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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5 學年度碩士學位考試申請（含碩士在職專班）：
※ 請注意申請及辦理時限，凡逾期者請於下學期再行提出。※
（碩士一般生承辦人：林怡君[分機 4401] / 碩士在職專班承辦人：張小姐[分機 4405]）
一、系碩士學位考試申請
【未發表文章】
應繳文件

辦理期限

說明

1. 系碩士學位考試申請書

第 1 學期：

系口試

2. 系學位考試申請審核表（103-2 修訂）

105/10/1－105/10/31

第 1 學期：105/11/30 前

3. 論文初稿：碩士論文全文（封面需指導 第 2 學期：
教授簽名）

106/3/1－106/3/31

第 2 學期：106/4/30 前
口試委員複評

4. 博碩士論文初稿（全文）之論文原創性 備齊文件於截止日下午 第 1 學期：105/12/7 前
比對報告（封面需指導教授簽名）[目前 4:00 前送至系辦承辦人 第 2 學期：106/5/7 前
學校圖書館暫無額度可用，本次可不用

經口試委員複評通過者

繳交]

方可申請校碩士學位考
試

【已發表文章】
應繳文件

辦理期限

說明

1. 系碩士學位考試申請書

第 1 學期：

經學術委員審核通過者

2. 系學位考試申請審核表（103-2 修訂）

105/10/1－105/10/31

方可申請校碩士學位考

3. 已發表文章：論文集封面、目錄/議程表、 第 2 學期：
全文、已發表文章與論文關係自述（封 106/3/1－106/3/31
面需指導教授簽名）

試，未通過者須系口
試。

備齊文件於截止日下午
4:00 前送至系辦承辦人

備註：
1. 相關申請表格下載，請至系網／常用表格／學生類／系、校碩士學位考試申請說明及注意
事項。
2. 系碩士學位考試委員會置委員三人。
3. 本校論文原創性比對系統使用 turnitin 系統檢視論文原創性，網址：http://turnitin.com/zh_tw/
4. 本校自 102 學年度起，延修生之校學位考試申請得自開學日至當學期截止日(12/15)辦理；
本系系學位考試配合前述作業，於當月會議期審議抵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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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校碩士學位考試申請
應繳文件
1. 校碩士學位考試申請書
[請上教務資訊系統線上申請]
2. 學位考試申請審核表

辦理期限

說明

第 1 學期：

校口試

開學日起－105/12/15

第 1 學期：

第 2 學期：

開學日起－106/1/29

3. 校碩士學位考試申請檢核表（103-2 新增）開學日起－106/5/15

第 2 學期：

4. 論文初稿：碩士論文全文（封面需指導 備齊文件於截止日下午 開學日起－106/7/31
教授簽名）

4:00 前送至系辦承辦人 離校

5. 博碩士論文初稿（全文）之論文原創性

第 1 學期：106/2/3 前

比對報告（封面需指導教授簽名）[日後

第 2 學期：106/8/24 前

詢問學校圖書館是否有額度後，再通知

(實際時程請依本校 105

是否需繳交]

學年度當學期研究所畢

6. 校外人士金融機構劃帳發款申請表

業生離校須知時程辦

7. 學位考試經費分配表

理)

