、獎勵項目及內容： 

（一）深造教育 

於教育部認可之國內大學校院碩、博士班就讀者及獲得碩、博士學位者，分別給予獎勵，其

獎勵各以一次為限，惟公費生不得請領本獎勵金。 

（二）學術專門著作 

各學門領域經出版之著作，並經審查評定具有價值者，擇一最優作品予以獎勵。 

（三）發明 

取得發明專利權者予以獎勵，擇一獎勵。 

（四）專業考試 

參加考試院專門職業及技術人員高等考試及格者予以獎勵（不含檢覈筆試）。 

（五）體育傑出人才 

參加下列賽會獲得前六名者，擇一最優成績之賽會競賽項目提出獎勵申請： 

1.國際奧林匹克委員會主辦之奧林匹克運動會正式競賽項目。 

2.亞洲奧林匹克理事會主辦之亞洲運動會正式競賽項目。 

3.國際世界運動會協會主辦之世界運動會正式競賽項目。 

4.國際大學運動總會主辦之世界大學運動會正式競賽項目。 

5.國際單項運動總會主辦之世界正式錦標 (盃) 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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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亞洲單項運動協會主辦之亞洲正式錦標 (盃) 賽。7.全國運動會、全國大專校院運動會及全

國中等學校運動會屬奧運、亞運正式競賽項目。 

前項各款項目以前一年度一月一日起至十二月三十一日止發生或取得之事實為限。 

四、獎勵方式： 

（一）深造教育 

1.入學階段：就讀國內大學校院碩士班（含碩士專班）者，碩士生獎勵新臺幣一萬元；博士

班者，獎勵新臺幣三萬元。 

2.獲得學位階段：獲得碩士學位者，獎勵新臺幣三萬元；博士學位者獎勵新臺幣八萬元。 

（二）學術專門著作 

獎勵標準如附件一。 

（三）發明 

經登記取得經濟部專利權者，獎勵新臺幣三萬元。 

（四）專業考試 

獎勵新臺幣一萬元。 

（五）體育傑出人才 

獎勵標準如附件二。 

五、申請（推薦）方式及時限： 

（一）申請人以設籍中華民國自由地區者為限。 

（二）申請人應於每年二月一日起至三月十五日止逕向本會提出申請。 

（三）申請時檢附「申請表」、戶籍謄本（應註明原住民身分）一份及相關證明文件或實

物。 

六、審查 

本會得邀請學者專家、機關代表及各單位代表辦理審查。 

七、申請之作品均不退還；獲得獎勵之作品，經申請者同意授權，本會得視需要委託承辦單

位協助展示、推廣、典藏。 

八、申請作品如係抄襲他人，或妨害他人著作權、專利權，或曾獲其他單位獎助或研究經費

補助而未確實切結者，一經查覺即公布真相，當事人應自負相關法律責任。本會得依相關規

定處理，並追回已發給之獎勵金。 

九、依本要點獲得獎勵者，由本會擇期公開表揚。 

十、獎勵金申請人對於原行政處分有不服者，應於收到複審通知單後三十日內（以郵戳為

憑），填具訴願書經本會向訴願管轄機關提起訴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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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住民族委員會原住民專門人才獎勵要點 

【學術專門著作】獎勵標準 

學術專門著作獎勵標準說明： 

1. 學術專門著作分為期刊論文與專書兩類。 

2. 期刊論文或專書，應具有 ISSN 或 ISBN 等國際標準書號。 

3. 學術專門著作獎勵內容及獎勵金級距： 

項目 內 容 等級 分數 獎勵金 

期刊論文 

1.期刊論文指為發表於有明確論文審稿制度的國內

外學術型期刊之單篇論文。 

2.以學術期刊論文申請獎勵者，每人提出申請之論

文篇數至多兩篇；若申請者提出兩篇以上之申請，

採隨機抽選兩篇審查，其餘申請作品均不予審查及

退還。 

3.發表於 EI、SSCI、TSSCI、SCI、THCI 及當年度

國科會獎助優良期刊等刊物者，直接評為特優。 

4.發表於非上述第3點所屬期刊者，請檢附期刊審查

委員之審查意見表或該期刊之論文審查辦法。 

5.若為共同發表，應檢附共同發表者同意書（同意

書如附表二），且獎勵金依申請者貢獻度比例發

給。 

特優 90分以上 三萬元 

優等 89-80分 二萬元 

甲等 79-76分 一萬五千元 

佳作 75-70分 五千元 

專書 

專書限定為申請者單獨撰寫具有原創性質之著作，

且經合法出版社出版，公開發行，並可作為學術領

域參考與使用之書籍。翻譯、編訂、合著（含研討

會論文合集）、編撰者之專書，不予受理審查。 

特優 90分以上 六萬元 

優等 89-80分 四萬元 

甲等 79-76分 三萬元 

佳作 75-70分 一萬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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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中山大學西灣種子學習輔導暨獎補助要點 

107年6月6日本校106學年度第2學期第7次行政會議通過 

108年10月2日 本校108學年度第1學期第2次學生事務處組長會議修正通過 

108年10月16日 本校108學年度第1學期第4次行政會議修正通過 

一、 為建立完善之弱勢學生學習輔導機制縮短其學習落差，提供其學習輔導協助與

激勵措施，縮短其學習落差及增進其學習成就，特訂定「國立中山大學西灣種

子學習輔導暨獎補助要點」|（以下簡稱本要點）。 

二、 本要點獎補助對象係指： 

(一)低收入戶學生：符合社會救助法之低收入戶標準，具有直轄市、縣（市）政府

社會局（處）或鄉（鎮、市、區）公所核發低收入戶證明文件者（低收入戶證

明應載明學生姓名）。 

(二)中低收入戶學生：符合社會救助法之中低收入戶標準，具有直轄市、縣（市）

政府社會局（處）或鄉（鎮、市、區）公所核發中低收入戶證明文件者（中低

收入戶證明應載明學生姓名）。 

(三)特殊境遇家庭子女或孫子女：符合特殊境遇家庭扶助條例之特殊境遇家庭標

準，具有直轄市、縣（市）政府社會局（處）或鄉（鎮、市、區）公所核發特

殊境遇家庭子女或孫子女證明文件者（特殊境遇家庭子女或孫子女證明應載明

學生姓名）。 

(四)身心障礙學生或身心障礙人士子女： 

1. 身心障礙學生：指領有身心障礙證明之學生。 

2. 身心障礙人士子女：指其父母或法定監護人領有身心障礙證明之學生。 

(五)原住民族學生：符合原住民身分法之原住民身分，且於戶口名簿或其他戶籍資

料證明文件載明原住民籍者。 

(六)新住民︰指大陸地區居民及開發中國家之國籍國民（指歐洲、北美洲、波多黎

各、百慕達、日本、韓國、新加坡、港澳地區、以色列、澳洲、紐西蘭以外之

國家），與本國  籍國民締結婚姻時，其身分為非本國籍國民者。 

(七)本年度急難救助金補助學生。 

(八)符合弱勢助學計畫之學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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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戶籍或就讀高中之所在地為偏遠地區之學生（偏遠地區定義係參考行政院研究

