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教務會議紀錄
1 1 0 學 年 度 第 一 學 期

第 2 次      1 1 0 . 1 2 . 2 2  





國立臺北教育大學 110 學年度第 1 學期第 2 次教務會議紀錄 
開會時間：中華民國 110年 12月 22日（星期三）上午 9時 30分 

開會地點：本校行政大樓 6樓 605會議室 

主 持 人：巴教務長白山                    記錄：張溶玲（分機 82012） 

出席人員：如簽到單   
一、主席致詞：(略) 
二、工作報告暨教務宣導事項….…………………..…………………….............. 5 
三、前次會議提案決議執行情形…………………….………............................ 16
四、備查案 

(一)師資培育暨就業輔導處修訂「普通數學檢定考試實施要點」案，提請
備查。 (師資培育暨就業輔導處 ) …….……..……………… 22 

決議 洽悉。 

 

五、提案討論 

提案 1 
案由：建請修訂「國立臺北教育大學博/碩士學位論文格式規範」。(圖書

館) …………………………………………………….…………………….…. 30 

決議 

一、 規範中(含附件)凡「系所/學程」文字一律修正為「系所/學位
學程」。 

二、 本校學位論文裝訂授權書及口試審定書方式修正為：紙本論文

授權書及口試審定書皆裝訂；電子論文授權書及口試審定書皆

不裝訂。爰規範第 1點論文編印次序修正為：(一)封面(含書
背)(二)書名頁(三)授權書(四)口試委員會審定書（五）序言、
謝辭（謝誌）（六） 中文摘要（七）英文摘要（八）目錄（目
次）（九）表目錄（表次）（十）圖目錄（圖次）（十一）論文

本文（十二）參考文獻（十三）附錄（十四）封底 
三、 規範第 6點修正為：中、英文摘要及關鍵詞 3-7個為原則。 
四、 規範第 10點，英文字級數修正為 12號。 
五、 規範第 12點參考文獻格式修正為：參考文獻格式若系所/學程

有規範從其規定，若無則建議使用 APA 最新版格式為原則。 
六、 規範第 13點印刷裝訂，刪除色碼參考說明文字。 
七、 規範附件 3口試委員會審定書(範例)，請註明：本範例僅供參

考，仍以各系所規範為主。 
八、 附件 1封面(含書背)格式及範例、附件 2書名頁(內容同封面)

範例，請再確認英文書寫方式之妥適性。 
九、 修正後通過。 

 

提案 2 

案由：擬修訂東南亞區域管理碩士學位學程「碩士論文審查暨口試作業要

點」，提請討論。 (東南亞區域管理碩士學位學程) ……….………… 47 

-1-



決議 照案通過。 

 

提案 3 

案由：幼兒與家庭教育學系修訂「碩士論文審查暨口試作業要點」案，提

請討論。 (教育學院、幼兒與家庭教育學系 ) …………….…….. 76 

決議 

一、 第 1點修正為：本要點依據教育部頒訂之「學位授予法」、，及
本校「國立臺北教育大學學則」……。 

二、 第 2點修正為「本系研究生學位授予及研究生學位考試」。 
三、 修正要點第 9點、第 10點有關學生違反法令情事者，若為在職

專班學生應依本校「碩士在職專班違反學術倫理案件處理辦法」

辦理，請修正相關說明。 
四、 第 3點授予學位名稱修正為： 

本系日間學制碩士畢業者、進修學制碩士在職專班畢業者，授

予教育學碩士(Master of Education, (M. Ed.)。 
五、 第 11點修正為：本系研究生申請論文延後公開者，……於申請

學位考試時一併提交親筆簽名之本校「紙本學位論文延後公開

申請書」及「國家圖書館學位論文延後公開申請書」……。 
六、 教育部已於 108年 3月廢止「學位授予法施行細則」，本案修正

要點第 12點爰請修正為「本要點未盡事宜，悉依大學法及其施
行細則、學位授予法、各類學位名稱訂定程序授予要件及代替

碩士博士論文認定準則、及有關教育法令辦理之」。 
七、 修正後通過。 

 

提案 4 
案由：特殊教育學系修訂「碩士論文審查暨口試作業要點」案 (教育學院、

特殊教育學系 ) ………………………………………….……………….. 111 

決議 

一、 第 2 點修正為「本系研究生學位授予及研究生學位考試之有關
事項，……」。 

二、 第 3點授予學位名稱修正為： 
(一)本系日間學制碩士班畢業者，將授予教育學碩士(Master of 
Education(M.Ed.) 
(二)本系碩士在職專班畢業者，將授予教育學碩士(Master of 
Education(M.Ed.) 

三、 依據本校「日間學制學位授予暨研究生學位考試實施要」第 10
點研究生申請學位考試應繳交文件，修正要點第 5 點第 2 款增
列「論文初稿一份」。 

四、 修正條文第6點第1及2款碩士學位考試委員資格1. 曾任教授、副
教授者。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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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節，教育部「學位授予法」及本校「日間學制

學位授予暨研究生學位考試實施要點」已增列助理教授及助研

究員等資格，如學系從嚴規範考試委員資格，予以尊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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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修正條文第 6點第 3及第 4款「獲有博士學位，且在學術上著
有成就。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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節。教育部「學位授予法」及本

校「日間學制學位授予暨研究生學位考試實施要點」均敘明前

揭資格認定基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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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請確認是否已訂有相關基準。 
六、 教育部已於 108 年 3 月廢止「學位授予法施行細則」，爰第 11