8. 學位考試時間地點調查表
注意要項：
【申請】
1. 學位考試線上申請路徑：本校首頁／單一入口網/教務資訊系統／「碩博士論文」項下
「學位考試申請」
2. 「論文題目」更改：
(1) 學位考試申請時，論文題目可於「學位考試申請」介面自行更改。
(2)【確定提交】後，論文題目修訂可至「學位考試評分表審定書列印」介面，該介
面開放學生於網路上自行更改題目至學位考試舉行截止日。
註：學位考試評分表一經送出，即不得再異動中、英文論文題目。
(3) 如口試時須修訂題目，可於「學位考試申請」介面修改後重新列印或逕於個別評
分表、總評分表、審定書修訂並於塗改處經指導教授或系所主管簽核。
3. 學位考試委員名單登錄：
(1) 在「碩博士論文」項下，選擇「學位考試委員名單登錄」
，鍵入委員資料（校內外、
姓名、資格、服務單位、職稱、教師證號為必鍵）。
(2) 碩士學位考試委員會置委員三至五人(但指導教授有二人時應置委員四至五人)，
博士班五至九人，其中校外委員人數不少於三分之一。
(3) 指導教授及共同指導教授為當然考試委員，故無須重複登錄考試委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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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校內教師鍵姓名或編號可由系統帶出相關資料（注意姓名請勿打錯別字）。
(5) 碩士班研究生學位考試委員聘用非教授或副教授者，需填系所務會議通過日期。
（環安系請填：940608）
(6) 完成後，點選【確定提交】按鈕，可將資料上傳儲存，並列印『申請書』。（備註
欄：須註明指導教授、召集人，唯指導教授不得擔任召集人。）
4. 經費：
(1) 本校每一碩士班研究生全部考試委員經費以肆仟元計、每一碩士在職專班研究生
全部考試委員經費以伍仟元計，每一博士班研究生全部考試委員經費以壹萬元計，
以上經費皆由指導教授指定分配。
(2) 本校每一位指導教授論文指導費碩士班研究生肆仟元、在職專班研究生伍仟元、
博士班陸仟元。
【口試】
1. 碩士論文：請研究生於口試前 7 日製送口試委員。
2. 碩士學位考試委員應親自出席委員會，不得委託他人代理。碩士學位考試委員會置委
員三至五人(但指導教授有二人時應置委員四至五人)，博士班五至九人，其中校外委
員人數不少於三分之一。
3. 碩士學位考試成績，由出席委員評分，再由召集人就各考試委員之評分，合計平均後
計算至整數所得之分數，即為碩士學位考試之成績，並會同所長在碩士學位考試成績
計算單上簽名蓋章(由系辦承辦人員交由所長簽名蓋章)。學位考試成績以七十分為及
格，一百分為滿分。評定以一次為限，並以出席委員評定分數平均決定之。
4. 審定書、個別評分表、總評分表、收據：請研究生於口試前 1 日製備妥，審定書、個
別評分表、總成績表須於口試後 7 日內送交系辦彙辦後提送課教組，並於次學期註冊
前二週完成相關離校手續，領取學位證書，逾期未完成者，應再辦理註冊。
註：論文題目請申請時自行於系統修改，如口試時須修訂題目，可於「學位考試申請」
介面修改後重新列印或逕於個別評分表、總評分表、審定書修訂並於塗改處經指
導教授或系所主管簽核，唯送出之論文成績一經登錄則其題目不得再更改(含英文
論文題目)。
備註：
1. 相關申請表格下載，請至
(1) 系網／常用表格／學生類／系、校碩士學位考試申請說明及注意事項。
(2) 教務處
http://aax.yuntech.edu.tw/index.php?option=com_content&task=view&id=901&Itemid=68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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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撤銷校碩士學位考試申請
應繳文件
1. 研究所博、碩士學位考試撤銷申請書

收件截止時間

說明

第 1 學期：106/1/30

須研究生本人親自辦理

第 2 學期：106/7/31

碩士學位考試撤銷申
請，經指導教授、所長
核准後於截止日下午
4:00 前將已核准「撤銷
申請書」正本送交系辦
留存，由系辦將影本送
交教務處課教組。

備註：
1. 已申請學位考試之研究生，如因故無法於學位考試辦理期限前舉行學位考試，應於學位考
試辦理期限前，報請學校撤銷該學期學位考試之申請。逾期未撤銷未舉行考試者，以學位
考試一次不及格論。
2. 相關申請表格下載，請至教務處
http://aax.yuntech.edu.tw/index.php?option=com_content&task=view&id=901&Itemid=68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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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離校程序
應繳文件

收件截止時間

說明

1.

審定書影印本 1 份

離校

實際時程請依本校 105

2.

碩士論文 2 份

第 1 學期：106/2/3

學年度當學期研究所畢

3.

碩士論文原創性比對報告（封面需指導 第 2 學期：106/8/24

業生離校須知時程辦理

教授簽名）
4.

摘要（6-12 頁）1 份（封面需指導教授
簽名）

5.

電子檔（碩士論文、摘要、碩士論文原
創性比對報告）[日後詢問學校圖書館
是否有額度後，再通知是否需繳交]

6.

畢業出路調查

7.

系友問卷調查

8.

學生離實驗室手續單

註：
一、繳交文件：
1. 電子檔：
(1)碩士論文：PDF 檔及 WORD 檔各１份
(2)摘要：PDF 檔及 WORD 檔各１份
(3)碩士論文原創性比對報告
2. 畢業出路調查（請至系辦填寫）
3. 系友問卷調查（請至

系網/常用表格/學生類/研究所/系友問卷調查

4. 學生離實驗室手續單 （請至

下載列印填寫）

系網/常用表格/學生類/研究所/學生離實驗室手續單

下載

列印填寫）
5. 校友服務平台-應屆畢業生流向資訊問卷(含核心能力調查)
（請至 https://alumni.yuntech.edu.tw/ 點選「應屆畢業生註冊並填寫問卷」如無法登入請撥
打研發處校內分機 2541、2542）
二、注意要項：
1. 離校須知：詳參教務處公告及電子信件，請務必詳細閱讀。
2. 離校手續辦理委託書：
被委託人應攜帶個人身分證件、委託書、委託人新版學生證、委託人辦理離校所需各項資
料（例如：照片…..）
3. 研究生離校指導教授同意書（需指導教授親筆簽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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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於教務處下載
http://aax.yuntech.edu.tw/index.php?option=com_content&task=view&id=948#01。
4 關於申請學位證書及歷年成績單影本：
（1）申請：為避免畢業後申請費時費力且畢業證書往返寄送容易遺失，請於領取證
書後即申請未來所需要之份數備用（於註冊組填單辦理）。
（2）繳費：至出納組繳費辦理。
（3）影印：請將證書或成績單交影印服務人員處理，不受理自行影印後要求加蓋與
正本無誤章戳。
（4）蓋章：學位證書影本需至文書組加蓋學校小官章

6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