發展考核委員會 91 年「偏遠地區設置公共資訊服務站策略規劃」報告書）。 

三、學習輔導促進機制與獎補助措施： 

(一)為回饋及實踐社會公益責任，學生參與本校學生自治組織、學生社團幹部、參與

校內外志工服務依個人服務情形向相關單位申請服務證明，或參與校內志工服務

與社會實踐服務學習服務相關課程並參加社區志工服務，於活動期間得申請獎勵

得每月上限新臺幣陸仟元整，每次活動以補助四個月為限，並須於活動結束後繳

交學習心得報告。 

(二)為培養學生實務能力、增進其就業能力，學生經由專業教師媒合參與國內企業實

習及移地訓練者，凡於上述活動期間，得申請結業獎勵金上限新臺幣貳萬五仟元

整，補助以當年度完成為限，並須於活動結束後繳交實習或訓練報告。 

(三)為展現本校海洋特色及鼓勵學生取得專業證照，結合校內外專業機構舉辦多項海

域專業證照訓練課程，以強化學生海洋專業與就業競爭力，學生參與此類課程並

取得課程結訓證明，得申請結業獎勵金上限新臺幣貳萬五仟元整。學生完成課程

並取得海域相關專業證照者，每項得核予證照取得獎勵金上限新臺幣參萬元整。 

(四)為開拓視野並提升競爭力，學生參與校內專業證照訓練或語文訓練課程、參與

Coursera、Future Learn、edX、Udacity之數位學習課程並取得課程結訓證明，得

申請結業獎勵金上限新臺幣貳萬五仟元整。學生完成課程並取得專業證照或通過

語文能力檢定者，每項得核予證照取得獎勵金上限新臺幣參萬整。 

(五)為增進學生之身心靈健全並培養挫折容忍度，學生參與校內外心理成長課程、探

索教育活動、專業工作坊等訓練課程，完成課程取得課程結訓證明，並繳交學習

心得報告，每項得核予結業獎勵金上限新臺幣壹萬元整。 

(六)為鼓勵學生參與校內外各種類型競賽、培養跨領域專業能力，藉以激發其創新思

維與潛能，學生完成競賽並提交成果證明，得核予獎勵金上限新臺幣貳萬元整。 

(七)為激發學生學習動機，增加思考及自我評估能力，學生於學期初繳交自主學習計

畫書、學期成績單(含學期班排名次)，並參與學習、就業或相關輔導之學習規劃，

每學期得核予上限新台幣陸仟元整。次學期其學業成績進步GPA0.5分獲頒排名

前百分之二十五，得核予獎勵金上限新台幣壹萬元整。次學期學業成績進步

GPA1分或班排名前百分之十五，得核予獎勵金上限新台幣貳萬元整。 

(八)為鼓勵學生參與國際性活動、競賽，強化其國際視野及就業移動力，學生完成其

移地學習、見習實習、學術研討會、學術及體育競賽等活動，並繳交實習或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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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得報告，得核予結業獎勵金上限新臺幣伍萬元整。 

(九)申請者於前述活動結束後完成具有雙語（字幕或旁白）的微電影 5~8 分鐘製作，

並經審查通過，得核予獎勵金上限新臺幣貳萬元整（每學年度最高上限十名）。 

已領取本校西灣圓夢獎助學金之學生，前一學期參與符合上述第一、四或七款獎

補助措施且達三十小時以上，始得申請該款規定之獎勵金。 

四、各項學習輔導暨獎補助申請流程、注意事項、須檢附資料與證明文件，以每年或當學

期公告為主。 

五、本要點獎補助經費由本校高教深耕計畫與本校募款相關經費支應，各項補助名額視當

年預算規劃執行。 

六、本要點經行政會議通過後，陳請校長核定後實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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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中山大學學術研究倫理教育研習課程實施要點 

104 年3 月19 日本校第143 次教務會議通過 

一、 本校為提升碩、博士班學生研究倫理之素養，具備從事學術研究工作所需的正確倫理

認知與態度，特訂定「學術研究倫理教育」課程（以下簡稱本課程）實施辦法。 

二、 自104 學年度起入學之碩士班（含碩士在職專班）與博士班學生，以入學第一學年結

束前修習本課程為原則。未通過者，不得申請學位考試。 

三、 修習本必修0 學分課程之學生，須通過本校教務處公告實施課程標準（以研習2 小時

以上課程為原則）。 

四、 各系、所、學程於其碩、博士班修業規定另訂有應通過專業學術研究倫理教育研習課

程者，得抵免本課程。 

五、 本要點經教務會議通過，陳請校長核定後實施，修正時亦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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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旨： 

公告本校104學年度入學碩士班（含碩士在職專班）、博士班學生適用之「學術研究倫理教育

研習課程」實施標準。 

說明： 

一、 本校「學術研究倫理教育研習課程實施要點」業經104年3月19日本校第143次教務會議

通過，於教務處網頁公告實施，修習規定亦臚列於各系所104學年度相關學制必修科目

表。 

二、 依前述要點規定，自104學年度起入學本校之碩士班（含碩士在職專班）及博士班學

生，以入學第一學年結束前修習該課程為原則，未通過者不得申請學位考試。 

三、 該研習課程之實施採行教育部推行「校園學術倫理教育與機制發展計畫」之數位課

程，其實施內容如下： 

（一）該數位課程網站網址： http://ethics.nctu.edu.tw/ 。 

（二）請依教務處網頁公告帳號及預設密碼登入，登入後務必自行修改密碼，同學可自行安

排上課時間，系統會保留同學已完成之上課紀錄。 

（三）數位課程計15單元，每單元約15分鐘，修畢所有單元後於系統進行線上總測驗，通過

測驗即完成本校規定學術倫理研習課程。 

（四）同學通過修習之紀錄將開放系所查詢（系所帳號另行通知），並轉入本校學位考試系

統供學位考試申請管控，同學亦可於系統自行列印通過證明留存。 

四、 詳細課程資訊及登入課程系統方式另於教務處網頁公 http://oaa.nsysu.edu.tw/bin/home.php。 

 

 

  

http://ethics.nctu.edu.tw/
http://oaa.nsysu.edu.tw/bin/home.ph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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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中山大學社會學系原住民碩士在職專班 

指導教授同意書 

 

本人同意擔任               同學(學號:          )之論文指導教

授，有關後續互動事宜均依本所『論文指導教授與研究生互動準則』

辦理。 

 

申請日期     年      月     日 

指導教授簽章: 

 

主        任: 
 

 

附註: 

1.研究生應於入學後的第二學期，6月30日前選定論文指導教授，簽署「指導教

授同意書」，並將本同意書繳至系辦公室登記備查。 

2.研究生必須於入學後兩年修業期間內學位論文計畫書口試通過，否則須重新

簽署「指導教授同意書」；於畢業論文口試前須先行通過學位論文計畫書口試

之審核。扣除休學期間超過兩年未提論文計畫書口試之研究生須重簽「指導教

授同意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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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中山大學社會學系原住民碩士在職專班 