點修正為「本要點未盡事宜，悉依大學法及其施行細則、學位

授予法、各類學位名稱訂定程序授予要件及代替碩士博士論文

認定準則、及有關教育法令辦理之」。 
七、 本案修正要點第 1 點將「國立臺北教育大學學位論文申請延後

公開審核作業要點」新增為訂定依據之一，但修正條文中未見

新增相關規範，可參考課程與教學傳播科技研究所 110.11.03教
務會議(提案 13 )通過之新增要點第 17點或本次會議提案 3幼兒
與家庭教育學系所提之新增要點第 11點進行修正。 

八、 修正後通過。 

 

提案 5 

案由：台灣文化研究所新訂「學位論文申請延後公開審核作業要點」，提請

審議。 (人文藝術學院台灣文化研究所 ) ………...……………. 127 

決議 

一、 要點第 5 點修正為：擬申請學位……一併提交親筆簽名之本校
「紙本學位論文延後公開申請書」及「國家圖書館學位論文延

後公開申請書」……。 
二、 要點附件標題刪除「申請書暨」文字，修正為「國立臺北教育

大學台灣文化研究所學位論文申請延後公開申請書暨審查紀錄

表」。 
三、 修正後通過。 

 

提案 6 

案由：教育學系「補救教學學分學程」與「補救教學微型學分學程」廢止

案，提請討論。(教育學院、教育學系 ) …………………………..... 134 

決議 

一、 照案通過。 

二、 學分學程設置單位仍應輔導已具學程修習資格之學生繼續完

成學分學程之修習。 

 

提案 7 

案由：特殊教育學系修訂「辦理學生抵免學分實施要點」案，提請審議。 (教

育學院、特殊教育學系) …………………………………………………. 146  

決議 
一、 依據本校「學生抵免學分實施要點」第 9點規定，各系、所、

學位學程學分抵免相關事宜應送教務會議審議後公告實施。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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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8點修正為「提教務會議審議後公告實施」。 
二、 修正後通過。 

 

提案 8 

案由：特殊教育學系修訂「優秀新生全額獎學金設置要點」案，提請討論。 

(特殊教育學系) ………………………………………………….……........ 156 

決議 

一、 依據本校「優秀新生全額獎學金設置要點」第 6 點規定，本修
正案第 6 點第 1 款爰請修正為「本系於教務處公告期限內將新
生獲獎名單送教務處。」及修正第 6 點第 3 款為「本系於每學
期教務處公告期限內將續領學生名單造冊送教務處憑辨。」以

符合實際執行現況。 
二、 修正後通過。 

 

提案 9 

案由：有關兒童英語教育學系「優秀新生全額獎學金設置要點」續領資格

規定修正，提請討論。(人文藝術學院兒童英語教育學系) ……...... 162 

決議 

一、 依據本校「優秀新生全額獎學金設置要點」第 6點規定，本修正
案第 7點第 3款爰請修正為「本系於每學期教務處公告期限內將
續領學生名單造冊送教務處憑辨。」以符合實際執行現況。 

二、 修正後通過。 

 
提案 10 

案由：音樂學系修訂「優秀新生全額獎學金設置要點」，提請審議。 (人文

藝術學院音樂學系) ………………………..…………………….…......... 173 

決議 

一、 依據本校「優秀新生全額獎學金設置要點」第 6 點規定，本修
正案第 5 點第 1 款爰請修正為「本系於教務處公告期限內將新
生獲獎名單送教務處。」及修正第 5點第 3款為「本系(所)於每
學期教務處公告期限內將續領學生名單造冊送教務處憑辨。」

以符合實際執行現況。 
二、 修正後通過。 

 

提案 11 

案由：本校 110學年度第 1學期第 2次課程委員會議，提案計 3案，提請

審議。 (教務處註冊與課務組) ………………………..……….…......... 181 

決議 照案通過。 

 

七、臨時動議：無。 

八、散會：上午 11時 03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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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作報告暨教務宣導事項 

■招生組 
一、 111 學年度碩、博士班「甄試入學」招生已於 110 年 11 月 24 日(星期三)公告錄取

名單，共計錄取正取生 227 名(碩士班 218 名、博士班 9 名)、備取生 144 名(碩士

班 138 名、博士班 6 名)。正、備取生網路報到登錄截止日期為 110 年 12 月 7 日(星

期二)，計有正取 195 名(碩士班 187 名、博士班 8 名)完成網路報到；備取生 123

名(碩士班 119 名、博士班 4 名)完成網路遞補登記，已於 12 月 10 日公告新生名

單。 

二、 111 學年度碩、博士班「考試入學」招生重要工作日程如下： 

(一) 網路取號繳費日期：自 110 年 12 月 2 日(星期四)起至 110 年 12 月 23 日(星期四)

止。 

(二) 網路填表報名日期：自 110 年 12 月 2 日(星期四)起至 110 年 12 月 24 日(星期五)

止。 

(三) 筆試日期：111 年 2 月 18 日(星期五，音樂學系)、111 年 2 月 20 日(星期日)。

面試、術科考試日期(依各系所簡章規定)：分別訂於 111 年 2 月 18 日(星期五)、

2 月 20 日(星期 日)、2 月 21 日(星期一)及 3 月 5 日(星期六)辦理。 

(四) 放榜日期：111 年 3 月 15 日(星期二)。 

三、 111 學年度學士班特殊選才招生已於 110 年 12 月 8 日（星期三）公告正、備取生

錄取名單，並於當日寄發成績單及錄取通知予各考生。 

四、 有關 110 學年度「學士班寒假轉學考試」報名已於 110 年 12 月 2 日（星期四）

截止，報名人數共計 24 名，考試日期訂於 111 年 1 月 8 日（星期六）辦理。 

五、 2022 年僑生及港澳生單獨招生申請入學招生委員會訂於 110 年 12 月 15 日召開審

議錄取名單，俟報教育部、僑委會審查身分資格後於 111 年 2 月 28 日前放榜。 

六、 111 學年度（2022 年）「外國學生申請入學」中、英文版簡章訂於 111 年 1 月 3

日（星期一）公告於本校首頁－招生資訊－境外學生招生－外國學生專區。 

七、 111 學年度新住民學生入學招生簡章訂於 111 年 1 月 3 日（星期一）公告於本校

首頁－招生資訊－日間學制招生－新住民招生。 

八、 本學年度「前進高中─認識百年名校-國立臺北教育大學」及「原住民族師資生招

生說明會」規劃於 110 年 10 月至 12 月期間前往高中辦理 15 場招生宣傳活動及 1

場高中生到校參訪活動。 

學校名稱 預計辦理日期&時間 講座領域/學系 

桃園市立陽明高中 110/10/12(二) 12:00-12:55 語文與創作學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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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校名稱 預計辦理日期&時間 講座領域/學系 

臺北市立大同高中 110/10/14(四) 12:30-13:05 文化創意產業經營學系 

高雄市立高雄女中 110/10/21(四) 12:15-13:05 心理與諮商學系 

國立高雄師大附中 110/10/22(五) 12:30-13:10 心理與諮商學系 

國立臺南第一高級中學 110/11/04(四) 12:20-13:10 心理與諮商學系 

臺北市立景美女中 110/11/05(五) 12:10-12:55 語文與創作學系 

國立竹北高中 110/11/09(二) 12:10-13:00 幼兒與家庭教育學系 

(高雄)國立鳳新高中 10/11/09(二) 12:30~13:10 語文與創作學系 

台北市中崙高中 110/11/18(四) 12:15-13:15 心理與諮商學系 

臺東縣立蘭嶼高級中學 110/11/26(五) 11:00~11:50 
體育學系、教育學程、

原住民籍學生招生說明 

桃園市立內壢高中 110/11/26(五) 12:10~13:00 心理與諮商學系 

新北市竹林高中 
110/11/26(五) 

09:00-12:00 蒞校參訪 

(文組)心理與諮商學系.

社會與區域發展學系 .

語文與創作學系 .兒童

英語教育 .藝術與造形

設計學系 .文化創意產

業經營學系(理組)數位

科技設計學系 .資訊科

學系及圖書館 

台北市中正高中 110/12/16(四) 12:10-13:00 心理與諮商學系 

國立華僑高級中等學校 110/12/20(一) 12:10-13:00 教育學系 

臺北市立永春高中 110/12/29(三) 12:10-12:55 心理與諮商學系 

九、 刻正彙整大學招生專業化發展計畫之 111 學年度申請入學管道招生作業規劃書，

預計於 111 年 1 月 10 日前報教育部審查。 

 

-6-



 

■註冊與課務組 
一、 目前各開課單位正積極辦理 110 學年度第 2 學期開課及排課作業，預定於 110 年

12 月 22 日（星期三）公告全校課表，感謝各開課單位之配合。 

二、 日間學制學士班與碩士班 110 學年度第 2 學期延長修業年限申請截止日為 110 年

12 月 24 日(星期五)。 

三、 為落實智慧財產權觀念，鼓勵教師自編教材，並可上傳至本校教學平台(智慧大

師、教學魔法師)提供學生下載。 

四、 為加強學生性別平等觀念，請鼓勵老師可開設性別平等課程或是將性別平等相關

議題融入教學，並請老師授課時務必符合性別平等教育原則，教材內容應平衡反

映不同性別之歷史貢獻及生活經驗，並呈現多元之性別觀點。教師使用教材及從

事教育活動時，應具備性別平等意識，破除性別刻板印象，避免性別偏見及性別

歧視。 

五、 對於校內課程，各開課單位應強化視導，倘發現教師授課有性別偏見、性別歧視

等情事，疑似有違反性別法，應即依性平法規定辦理。對於校外人員或團體到校

實施課程教學或活動，各開課單位應審查其教學計畫，如計畫內容違反教育基本

法及性平法者，應拒絕入校。如發現課程教學或活動疑似有違反性平法，應即依

性平法規定辦理。 

 

■出版與宣傳組 
一、《教育實踐與研究》110 年線上投稿至 12 月 13 日計 140 篇，每篇悉依隨到隨審原

則，循序辦理格式審查、預審、初(外)審及複（編委會）審等作業。 

二、《教育實踐與研究》34 卷 2 期以及 34 卷 3 期（災疫教育學專刊）預定於 12 月底

前出刊，各刊登 4 篇（34 卷 2 期）以及 5 篇（34 卷 3 期）稿件。 

三、《北教大校訊》自第 184 期起改為季刊，概分為「焦點新聞」、「學術頻道」、「師生

表現」、「活力校園」、「校友園地」等區塊（依各期來稿量彈性調整版面）。第 206

期已如期於 110 年 10 月出刊，刻正進行第 207 期徵稿排校作業。 

四、本組定期彙整各大專院校或學術單位之學術期刊及研討會徵稿來函，並 e 送全校

教師，以提供學術交流或研究成果發表資訊，敬請多加利用。 

五、本組網頁載有教育部轉發經濟部智慧財產局所編製之「教師授課著作權錦囊」，對

學校教師因授課需要而「重製」教材之「合理範圍」提出概略說明

（http://academic.ntue.edu.tw/files/11-1007-130.php），歡迎參閱。更詳細之相關文

宣及 FAQ 請見經濟部智慧財產局網站（網址：http://www.tipo.gov.tw；路徑：首

頁/著作權/著作權介紹/6.校園著作權），將有助建立正確之著作權觀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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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敬請各系所單位於出版刊物時配合加強(1)出版品基本形制要求，(2)定價統籌展售