變更論文指導教授申請表 

 

本人同意擔任               同學(學號:         )之論文指導教授，有關後

續互動事宜均依本所『論文指導教授與研究生互動準則』辦理。 

 

申請日期     年      月     日 

指導教授簽章: 
 

主        任: 
 

 

附註: 

1.若需變更論文指導教授，應繳交本申請表給系辦公室登記，使得變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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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中山大學社會系原住民碩士在職專班 

「暑期田野調查分享」提報表 

 

填寫日期:     年     月     日 

姓 名  
學 號  

田 野 報 告 題 目 

 

指 導 教 授 親 簽 
(請加註日期) 

 

＊田野報告注意事項: 

1. 本學期「碩二暑期田野調查分享」謹訂於○○○/○○/○○(○)舉行，同學務必與指導教授先行

討論過報告內容。 

2. 每位同學報告 12 分鐘，當日請假同學請自行準備長度 12 分鐘分享影片，活動當日由課

程助理協助撥放。 

3. 因應疫情，本學期提報改採線上方式申請，報告同學須於○○○/○○/○○(○)以前申請完畢，逾期

不候，後續系辦會協助同學登打並列印正式提報表後，並送繳指導教授簽名。 

4. 最遲請於○○○/○○/○○(○)下午 17:00 前將 PPT 檔或影片繳交系辦存檔及測試撥放。 

5. 發表順序由班代於系辦公開抽籤，並於○○○/○○/○○ (○)以前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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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中山大學社會系原住民碩士在職專班 

「學位論文計劃書」提報表 

 
填寫日期:     年     月     日 

姓名  

學號  

計劃書報告題目 

 

評論人名單 

(人數請自行增減) 

評論人一：姓名/單位/職稱/Email 

評論人二：姓名/單位/職稱/Email 

評論人三：姓名/單位/職稱/Email 

指導教授親簽 

(請加註日期) 

 

※ 論文計畫書口試注意事項： 

1. 本學期碩二學位論文計畫謹訂於○○○/○○/○○(○)舉行。 

2. 發表人最遲須於○○○/○○/○○(○)以前，將本提報表繳至系辦登記備查，逾期不受理。 

3. 發表人最遲須於○○○/○○/○○(○)以前，將論文計畫書送繳評論人審查，逾期提供則取消該

次發表資格。 

4. 評論人由同學自行邀請，請務必與指導教授討論評論人名單（原則上以您未來的論文口

試委員為主）。 

5. 主持人由班代負責邀請，其餘所有碩二同學擔任協助人員。 

6. 發表順序由班代於系辦公開抽籤，並於○○○/○○/○○(○)以前公布於系辦公布欄和系所官

網。 

7. 活動當日系上提供場地和茶水，請同學不要再額外準備點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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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中山大學社會學系原住民碩士在職專班 

論文計畫書架構格式 

 

論文計畫書架構 

沒有頁數限制，由指導教授決定。 

章節架構 撰寫重點 

一、緒論 

(一)研究背景 
簡要說明研究議題的發展脈絡，可提出相關數據 

加以佐證。 

(二)研究動機 
說明基於什麼樣的個人觀察、經歷、事件而引發你欲 

探討該研究議題 

(三)研究問題與目的 
說明議題為何值得研究；欲研究探討/釐清的方向 

、重點、問題、貢獻…等。 

(四)研究重要性 
說明你的研究有什麼重要性，對理論、政策、民族及社會發展可

產生什麼樣的貢獻與影響。 

二、文獻探討 

文獻探討(初步探討) 
簡要說明研究主題的研究現況並針對相關理論做探討；說明能適

用於你的研究之相關理論；對相關研究進行分析與討論。 

三、研究設計 

(一)研究方法 
說明研究欲採行的研究方法為何（質化或量化）?初步構想即可。 

採取這些研究方法的考量因素及適用性？（可繪製研究架構圖） 

(二)研究流程 說明研究進度規劃；建議繪製甘特圖 

四、研究預期成果 
根據探討問題敘述你的研究能夠帶來什麼成果，預期最終能產出

什麼（研究發現）。 

五、參考文獻 請同學參酌「台灣社會學刊」體例。 

1 根據社會系 109 學年度第二學期第3次原住民碩士在職專班事務委員會會議通過。 

2 本架構僅供參考，學生仍須與指導教授討論後確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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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中山大學社會系原住民碩士在職專班 

「學位論文計劃書」提報表 

 
填寫日期:     年     月     日 

姓名  

學號  

計劃書報告題目 

 

評論人名單 

(人數請自行增減) 

評論人一：姓名/單位/職稱/Email 

評論人二：姓名/單位/職稱/Email 

評論人三：姓名/單位/職稱/Email 

指導教授親簽 

(請加註日期) 

 

※ 論文計畫書口試注意事項： 

1. 本學期學位論文計畫謹訂於 ○○○/ ○○/ ○○ (○) 舉行。 

2. 發表人最遲須於發表日前 14 天(含假日)，將本提報表繳至系辦登記備查，逾期不受理。 

3. 發表人最遲須於發表日前 7 天(含假日)以前，將論文計畫書送繳評論人審查，逾期提供則

取消該次發表資格。 

4. 評論人由同學自行邀請，請務必與指導教授討論評論人名單（原則上以您未來的論文口

試委員為主）。 

5. 主持人由班代負責邀請，其餘所有碩二同學擔任協助人員。 

6. 發表順序由系辦公開抽籤，並於發表日前 7 天公布於系辦公布欄和系所官網。 

7. 活動當日系上提供場地和茶水，請同學不要再額外準備點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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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中山大學社會學系原住民碩士在職專班 

「論文計畫書提報」審查結果 

 

日期：      年       月      日 

 

發表人 

 

 

 

 

題目 

 

 

 

 

指導教授 

 

 

 

(請簽名) 

審查結果1 

 

□通過 
 

 

□條件式通過 

請於     年     月     日前修改計畫書交由指導老師書面

複審 

其他意見：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未通過 
 

 

 

 

 

 

 

                                                 
1請檢附教師出席簽到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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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中山大學研究生學位考試申請作業系統說明 

1. 申請期間：(110學年度)第一學期開學至111年1月21日以前，第二學期開學至111年07月23

日以前，請依該學期學校行事曆規定。 

2. 限當學期參加學位考研究生，上網登入學號及密碼，進入教務處首頁學生專區之「學位

考試申請系統」或進入網址：http://selcrs.nsysu.edu.tw/edu_apply/ 申請。 

3. 系統會檢查是否完成註冊手續，未註冊請攜帶學生證至註冊組辦理。 

4. 請輸入學位考試相關資料，詳閱學位考試施行細則第10~13條2，核對「學位考試申請

表」填寫是否正確後存檔送出(送出後不得於網路上逕行修改)。 

5. 列印1.「學位考試申請表」2.「歷年成績單」3.「選課紀錄」，再次核對「學位考試申請

表」填寫是否正確，有誤請於申請表上修改並簽章，學生和指導教授於上簽名。 

6. 備妥1.「學位考試申請表」2.「歷年成績單」3.「選課紀錄」送交系辦審核蓋章，由所辦

核章後送交教務處註冊組辦理(學生可自行查詢學位考試申請進度結果)。 

  