並提供寄存圖書館典藏，及(3)釐清著作權歸屬或爭取充分授權辦理電子檔繳交作

業；出刊後並請填寫檢核表擲送本組存查。 

七、全校各單位出版品可統一由出版與宣傳組協助申請 GPN 以及 ISBN。 

八、教師教材製作及講義印製注意事項 

（一）校園保護智慧財產權宣導事項 

1. 依著作權法規定，著作人就其著作專有重製及公開傳輸之權利，掃描、影

印、下載或上傳他人著作，涉及重製、公開傳輸等著作利用行為，除有符

合著作權法第44條至第65條規定之合理使用情形外，如欲利用他人著作，

應取得著作財產權人之同意或授權，始符合著作權法的規定。 

2. 掃描、影印國內、外之書籍，如係整本或為其大部分、化整為零之掃描、

影印，或任意下載、上傳他人論文等，此等利用行為均已超出合理使用範

圍，將構成著作權之侵害行為，如遭著作財產權人依法追訴，恐須負擔刑

事及民事之法律責任。請尊重智慧財產權，並請加強宣導學生尊重智慧財

產權，使用正版教科書(含二手書)，勿自行下載、上傳或影印他人著作，

以免觸法。 

3. 教師在學校授課或製作教學教材時，除了因教學需要而影印他人的書籍、

文章外，亦時有涉及其他之著作利用行為，例如：在課堂上播放音樂、影

片或轉貼圖片、將檔案上傳網站等，將涉及「重製」、「公開演出」、「公

開上映」及「公開傳輸」等著作利用行為，除有符合著作權法第44條至第

65條規定之合理使用情形外，皆應取得著作財產權人之同意或授權，方屬

合法利用著作。 

4. 著作權法針對學校教師為授課之合理使用範圍限於課堂上「重製」之利用

行為，第46條規定「依法設立之各級學校及其擔任教學之人，為學校授課

需要，在合理範圍內，得重製他人已公開發表之著作。」至於何謂「合理

範圍」？法律並無明確的數量規定，通常而言，必須與教師上課的課程內

容相關，且依照著作之種類、用途及重製之質、量，不得有害著作財產權

人的利益。例如：上英文課時，影印1篇英文報紙報導當講義供學生練習，

則有合理使用之空間。 
5. 教師上課利用他人著作，除上述之利用行為可以主張合理使用他人著作

外，其他的利用行為並無其他合理使用之規定，例如：播放YouTube的影

片供學生欣賞，僅能個案上依著作權法第65條第2項規定進行判斷，例如

將上課之講義(他人著作)上傳網路等「公開傳輸」之行為，將對著作財產

權人之權益造成重大影響，故得主張合理使用的空間實為有限，故利用上

應特別謹慎。 
  校園著作權議題，可至經濟部智慧財產局官網（http://www.tipo.gov.tw/）參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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取得路徑為：路徑：首頁/著作權/著作權介紹/6.校園著作權

（https://topic.tipo.gov.tw/copyright-tw/lp-415-301.html）； 

   「教師授課著作權錦囊」可於下方連結下載：

https://topic.tipo.gov.tw/copyright-tw/cp-415-855924-5dd9b-301.html 

  請多加參考、運用。 

 

地址：106213 臺北市大安區辛亥路2段185號3樓 

電話：(02)2738-0007   傳真：(02)2377-9875  

電子申請暨專利客服電話：(02)8176-9009 

（二）著作權法(部分條文)—教學用講義印製相關重要規定 

第 44 條 

中央或地方機關，因立法或行政目的所需，認有必要將他人著作

列為內部參考資料時，在合理範圍內，得重製他人之著作。但依

該著作之種類、用途及其重製物之數量、方法，有害於著作財產

權人之利益者，不在此限。 

第 46 條 

依法設立之各級學校及其擔任教學之人，為學校授課需要，在合

理範圍內，得重製他人已公開發表之著作。 

第四十四條但書規定，於前項情形準用之。 

第 52 條 
為報導、評論、教學、研究或其他正當目的之必要，在合理範圍

內，得引用已公開發表之著作。 

第 64 條 

依第四十四條至第四十七條、第四十八條之一至第五十條、第五

十二條、第五十三條、第五十五條、第五十七條、第五十八條、

第六十條至第六十三條規定利用他人著作者，應明示其出處。 

前項明示出處，就著作人之姓名或名稱，除不具名著作或著作人

不明者外，應以合理之方式為之。 

第 65 條 

著作之合理使用，不構成著作財產權之侵害。 

著作之利用是否合於第四十四條至第六十三條所定之合理範圍或

其他合理使用之情形，應審酌一切情狀，尤應注意下列事項，以

為判斷之基準： 

一、利用之目的及性質，包括係為商業目的或非營利教育目的。 

二、著作之性質。 

三、所利用之質量及其在整個著作所占之比例。 

四、利用結果對著作潛在市場與現在價值之影響。 

著作權人團體與利用人團體就著作之合理使用範圍達成協議者，

得為前項判斷之參考。 

前項協議過程中，得諮詢著作權專責機關之意見。 

第 87 條 
有下列情形之一者，除本法另有規定外，視為侵害著作權或製版

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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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以侵害著作人名譽之方法利用其著作者。 