                                                 
2詳細規定可參考「國立中山大學研究生學位考試施行細則」。(附件10) 

 

http://selcrs.nsysu.edu.tw/edu_appl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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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中山大學110學年度第1學期學位考試申請注意事項 

(請於申請之學期至本校教務處確認最新資訊) 

110學年度第1學期碩士學位考試申請作業，本學期預計要畢業之研究生，如要提出口試申請

者，請注意以下事項： 

1. 請務必於口試時間及口試委員都確認好後再上網登錄資料，告知所辦口試日期口試時間

以便協助後續事項，並於該學期結束日之前舉行。 

2. 由於從口試申請開始到舉行口試所需的行政流程作業時間約一個月左右，因此請同學務

必特別注意下列相關流程，以免影響口試之舉行。 

(1) 請先上網登錄申請學位考試，研究生申請網頁

https://selcrs.nsysu.edu.tw/edu_apply/edu_apply_login.asp  

(2) 請備妥以下書面資料繳交至所辦辦理簽呈申請。 

1.學位考試申請書（網路列印並完成簽章）。 

2.歷年成績單（網路列印）。 

3.選課紀錄(當學期已選課者)。 

(3) 所辦核章後送交教務處註冊組辦理，註冊組簽核完成後，所辦提供論文口試函，請

轉發 mail 給口委並副本給所辦承辦人留底備存。 

(4) 請考生於口試日期的一星期前向所辦承辦人員領取論文考試成績單、審定書及口委

領據，並自行製作論文口試小傳單張貼於所辦公佈欄。 

(5) 本系支給校外口試委員1500元口試費並補助交通費(檢據核銷)。校內口試委員1000元

口試費。請於口試結束後一星期內將所有簽收單據及交通費票根交給所辦承辦人辦

理經費核銷。 

(6) 除非遇到天災人禍等不可抗拒的原因，否則不得更改或取消口試日期。 

(7) 論文審查必須於次學期註冊日前完成審查並通過。 

3. 申請核可後，即可進行學位考試，系所將學位考試成績記載表(須含最論文審查通過)送達

註冊組3個工作天，畢業生辦妥離校手續，並繳交論文及相關資料後，即可領取學位證書。 

4. 本學期提出學位考試之研究生，應於下學期註冊日前辦妥離校手續。 

5. 學期中畢業離校之研究生，依「學生離校退費作業要點」，以簽領學位證書日期為計算

基準日，得退還本學期所繳部份學、雜費（「學生離校退費作業要點」請至教務處網頁

查詢）。 

6. 撤銷學位考試申請：本學期提出學位考試之研究生，若未能於當學期畢業研究生學位考

試結束日前舉行學位考試者，必須上網申請撤銷，由系所登錄並列印撤銷名單送交註冊

組。 

7. 緩送名單(僅適用於修業年限尚未屆滿之研究生)： 

https://selcrs.nsysu.edu.tw/edu_apply/edu_apply_login.as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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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本學期已完成學位考試之研究生（即論文考試及論文審查均通過者），因下列原

因：１、尚未達系所畢業要求２、修習教育學程３、出國交換/研修４、教育實習。

無法於次學期註冊日前( 年 月 日)畢業離校者，必須由系所上網登錄並

列印緩送名單送交註冊組。 

(2) 本學期論文考試已及格之研究生，若未能於次學期註冊日前( 年 月 日)

通過論文審查者，必須由系所上網登錄並列印緩送名單送交註冊組，惟僅限緩送至次

學期結束日止。 

8. 考試無效： 

(1) 因前開第四點第二款緩送之研究生，未能於次學期結束前( 年 月 日)通過

論文審定者，該次考試無效。 

(2) 本學期已完成學位考試之研究生（即論文考試及論文審查均通過），次學期註冊日前

( 年 月 日)仍未完成應修課程或未符合系所學位考試相關考核者，該次

考試無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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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中山大學研究生學位考試施行細則 

102.6.10 本校第136 次教務會議通過修正第三條之一 

102.7.3 經教育部台高(二)字第1020100730 號函備查第三條之一 

102.12.17 第138 次教務會議修正通過 

103.1.16 經教育部臺教高(二)字第 1030007959 號函備查 

103.3.10 經教育部臺教高(二)字第1030033992 號函備查第六條 

第一條  本細則依據教育部頒「學位授予法」暨其施行細則、本校「學則」規定訂定之。 

第二條  學位考試，以口試行之，必要時亦得由各系(所、學位學程)（以下簡稱各系（所））

自訂增加筆試。 

學位考試以面試為原則，各系（所）須以視訊方式辦理者應事先簽請校長核准，且

各系（所）需全程錄影與存查。 

第三條  研究生修滿本校規定年限，修畢或當學期修畢所屬系（所）規定之應修課程與學

分，並符合系（所）訂定之各項考核規定（含當學期符合）者，得申請參加學位考

試；博士班研究生在申請參加學位考試之前，另須通過博士學位候選人資格考核，

資格考核實施要點另訂之。有關各系（所）訂定之各項考核規定，需經系（所）、

院務會議通過後並經校長核定。 

第三條之一  各系（所）訂定之各項考核規定應註明適用入學學年度，研究生入學後辦理休

學者，復學後適用該生入學學年度之各項考核規定及研修課程學分數標準。 

第四條  博士、碩士論文依照本校「研究生學位論文格式規範」撰寫，並應經系所檢核。已

於國內、外取得學位之論文，不得作為「學位授予法」第六條第一項、第二項、第

七條第二項之論文及第十條之專業論文。惟「雙聯學制」，則依雙邊學校協議合作

之內容並符合雙邊教育相關法規辦理。 

藝術類或應用科技類碩士班研究生，其論文得以創作、展演連同書面報告或以技術

報告代替，惟仍應撰寫提要。藝術類或應用科技類碩士班之屬性認定，應由各系

（所）提教務會議審議。 

第五條  學位考試每學期舉行一次且應於研究生申請之該學期學校行事曆規定學期結束日

（以下簡稱學期結束日）之前舉行。 

第六條  研究生學位考試含『論文考試』及『論文審查』。 

論文考試成績以論文內容及口試（及其他方式之考試）成績綜合評定，B-等第(百

分成績為七十分)為及格，A+等第(百分成績為一百分)為滿分，以出席委員合議評

定為單一成績，評定以一次為限。100 學年度起入學學生成績採等第評量；99 學

年度(含)以前入學學生成績採百分評量。 

學位考試後考試委員應明示論文修訂方向及要點，做為學生修改論文之依據。 

論文有抄襲或舞弊情事，經碩士、博士學位考試委員會審查確定者，以不及格論。

並依本校「學生獎懲辦法」辦理。 

第七條  學位考試舉行後各系（所）應於當學期結束日前將論文考試成績送交教務處登錄；

論文審查不另評分，論文審查通過者應繳交附有考試委員簽字同意之論文審定書

後，論文考試成績即為學位考試成績。 

研究生如未能於次學期註冊日前完成論文審定且修業年限尚未屆滿者，次學期仍須

辦理註冊，未能於該學期結束日前完成論文審定者，該次考試無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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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位考試舉行後，研究生如未能於次學期註冊日前修畢所屬系（所）規定之應修課

程與學分或符合所屬系（所）之考核規定者，該次考試無效。 

第七條之一  通過學位考試並完成所屬系（所）畢業要求規定之研究生，應繳交學位論文紙

本、全文電子檔並於辦妥離校程序後，教務處始得發予學位證書。未能於次學期註

冊日前完成離校程序且修業年限尚未屆滿者，次學期仍須辦理註冊，已屆滿修業年

限者，應予退學。 

當學期學位證書授予年月為辦妥所有離校程序之月份，逾當學期考試結束月份（一

月或六月）至次學期註冊日前（寒暑假期間）辦妥離校程序者，學位證書授予年月

第一學期為一月，第二學期為六月。 

第八條 已申請學位考試之研究生，若因故無法於該學期內完成學位考試，應於學期結束日

之前報請學校撤銷該學期學位考試之申請。逾期未撤銷者，以一次不及格論。 

第九條 學位考試成績不及格，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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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十條 碩士學位考試委員會置委員三至五人，其中系所外委員至少一人，博士學位考試

委員會置委員五至九人，其中校外委員至少一人；由校長遴聘之，並由系主任

（所長）指定委員一人為召集人。但指導教授不得擔任召集人；指導教授以外之

考試委員人數應達二分之一以上。 

各系所不得推薦該學位考試研究生之配偶、三親等以內血親或姻親擔任指導教授

及考試委員。 

第十一條 考試委員應親自出席委員會，不得委託他人代表，且應有三分之二以上委員出

席；出席委員中指導教授以外之委員人數應有二分之一以上。但碩士學位考試委

員會至少應有委員三人出席，博士學位考試委員會至少應有委員五人出席，始能

舉行。 

第十二條 碩士學位考試委員，除對碩士班研究生所提論文學科、創作、展演或技術報告有

專門研究外，並應具有下列資格之一： 

一、曾任教授或副教授者。 

二、擔任中央研究院院士或曾任中央研究院研究員、副研究員者。 

三、獲有博士學位，在學術上著有成就者。 

四、屬於稀少性或特殊性學科，在學術或專業上著有成就者。 

前項第三款、第四款之提聘資格認定標準，由各系（所）務會議訂定之。 

第十三條 博士學位考試委員，除對博士學位候選人所提論文學科、創作、展演或技術報告

有專門研究外，並應具有下列資格之一： 

一、曾任教授者。 

二、擔任中央研究院院士或曾任中央研究院研究員者。 

三、曾任副教授或擔任中央研究院副研究員，在學術上著有成就者。 

四、獲有博士學位，在學術上著有成就者。 

五、屬於稀少性或特殊性學科，在學術或專業上著有成就者。 

前項第三款至第五款之提聘資格認定標準，由各系（所）務會議訂定之。 

第十四條 逕行修讀博士學位之研究生，未通過博士學位候選人資格考核，經系（所）務會

議審查通過，經校長核定，得轉入(回)原碩士班就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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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項研究生通過博士學位候選人資格考核後，未通過博士學位考試，經博士學位

考試委員會決定合於碩士學位標準者，得授予碩士學位。 

第十五條 已授予之學位，如發現論文、創作、展演、書面報告或技術報告有抄襲或舞弊情

事，經調查屬實者，應予撤銷，並公告註銷其已發之學位證書；其有違反其他法

令者，並應依相關法令處理。 

依前項撤銷學位，並公告註銷其已發之學位證書後，依「學位授予法施行細則」

通知當事人繳還該學位證書，並將撤銷與註銷事項，通知其他大專校院及相關機

關(構)。 

第十六條 本細則經教務會議通過，陳請校長核定後實施，並報請教育部備查，修正時亦

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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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中山大學研究生學位論文格式規範 

99. 12. 13 經 99 學年度第 1 學期第 126 次教務會議通過 

104.03.19 經 103 學年度第 2 學期第 143 次教務會議通過 

一、為統一本校研究生學位論文格式，確保研究生研究品質，並因應國際化趨勢，特訂定
本規範。 

二、各系、所得依其學術領域之特殊性另訂各系、所統一格式，惟主體架構仍請依本規範
訂定。 

三、論文編印次序規範如下： 

1. 封面（含書脊） 

2. 書名頁 

3. 論文審定書 

4. 論文公開授權書 

5. 序言或誌謝（依個人意願自行決定是否撰寫） 

6. 中文摘要及關鍵詞 5-7 個 

7. 英文摘要及關鍵詞 5-7 個 

8. 目錄 

9. 圖次 

10. 表次 

11. 符號說明（依學術領域自行決定是否撰寫） 

12. 論文正文 

13. 參考文獻 

14. 附錄 

15. 自傳或簡歷（依個人意願自行決定是否撰寫） 

16. 封底 

四、封面（含書脊）：【詳附件 1 及範例】 

1. 封面：包括中、英文校名、系所名稱、學位、論文題目、撰寫者姓名、指導教授及

畢業年月。 

2. 書脊：包括校名、系所名稱、學位、論文中文題目、撰寫者姓名及畢業之學年度。 

五、書名頁：與封面同。 

六、論文審定書【詳附件 2】 

1. 碩、博士班研究生學位論文考試經考試委員評定成績及格後，須修改內容者，應依

考試委員之意見修改論文。 

2. 指導教授必須於「論文審定書」簽章核可後，學生方得繳交論文。 

七、論文公開授權書：【詳附件 3】 

1. 畢業生上傳論文電子檔後列印授權書，並經指導教授共同簽署。 

2. 簽署後授權書裝訂於論文內。 

八、序言或謝辭 

學生在論文完成的過程中，獲得他人之啟發與協助，或撰寫論文後的感想，皆可在此項

次致謝，內容請簡單扼要，須另頁書寫，以不超過一頁為原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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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中英文摘要：【詳附件 4】 