二、 明知為侵害製版權之物而散布或意圖散布而公開陳列或持

有者。 

三、 輸入未經著作財產權人或製版權人授權重製之重製物或製

版物者。 

四、 未經著作財產權人同意而輸入著作原件或其國外合法重製

物者。 

五、 以侵害電腦程式著作財產權之重製物作為營業之使用者。 

六、 明知為侵害著作財產權之物而以移轉所有權或出租以外之

方式散布者，或明知為侵害著作財產權之物，意圖散布而公

開陳列或持有者。 

七、 未經著作財產權人同意或授權，意圖供公眾透過網路公開傳

輸或重製他人著作，侵害著作財產權，對公眾提供可公開傳

輸或重製著作之電腦程式或其他技術，而受有利益者。 

八、 明知他人公開播送或公開傳輸之著作侵害著作財產權，意圖

供公眾透過網路接觸該等著作，有下列情形之一而受有利益

者： 

  (一)提供公眾使用匯集該等著作網路位址之電腦程式。 

  (二)指導、協助或預設路徑供公眾使用前目之電腦程式。 

  (三)製造、輸入或銷售載有第一目之電腦程式之設備或器材。 

前項第七款、第八款之行為人，採取廣告或其他積極措施，教唆、

誘使、煽惑、說服公眾利用者，為具備該款之意圖。 

第 91 條 

擅自以重製之方法侵害他人之著作財產權者，處三年以下有期徒

刑、拘役，或科或併科新臺幣七十五萬元以下罰金。 

意圖銷售或出租而擅自以重製之方法侵害他人之著作財產權者，

處六月以上五年以下有期徒刑，得併科新臺幣二十萬元以上二百

萬元以下罰金。 

以重製於光碟之方法犯前項之罪者，處六月以上五年以下有期徒

刑，得併科新臺幣五十萬元以上五百萬元以下罰金。 

著作僅供個人參考或合理使用者，不構成著作權侵害。 

第  91-1 條 

擅自以移轉所有權之方法散布著作原件或其重製物而侵害他人之

著作財產權者，處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科或併科新臺幣

五十萬元以下罰金。 

明知係侵害著作財產權之重製物而散布或意圖散布而公開陳列或

持有者，處三年以下有期徒刑，得併科新臺幣七萬元以上七十五

萬元以下罰金。 

犯前項之罪，其重製物為光碟者，處六月以上三年以下有期徒

刑，得併科新臺幣二十萬元以上二百萬元以下罰金。但違反第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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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七條第四款規定輸入之光碟，不在此限。 

犯前二項之罪，經供出其物品來源，因而破獲者，得減輕其刑。 

 

（三）教師授課著作權錦囊 

(本資料僅供參考，不具法律拘束力。如有爭議，由司法機關依具體個案判

斷之。) 

本著作係採用 Creative Commons  授權條款授權 

教師在學校授課時，常常會因為教學的需要而影印他人的書籍、文章，

或利用他人的文章、圖片來製作教學教材，也有可能直接使用出版社提供

的教材進行授課。在目前課堂教學素材多元化之發展下，教師使用的教材

包含電子書、投影片、圖表、照片，甚至是影片、動畫、軟體等，這些素

材的利用涉及了著作權法上的「重製」(例如：影印、下載、轉貼等)「公

開演出」(例如：在課堂上播放音樂 CD)、「公開上映」(例如：在課堂上播

放影片 DVD)及「公開傳輸」(例如：將檔案上傳網站、轉寄給學生)等著

作利用行為，如果在合理使用的範圍內，不須經過著作財產權人的同意，

可自由利用；但如果超過合理使用的範圍，就必須事先取得著作財產權人

的授權，才不會侵害他人的著作權。 

重製的合理使用 

針對學校教師為授課而重製的情形，著作權法特別在第 46 條訂定合

理使用的規定，明定依法設立之各級學校及其擔任教學之人，為學校授課

需要，在「合理範圍」內，得重製他人已公開發表之著作。究竟什麼是出

於學校授課需要而重製的合理範圍？法律並沒有明確的數量規定，通常來

說，必須與老師上課的課程內容有關，而且依照著作的種類、用途及重製

的質、量，不得傷害著作財產權人的利益，否則仍不符合該條合理使用的

條件，例如上英文課時，影印 1 篇英文雜誌或報紙報導當講義，與課程

內容相關，但上地理課時，影印數學方面的著作當講義，與課程內容無關，

不能算是合理範圍；還有講 10 頁的課本影印了別人 100 頁的作品來當

講義，恐怕也很難被認為是合理範圍。 

教材上傳網路應注意事項 

至於出版社提供的教學資源光碟或教學資源網站的內容，如圖表、照

片、動畫、投影片、教學手冊、習題解答或試題答案等，通常業者之授權

範圍僅供教師備課、在課堂授課時利用，教師若將這些數位檔案另行上傳

到校園網路平台、雲端硬碟等網路空間供學生瀏覽、下載利用，或將這些

檔案錄製於開放式課程中，均已構成公開傳輸的利用行為，現行著作權法

對於為授課而公開傳輸的情形，並沒有單獨訂定合理使用的規範，僅能以

著作權法第 65 條第 2 項的合理使用規定進行判斷，然而網際網路無遠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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屆，上述「公開傳輸」行為對於著作財產權人之權益影響甚大，得主張合