1. 內容應論述重點，包括研究目的、研究方法、程序及結論等。 

2. 中英文摘要頁數請各以一頁為原則。 

3. 經系、所同意以英文撰寫論文者，仍需附中文摘要。 

十、目錄：【詳附件 5】 

包括各章節之標題、參考文獻、附錄及其所在之頁數。 

十一、圖次：【詳附件 6】 

包括各章節之圖及其所在之頁數。 

十二、表次：【詳附件 6】 

包括各章節之表及其所在之頁數。 

十三、符號說明： 

各章節內所使用之數學及特殊符號，均集中表列說明，以便參閱。 

十四、論文頁面規格： 

1. 紙張：除封面、封底外，均採用白色 A4 規格，80 磅之白色模造紙裝訂。 

2. 字體： 

 原則上中文以 12 號楷書（細明體及標楷體為主），字體行距以 1.5 倍行高為

主。 

 原則上英文以 12 號 Times New Roman 字型為主，字體行距以 2 倍行高為

主。 

3. 邊界留白上 2.54 公分、下 2.54 公分、左右各 3 公分，字體顏色為黑色，文

內要加標點，全文不得塗汙刪節，各頁正下方 1.5 公分應置中註明頁碼。 

4. 論文以中文或英文撰寫為原則，為響應環保愛地球以雙面印刷，但頁數為 80 

頁以下得以單面印刷（彩色圖片亦可單面印刷）。 

十五、論文頁碼編排原則： 

1. 論文正文前之頁數，以 i ， ii ，iii …等小寫羅馬數字連續編頁，置中對齊。 

2. 自論文正文首頁起至「附錄」頁止，以 1，2，3…等阿拉伯數字連續編頁，置

中對齊。 

十六、圖表參考文獻： 

若正文中之圖或表格，擷取自參考文獻，必須於本文該圖或該表格的位置下方標註
資料來源。 

十七、參考文獻 

1. 引用之中、英文書籍：須包含作者、出版年次、書名、版次、出版地、出版者、
頁次等文獻資料。 

2. 引用之中、英文期刊：須包含作者、文章名稱、期刊名稱、卷別、期別、出版日
期、頁次等文獻資料。 

3. 整本論文參考文獻之格式必須統一。各系所請依其學術慣用格式，統一各系所論
文之引註格式（例如：APA  、MLA  、Chicago 格式等）；或由各系所提供至
多五種學術期刊作為該系所參考文獻之格式，由學生擇一使用。 

十八、封面（底）：碩、博士論文均應裝訂成冊。論文封面顏色由各學院自訂單一顏色，並

通知所屬系所採行。 

十九、論文繳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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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學生畢業離校時，應提交完全相同之論文至少 3 本，圖資處 1 冊（精裝、平裝依圖

資處規定）留校陳列典藏、註冊組 1 冊（平裝）轉交國家圖書館陳列典藏，系所 1冊

（精裝、平裝依系所規定）留系所參考。 

2. 各系、所、學程可自行規定增加份數或要求英文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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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1及範例） 

（上留白 2.54 公分） 

 

 

 

 

 

國立中山大學○○系(所) 

碩(博)士論文(字型為18之楷書、1.5倍行高) 

Department/Institute of ○○(字型為16之TimesNewRoman、1.5倍行高） National 

Sun Yat-sen University(字型為16 之 TimesNewRoman、1.5 倍行高） 

Master Thesis/Doctorate Dissertation(字型為16 之 TimesNewRoman、1.5 倍行高） 

 

 

(論文中文題目) (字型為18之楷書、1.5倍行高) 

(論文英文題目) (字型為16之 Times New Roman、1.5倍行高） 

 

 
研究生：○○○ （撰者中文姓名）(字型為16之楷書、1.5倍行高) 

○○○ （撰者英文姓名）(字型為16之 Times New Roman、1.5倍行高） 

 

指導教授﹕○○○ （學位名稱）或（職銜）(字型為16之楷書、1.5倍行高) 

（DEGREE）或（TITLE） ○○○(字型為16之TimesNewRoman、1.5倍行高） 

 

 

 

 

中華民國○○年○月(字型為16之楷書、1.5倍行高) 

 （英文月）○○○○(西元年)(字型為16之TimesNewRoman、1.5倍行高） 

（下留白2.54公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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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中山大學資訊管理學系 

碩士論文 

Department of Information Management 

National Sun Yat-sen University 

Master Thesis 

 

 

 
Web2.0 服務應用於 E 化學習歷程檔案管理系統之

設計與實作 

Design and Implemention of an ePortfolio Management System 

Using Web2.0 Services 

 

 

 
研究生：梁○○ 

○○-○○ Liang 

指導教授：陳○○ 博士 

Dr.○○-○○ Chen 

 
 

中華民國 103 年 9 月 

September 20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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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2) 論文審定書範例 
 
 

國立中山大學研究生學位論文審定書(標楷體 18 號字) 

本校。。。。。學系(研究所)碩(博)士班(16 號字，以下
同) 研究生。。。 (學號：00000000)  所提論文 

 
 

。。。。。。。。。。中文題目。。。。。。。。。。 

。。。。。。。。。。。。。。。。。。 
 

。。。。。。。。。。英文題目。。。。。。。。。。 

。。。。。。。。。。。。。。。。。。 
 

於中華民國○○○年○○月○○日經本委員會審查並舉行口
試，符合碩(博)士學位論文標準。 

 

 

學位考試委員簽章：  

召集人○○○   委 員○○○   

委 員○○○   委 員○○○   

委 員○○○   委 員○○○   

委 員○○○   委 員○○○   

委 員○○○   委 員○○○   

 

 

 

 

指導教授○○○   
（鍵入姓名） (簽名) 

 

(若為雙指導教授時，請自行增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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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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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4) 
 

中、英文摘要範例 

 

中文摘要 1 頁，英文摘要 1 頁，關鍵詞(5-7 個)列於摘要內文下方。範例： 

 

 
 

摘 要 

……………………………………………… 

…………………………………………………… 

…………………………………………………… 

…………………………………………………… 

…………………………………………………… 

關鍵詞:○○○、○○○、○○○、○○○、○○○ 

○○○、○○○ 

Abstract 

……………………………………………… 

…………………………………………………… 

…………………………………………………… 

…………………………………………………… 

…………………………………………………… 

Keywords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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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5) 

目 錄 
 

論文審定書……………………………………………………………   i  

誌謝……………………………………………………………………  ii  

中文摘要……………………………………………………………   iii  

英文摘要………………………………………………………………  iv  

第 一 章 ○ ○ ○ ..................................................................................... 1 

第一節或 1.1○○○ ................................................................................................. 1 

第二節或 1.2○○○ ................................................................................................. 5 

第 二 章 ○ ○ ○ ..................................................................................... 1 8 

第一節或 2.1○○○ ................................................................................................ 1 8 

(以下類推) 

 

 

 

 
參考文獻 ................................................................................................... 100 

附錄 ........................................................................................................... 1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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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6) 

圖次、表次範例 

圖次：文內之圖，依應用順序，分章連續編號（第一章之圖以 1-1，1-2，1-3 …  

往下編碼;第二章之表以 2-1，2-2，2-3 …以此類推往下編碼。）並表列

成頁。 

 

表次：文內表格，依應用順序，分章連續編號（第一章之表以 1-1，1-2，1-3 …  

往下編碼;第二章之表以 2-1，2-2，2-3…以此類推往下編碼。）並表列成

頁。 

 

範例： 

 

 

 

 

 

  

 

圖 次 

圖1-1 組織系統圖… .......................................... 8 

圖2-1 ××××… .................................................... 12 

圖2-2 ××××××… ............................................... 32 

 

表 次 

表1-1 網路學習類別表… ................................ 10 

表1-2 ××××… .................................................... 12 

表3-1 ××××××… ............................................... 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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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中山大學學位論文書目暨電子檔繳交系統簡介 

eThesys : Electronic Theses Harvestable and Extensible SYStem 

98年6月 

一、eThesys 簡介： 

    本校自 89 年 5 月起推行學位論文數位化計劃，研究所應屆畢業生皆須上線登錄學

位論文書目資料並上傳論文電子檔，經圖書館審核通過後，藉由電子郵件通知畢業生，

即可辦理後續離校手續。本計劃可以展現個人研究成果並促進學術資訊的共享。 

二、前置準備作業： 

1. 連線 eThesys 網頁瞭解相關程序，網址：http://www.lib.nsysu.edu.tw/eThesys/  

本站提供論文格式注意事項、轉檔工具介紹、論文資料登錄、檔案上傳流程及常見

問題，畢業生務必事先研讀，可縮短各項作業時間。 

2. 準備登入系統帳號、密碼： 

登入系統之帳號密碼為計網中心核發之 student.nsysu.edu.tw 電子郵件帳號及密碼，

帳號為學號，密碼自設，若不知道或忘記，請於週一至週五上班時間內持學生證親

至計網中心三樓作業組（圖書館出入口斜對面）洽詢值班人員，聯絡分機：2522。 

3. 備齊論文資料： 

系統要求之登錄資料，包括：研究生中英文姓名、指導教授及口試委員中英文姓名

與電子信箱、個人常用電子郵件信箱與論文檔案，其中須包含：中英文論文名稱及

摘要、關鍵字、論文目次、參考文獻。 

4. 預備轉檔軟體： 

研究生需以 Adobe Acrobat Writer 5.0 以上中文版將論文格式轉為 pdf 檔，部分系所

備此工具，學生可就近使用；若系所無此軟體，可至圖書館四樓參考諮詢組進行轉

檔。轉檔軟體注意事項，請見 eThesys 網頁→「畢業生」項目之下拉式選單各項說

明。 

參考諮詢組開放時間 

 週一至週五 週六 

學期間 8:30~17:30；18:30~21:30 9:00~12:00；13:00~16:00 

寒暑假 9:00~12:00；13:00~16:00 不開放 

※ 週日及假日不開放；若有其他變動請注意圖資處最新消息。 

三、電子學位論文繳交程序 

1. 撰寫論文、通過口試、修正畢業論文。 

2. 自行獲得軟檔軟體或前往有轉檔軟體的地點（系所或圖書館），將畢業論文轉成 PDF

檔。 

3. 使用可連上網路之電腦（校內外均可），連線登錄論文書目資料和上傳 PDF 檔。 

4. 論文上傳時，請注意論文之封面、浮水印、檔案大小是否合乎規定；論文內容與各

欄位資訊是否完整填寫，以及所有關鍵字是否皆可於 PDF 檔中檢索得到。 

http://www.lib.nsysu.edu.tw/eThesy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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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繳交程序完成後，三個工作天內，請至個人常用電子信箱收取系統寄送之審核結果

通知，若有錯誤，請依通知進行修改，修改後將重新排隊審核；若沒有錯誤，則寄

送審核通過通知。請預留審核處理與修改時間，以免耽誤離校時程。 

6. 收到審核通過通知後，請至圖書館三樓櫃台簽署授權書並繳交一冊紙本論文。 

四、eThesys 聯絡資訊 

若有不了解或無法處理的問題時，可與圖資處參考諮詢組聯繫，將會給予您協助： 

1. eThesys 小組電話：分機 2452；電子郵件：etd@mail.nsysu.edu.tw 

2. eThesys 網頁：http://www.lib.nsysu.edu.tw/eThesys 

 

  

mailto:etd@mail.nsysu.edu.tw
http://www.lib.nsysu.edu.tw/eThesy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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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9學年度第2學期因應疫情申辦教務處註冊課務組業務配套措施(畢業離校) 

110.6.16 

項目 因應疫情彈性處理措施 聯絡窗口 

抵免學分 

【E-mail、通訊申請】 

1、填寫抵免申請單，連同歷年成績單及課程大綱，

掃瞄 E-mail 或郵寄至負責審核單位。a 專業科目

 各系所 

b 通識科目 西灣學院 

c 英文學分 英語文中心 

d 英文認證 教務處教學發展中心 

2、各單位審核完畢，送交註冊課務組維護抵免

結果。 

3、抵免結果可上網查詢。 

教務處網頁申請抵免學分查詢網址： 

https://oaa.nsysu.edu.tw/p/412- 1003-

3244.php?Lang=zh-tw 

各系所辦公室查詢網址： 

https://www.nsysu.edu.tw/p/412- 1000-

88.php?Lang=zh-tw 

西灣學院網址： 

https://siwan.nsysu.edu.tw/英語文

教學中心查詢網址： 

https://etc.nsysu.edu.tw/ 註冊課

務組王純小姐 

電話：07-5252000 分機 2122 

居家辦公網路電話：93452122 

wachun@mail.nsysu.edu.tw 

應 屆 交

換 生 返

校 手 續 

【E-mail、通訊申請】 

學生 email 或郵寄返校手續單至所屬系所。學生 

email 或郵寄返國報告書至國際事務處。各系所核

章→送各院核章→會國際事務處及 生輔組(女生

免會)→送本組計算學分費→通 知出納組開立繳

費單(免繳學分費者免會出納組) 。 

出納組開立繳費單email 學生繳納→學生繳費後掃

瞄繳費證明 email 註冊課務組，返校手續 

完成後始可辦理畢業離校等後續作業。 

註冊課務組黃依婷小姐 

電話：07-5252000 分機 2124 

居家辦公網路電話：93452124 

candy221@mail.nsysu.edu.tw 

研究生畢業

離校前 

A、上網設定與填寫論文資訊。 

B、設定「論文公開年限」與「論文延後公開原因

」。 

C、列印「論文公開授權書」一式二份，本人簽名

後email指導教授、系所主管簽名，提供研究生

上傳，並裝訂於論文。 

D、上傳以下資料： 

1、「畢業論文定稿(含已簽名之論文審定書)」電子檔。 

2、論文定稿之「原創性比對結果報告」。 

3、已簽名之「研究生學位論文符合學術倫理規範

聲明書」。 

4、已簽名之「論文公開授權書」。 

圖書資訊處畢業論文提交系統

網址： 

https://ethesys.lis.nsysu.edu.tw/ETD-q 

a/login/login.php 

圖書資訊處呂盈瑩小姐 

電話：07-5252000 分機 2459 

yinglyu@mail.nsysu.edu.tw 

https://oaa.nsysu.edu.tw/p/412-1003-3244.php?Lang=zh-tw
https://oaa.nsysu.edu.tw/p/412-1003-3244.php?Lang=zh-tw
https://oaa.nsysu.edu.tw/p/412-1003-3244.php?Lang=zh-tw
https://www.nsysu.edu.tw/p/412-1000-88.php?Lang=zh-tw
https://www.nsysu.edu.tw/p/412-1000-88.php?Lang=zh-tw
https://www.nsysu.edu.tw/p/412-1000-88.php?Lang=zh-tw
https://siwan.nsysu.edu.tw/
https://etc.nsysu.edu.tw/
mailto:wachun@mail.nsysu.edu.tw
mailto:candy221@mail.nsysu.edu.tw
https://ethesys.lis.nsysu.edu.tw/ETD-qa/login/login.php
https://ethesys.lis.nsysu.edu.tw/ETD-qa/login/login.php
mailto:yinglyu@mail.nsysu.edu.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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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目 因應疫情彈性處理措施 聯絡窗口 