理使用的空間實為有限。 

授課錦囊 

著作的利用原則上需要得到著作財產權人的授權，而授權的地域、時

間、內容、利用方法等，依著作權法第 37 條的規定，由著作財產權人與

利用人雙方進行約定，約定不明的部分，則推定為未授權。教師如為了授

課需求，在課堂教室內利用教學光碟或教學網站所提供的各種教學資源，

例如投影片、教學手冊、習題解答、題庫、圖檔、動畫或影片等，實務上，

如果只是因應授課需要調整投影片、使用圖表、照片、動畫、影片等行為，

通常是在出版社的授權範圍內。 

此外，教師為授課或製作教材而另行重製他人的著作，除符合著作權法第 46

條合理使用之規定外，應得到著作財產權人的授權，否則可能構成侵害重製權的

行為。本局為協助權利人與利用人對著作權法第 46 條規定所稱的合理範圍建立

一具體明確的標準，曾分別於民國 93 年、94 年及 99 年間多次邀集雙方進行協

商，但是最終仍未達成協議。因此，在現階段國內對上述「合理範圍」尚未建立

共識之情形下，如果著作權人與授課教師對於合理範圍的認知有異而發生爭議，

最後還是要由司法機關來加以審認。此外，教師如須將教材上傳網路，應事先向

出版社取得授權為宜，否則即有可能構成侵害公開傳輸權的行為。 

教師授課時，到底可以重製多少別人的著作，本文依據美國和香港的

實務界所建立、遵循的標準，歸納重點如附錄 1；關於數位教材的製作、

利用，則依據美國由權利人團體及教育機構等利用人協商討論提出的合理

使用指南，歸納重點如附錄 2，均供國內教師參考。另外，教師可善加利

用「Creative Commons Taiwan 創意共享」授權機制利用著作，俾於教學或

編製相關教材時有豐富資源可資運用。其運作模式可參考下列網址：

http://creativecommons.org.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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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 1》美國與香港教科書影印合理範圍標準摘要 

１、基本原則： 

（１）上課指定之教科書不應以影印的方式代替購買。 

（２）教師為授課目的所影印的資料對於已經出版銷售的選集、彙編、

合輯或套裝教材不應產生市場替代的效果。 

（３）應由教師自行衡量需不需要重製別人的著作，而不是接受第三人

要求或指示而重製。 

（４）教師授課的合理使用，係出於授課臨時所生的需要，因受到時間

的拘束和限制，無法合理期待及時獲得授權。 

（５）同一教師關於同一資料如在每一學期反覆重製、使用時，應徵求

權利人授權。 

（６）影印本應註明著作人、著作名稱、來源出處、影印日期等，並應

向學生說明著作資訊，及提醒學生尊重著作權，及不可再行影印

或重製給其他人。 

２、有關重製的數量或比例： 

（１）供教師自己使用時，限重製 1 份： 

為供學術研究、教學或教學準備之用，可根據教師個人的需求，由其

本人或他人，複製 1 份下列之著作： 

1. 書籍之 1 章。 

2. 期刊或報紙中之 1 篇著作。 

3. 短篇故事、短篇論文或短詩，而不論是否來自集合著作。 

4. 書籍、期刊或報紙中之 1 張圖表（chart）、圖形（graph）、圖解

（diagram）、繪畫（drawing）、卡通漫畫（cartoon）或照片

（picture）。 

（２）供教室內的學生使用時，可重製多份： 

任課教師為供教學或討論之用，可由本人或他人重製下列之著作： 

1. 所重製的影印本，限於相關課程的學生每人 1 份。 

2. 所利用的每 1 著作的比例要簡短： 

A. 詩：不超過 250 字；故事或文章：不超過 2500 字（前述作

品的字數限制可以調高，以便重製一首詩未完的一行，或故

事或文章未完的段落）。 

B. 藝術作品（包括插圖）：整份作品；如同一頁印有超過一份

藝術作品，則可將整頁重製。 

C. 音樂作品：有關的節錄部分不超過作品總頁數 10%（可調

高有關百分比，以便重製一整頁）。 

D. 其他作品：有關的節錄部分不超過 2500 字或作品總頁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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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包括插圖），以較少者為準（可調高有關字數限制或

百分比，以便重製一整頁） 

3. 同一本書、期刊雜誌使用的比例：如為同一作者，短詩、文章、

故事不超過 1 篇、摘要不超過 2 篇；同一本集合著作、期刊雜

誌不超過 3 篇。如屬報紙上的文章，同一學年同一課程不超過

15 件著作。 

4. 同一學年中，重製的著作件數不超過 27 件。 

《附錄 2》美國教育性多媒體授課合理使用指南(Fair use guidelines for 

educational multimedia)摘要 

１、基本原則： 

（１）教師為授課而製作教育性多媒體教材，得利用他人著作的一部分。 

（２）教師得在下列情況下執行、播放上述教育性多媒體教材： 

Ａ、教學活動，包括面對面教學、指派學生自修作業及遠距教學； 

Ｂ、研習活動或會議中與同事交流； 

Ｃ、個人升等審查或求職面試。 

２、利用的限制 

（１） 時間：教師自首次將教育性多媒體教材利用於教學活動後，最多

可再利用二年，超過這段期間後即需要就該教材所利用之著作再

取得授權。 

（２） 動畫：部分不超過 10%或 3 分鐘，以較少者為準。 

（３） 文件：部分不超過 10%或 1,000 字，以較少者為準； 

（４） 詩：一首詩可使用 250 字以內，同一位詩人不超過 3 首詩，單一

詩集裡不同詩人不超過 5 首詩；較大篇幅的詩，可使用 250 字以

內，但同一個詩人不超過 3 段，單一詩集裡不同詩人不超過 5

段。 

（５） 歌曲、歌詞及音樂影帶：單一音樂中的歌曲或歌詞不超過 10%(但

不得超過 30 秒)，不論其附著於重製物、聲音或視聽著作。任何

音樂的修改不應改變其基礎旋律或基本特質。 

（６） 插圖及相片：單一作家或攝影師不超過 5 張圖片，單一編輯著作

(圖集、攝影集)不超過 10%或 15 張圖片，以較少者為準。 

（７） 資料庫：不超過 10%或 2,500 個欄位或儲存格，以較少者為準。 

「姓名標示-禁止改作-非商業性」授權條款台灣 2.0 版 

 