畢業離校 

【6/21 起線上申請】 

1、學士班 

a 至離校系統辦妥離校手續，各關卡均顯示通行狀

態，表示已完成離校手續。 

b 再至教務處網頁「線上申請成績單及各類 

離校系統網址： 

http://140.117.13.70/graduate/線上申

請成績單及各類證明文件系統網址

： 

https://oaa.nsysu.edu.tw/p/406- 

 證明文件系統」申請郵寄學位證書，完成繳費

後，本組將郵寄寄回。 

2、研究生 

a 郵寄紙本論文至圖書資訊處(教務處一本、

圖資處一本、各系所依其規定) 

b 至離校系統辦妥離校手續，各關卡均顯示通行狀

態，表示已完成離校手續。 

c 再至教務處網頁「線上申請成績單及各類證明文

件系統」申請郵寄學位證書，完成繳費後，本

組將郵寄寄回。 

3、郵寄學位證書作業較耗費時間，加上郵局 

郵遞時間，請預留 1 星期工作日。 

1003-194853,r702.php?Lang=zh-tw 

註冊課務組王純小姐 

電話：07-5252000 分機 2122 

居家辦公網路電話：93452122 

wachun@mail.nsysu.edu.tw 

 

 

http://140.117.13.70/graduate/
https://oaa.nsysu.edu.tw/p/406-1003-194853%2Cr702.php?Lang=zh-tw
https://oaa.nsysu.edu.tw/p/406-1003-194853%2Cr702.php?Lang=zh-tw
mailto:wachun@mail.nsysu.edu.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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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手續單供當年度畢業典禮前離校同學使用） 

國立中山大學畢業生辦理離校手續單 

畢業時間： 學年度第 學期 辦理日期： 年 月 日 109.02.25 更新 

學 號 姓 名 系所別 學制 

  學  

系 研

究所 

□學士班 碩士班 

□碩專班 □博士班 

※請至下列各單位辦理離校手續。 

辦  理  

單  位  
辦 理 事 項 

承辦人員

簽 章 

辦  理  

單  位  
辦 理 事 項 

承辦人員

簽 章 

 

１ 

教務處 

註冊課務組 

(行 6007 室) 

審查畢業資格 

大學部 研究生 

□未獲雙、輔 □學期成績確認 

□獲雙： □學位成績妥收 

□獲輔： 

  

 

 

 

６ 

學 

 

 

 

生 

 

 

 

事 

 

 

 

務 

 

 

 

處 

 

宿舍服

務中心 

（宿舍

A 棟） 

 

 

退宿並繳還鑰匙(含感應卡) 

 

 

 

 

 

２ 

各 

 

 

系

所 

導師 

、

指導 

教授 

 

依各系所規定辦理 

  

 

 

 

 

 

生  

活 輔

導組 

(行 5008 

室) 

 

操行成績： 

□A 等 87 分 

□A+等 分 

 

 

 

 

系所

承辦

人員 

1. 繳還向系所圖書室、實驗室、工

場所借圖書及物品 

2. 研究生依本校「研究生學位論文格

式規範」，繳交論文並經系所檢核

合格。 

3. 研 究 生  繳 交 畢 業  論
文 之   

「Turnitin 原創性報告」及「研究生

學位論文符合學術倫理規範

聲明書」 

(論文、審定書及學位考試申請系 

統之論文題目必須相同) 

 

 

 

兵役審查 

如為本校畢業役男同學有修畢軍訓

相關課程,可於離校前辦理兵役折

抵(證明)等手續 

（女生免辦） 

 

系所

主管 

依各系所規定辦理 
 

３ 

總務處 

資產經營

管理組 

(行 AD4007 室

) 

 

繳還所借物品 

 諮商與

職涯發

展組 

(行 5001 

室) 

 

填寫離校問卷 

 

 

 

 

 

1.歸還所借圖書 

2.有延遲還書者，結清滯還金 

3. 研究生上線登錄學位論文書目資料

 ７ 

國際事務處 

(行 1006 室) 

 

退保 

（本地生免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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４ 

圖

書

與

資

訊

處 

 

 

智慧組

(圖資

3 樓  

服務台) 

並上傳電子檔（預留 3 天審核時間） 

4. 研究生繳交紙本論文一冊(公開授

權書正本需裝訂於紙本論文內)（建

議繳交精裝本） 

5.研究生如借用研究室鑰匙，請歸還 

※如需維持@student 電子信箱帳號之

有效性，請自行至web mail 內設定郵

件自動轉寄至個人電子信箱（如有

疑問，請洽詢本處資訊組） 

 

 

 

 

８ 

教

務

處 

 

註冊課

務組 

 

(行 6006 

室) 

請先完成填寫畢業生離校意見調查 

1. 學務處 / 學務綜合資訊平台（登

入)/學生功能/畢業生離校問卷填寫/

進入註冊課務組問卷 

2. 無法登入前述系統時，請連至以

下網址： 

http://selcrs.nsysu.edu.tw/gad_opin 

 

 

５ 

車輛管理

委 員 會 

(行 1003 室

) 

 

 

有違規紀錄者，結清違規處理費 

  

註冊課

務組 

(行 6007 

室) 

1. 研究生請繳交論文一冊(公開授權

書正本需裝訂於紙本論文內) 

※論文、審定書及學位考試申請系統

之論文題目必須相同。 

2. 學生證之離校處理。 

3.繳回本離校手續單，領取學位證書 

 

附註：一、畢業生須辦妥離校手續，繳回本單後，才發給學位證書；委託他人代領學位證書者，須附雙方具名簽章之委託

書。二、學期中畢業之碩、博士班學生，合於退費規定者，請於領到學位證書後，備妥繳費收據正本及學生本人

帳戶資 

料，交出納組辦理退費。 

三、持一卡通學生證學生畢業後，學生證將會自動轉為無記名普卡，相關遺失補發及記名作業請依一卡通公司

規定辦理。申請網站：https://www.i-pass.com.tw/。 

 

http://selcrs.nsysu.edu.tw/gad_opin
http://www.i-pass.com.tw/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