本著作採「創用 cc」之授權模式，僅限於非營利、禁止改作且標示著作人

姓名之條件下，得利用本著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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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華語文中心 
一、本校外籍交換生至華語文中心學習華語文，學費一律免費，修習學位之學生學費

以 6 折優惠，未來各系所外籍學生入學後，請鼓勵外籍生報名參加，以增進華語

聽、說、讀、寫能力，縮短在台學習及生活之適應期。 

 

■東協人力教育中心 

一、12/1-12/3 搭配高教深耕成果展於篤行樓 1 樓舉辦「東南亞知識王」活動，透過寓

教娛樂方式推廣東南亞文化。 

二、12/11(六)於篤行樓 6 樓未來教室舉辦「臺商在東南亞聯合座談」，邀請前立委林麗

嬋、菲律賓及緬甸臺商來與同學分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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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次會議提案決議執行情形 

國立臺北教育大學 110 學年度第 1 學期第 1 次教務會議(110.11.03) 

教務會議決議案執行情形報告 

提案 案   由 決   議 執行單位 執 行 情 形 

提案1 

自然科學教育系

「優秀新生全額

獎學金審查實施

要點」修正案，

提請討論。 

一、 修正條文第 5 點「大

學繁星推薦入學」、

「大學個人申請入

學」、「大學分發入

學」名稱修正為「繁

星推薦」、「申請入

學」、「分發入學」。 

二、 修正條文第7點「或」

字修正為「且」：「入

學後每學期成績應

達標準：學業成績每

學期 80 分（含）以

上，且前一學期學業

平均成績達全班前

10%內(採四捨五入)

者。」 

三、 餘照案通過。 

 

【附帶決議】 

一、大學多元入學管道名稱

配合考招新制自 111

學年度起修改為：「繁

星推薦」、「申請入

學」、「分發入學」，請

各學系檢視條文所提

三大入學管道名稱並

請配合修正。 

二、大學入學「指定科目考

試」自 111 學年度起亦

更名為大學「入學分科

測驗」，請各學 1 系檢視

 

 

 

 

 

 

 

自然科學

教育系 

 

 

 

 

 

 

 

 

 

 

 

 

 

 

已依決議及

附帶決議修

正本系「優秀

新生全額獎

學金審查實

施要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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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臺北教育大學 110 學年度第 1 學期第 1 次教務會議(110.11.03) 

教務會議決議案執行情形報告 

提案 案   由 決   議 執行單位 執 行 情 形 

條文所提「指定科目考

試」配合修正為「入學

分科測驗」。 

提案2 

資訊科學系擬修

訂優秀新生全額

獎學金實施要

點，提請討論。 

一、 第 5 點第 1 項第 1 款

「個人申請」名稱

修正為「申請入

學」；同項第 2 款

「考試入學」名稱

修正為「分發入

學」。 

二、餘照案通過。 

資訊科學

系 
依決議修正。 

提案3 

數位科技設計學

系「優秀新生全

額獎學金實施要

點」修正案，提

請討論。 

照案通過。 
數位科技

設計學系 
依決議辦理。 

提案4 

理學院數資系

「優秀新生全額

獎學金實施要

點」修正案，提

請討論。 

照案通過。 

數學暨資

訊教育學

系 

依會議決議

辦理。 

提案5 

體育學系「優秀

新生全額獎學金

審查實施要點」

修正案，提請審

議。 

一、 第 2 點「本辦法」

修正為「本要點」。 

二、 第 7 點「本校要

點」，刪除「校」字，

修正為「本校要

點」。 

三、餘照案通過。 

體育學系 
依照會議決

議修正。 

提案6 

文化創意產業經

營學系「優秀新

生全額獎學金要

點」修正案， 

一、 第 4 點條文內容依

本次會議提案 1

【附帶決議】修正。 

二、餘照案通過。 

文化創意

產業經營

學系 

依決議辦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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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臺北教育大學 110 學年度第 1 學期第 1 次教務會議(110.11.03) 

教務會議決議案執行情形報告 

提案 案   由 決   議 執行單位 執 行 情 形 

提請討論。 

提案7 

藝術與造形設計

學系修訂「優秀

新生全額獎學金

設置要點」，提請

討論。 

一、 第 5 點(二) 刪除

「指定科目」文字。 

二、 第 5 點條文所提入

學管道名稱請依本

次會議提案 1【附

帶決議】修正。 

三、餘照案通過。 

藝術與造

形設計學

系 

依會議決議

修正，並於系

網公告。 

提案8 

語文與創作學系

「優秀新生全額

獎學金設置要

點」修正案，提

請審議。 

一、第 4 點「大學個人申請

入學」名稱修正為「申

請入學」。 

二、餘照案通過。 

語文與創

作學系 

依會議決議

修正。 

提案9 

教育經營與管理

學系「優秀新生

全額獎學金設置

實施要點」修訂

案，提請審議。 

一、第 6 點條文內容依本次

會議提案 1【附帶決議】

修正。 

二、餘照案通過。 

教育經營

與管理學

系 

業依決議修

正並公告於

本系網站周

知。 

提案10 

社會與區域發展

學系「優秀新生

全額獎學金設置

要點」修正案，

提請討論。 

一、第 5 點條文內容依本次

會議提案 1【附帶決議】

修正。 

二、餘照案通過。 

社會與區

域發展學

系 

依決議修訂

後實施。 

提案11 

社會與區域發展

學系「社會創新

學分學程設置要

點」修訂案，提

請討論。 

一、 修正草案第4點課程

規劃列表中「人口結

構與社會變遷」學分

「2」應修正為「3」。 

二、餘照案通過。 

社會與區

域發展學

系 

依決議修訂

後實施。 

提案12 
語文與創作學系

新訂「學位論文

一、 第 3 點修正為：「擬

申請學位論文不公

語文與創

作學系 

依會議決議

修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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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臺北教育大學 110 學年度第 1 學期第 1 次教務會議(110.11.03) 

教務會議決議案執行情形報告 

提案 案   由 決   議 執行單位 執 行 情 形 

申請延後公開審

核作業要點」，提

請審議。 

開或延後公開者，應

於申請學位考試時

一併提交「國立臺北

教育大學紙本論文

延後公開申請書」及

「國家圖書館學位

論文延後公開申請

書」，經審核通過後

使始得辦理。」 

二、 第 6 點修正為：「本

系應妥善保存審核

紀錄，必要時提供主

管機關查核。審核紀

錄影本應併同學位

論文延後公開申請

書、紙本論文及電子

檔案上網授權書送

交本校圖書館。」 

三、餘照案通過。 

提案13 

課程與教學傳播

科技研究所「研

究生博碩士學位

考試實施要點」

修正案，提請討

論。 

一、修正條文第 16 點修正

為「已授予之學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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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課程與教

學傳播科

技研究所 

依決議辦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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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臺北教育大學 110 學年度第 1 學期第 1 次教務會議(110.11.03) 

教務會議決議案執行情形報告 

提案 案   由 決   議 執行單位 執 行 情 形 

假、變造、抄襲、由他人

代寫（包含師生為代寫行

為或其他舞弊情事。 

前項第二款之處理程序

應依「國立臺北教育大學

學生違反學術倫理案件

處理辦法」辦理。 

二、第3點(三)及第5點(三)

「在職碩士班」文字

修正為「碩士在職專

班」。 

三、第 13 點修正為「學位

考試舉行後，本所應

於一週內將各研究生

附有出席考試委員簽

章之評分資料送招生

教務處註冊與課務組

或進修推廣處進修教

育中心登錄成績。」 

四、第 15 點及第 16 點後

半段均建議增列及

「國立臺北教育大學

碩士在職專班違反學

術倫理案件處理辦

法」辦理。 

五、餘照案通過。 

提案14 

建請修訂「國立

臺北教育大學博

/碩士學位論文

格式規範」，提請

討論。 

一、爰博碩士論文授權書親

筆簽名屬個資，本案擬

修正學位論文不再裝

訂論文授權書，但「論

文口試委員審定書」亦

屬親筆簽名文件，是否

圖書館 

有關學位論

文之「授權

書」及「口試

委員會審定

書」是否裝訂

於論文中，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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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臺北教育大學 110 學年度第 1 學期第 1 次教務會議(110.11.03) 

教務會議決議案執行情形報告 

提案 案   由 決   議 執行單位 執 行 情 形 

裝訂於學位論文，請圖

書館洽詢國家圖書館

及他校作法後提下次

教務會議討論。 

二、本案緩議。 

於第 2 次教務

會議（12/22）

提案討論。 

提案15 

擬修訂「國立臺

北教育大學學位

論文抽換申請

書」，提請討論。 

一、修正後抽換申請書說

明，第 3 點修正為

「倘學位論文紙本

已繳交至國家圖書

館，或曾自行將電子

檔案授權予國家圖

書館，請著作人下載

「國家圖書館學位

論文抽換申請書」，

經校內流程後，逕洽

國家圖書館館藏組

辦理。」 

二、餘照案通過。 

圖書館 

依會議上學

位學程建

議：申請書中

有關經「系

所」同意字

樣，修正為經

「系所/學

程」，並於

110.11.15 公

告於本館博

碩士論文服

務相關網頁

供研究生必

要時使用。 

提案16 

本校 110 學年度

第 1 學期第 1 次

課程委員會議，

提案計 2 案，提

請審議。 

照案通過。 

教務處註

冊與課務

組 

已依會議決

議辦理。。 

 

 

-21-



備查案編號：1 

國立臺北教育大學 

110學年度第 1學期第 2次教務會議提案單 

案由 
師資培育暨就業輔導處修訂「普通數學檢定考試實施要點」案，

提請備查。 

說明 

一、依據本校組織規程修正，「師資培育暨就業輔導中心」更名為「師

資培育暨就業輔處」。 

二、檢附「普通數學檢定考試實施要點」修正草案對照表、修正後要

點草案及原要點，如附件 1、2、3。 

三、本修訂案業經 110年 5月 26日 109學年度第 2學期第 2次師資

培育暨就業輔導會議通過討論通過，會議紀錄各如附件 4。 

辦法 經教務會議備查後實施。 

決議 洽悉。 

                           提案單位：師資培育暨就業輔導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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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臺北教育大學「普通數學」檢定考試實施要點修正草案對照表 

修正條文 現行條文 說明 

二、依本校國民小… 

(二)大學學科能力測驗數學成

績達前標(PR值為 75)者，

可免修習普通數學；須於

修課前，至師資培育暨就

業輔導處繳交學測成績

單，以茲證明。

二、依本校國民小… 

(二)大學學科能力測驗數學成

績達前標(PR值為 75)者，

可免修習普通數學；須於

修課前，至師資培育暨就

業輔導中心繳交學測成績

單，以茲證明。

依據本校組織規程修

正，「師資培育暨就

業輔導中心」更名為

「師資培育暨就業輔

處」 

四、申請時間及程序：由本校

師資培育暨就業輔導處公

告申請時間及程序等事

宜。 

四、申請時間及程序：由本校

師資培育暨就業輔導中心

公告申請時間及程序等事

宜。 

十、本要點經師資培育暨就業

輔導處相關會議通過，提

請教務會議備查後實施。 

十、本要點經師資培育暨就業

輔導中心相關會議通過，

提請教務會議備查後實

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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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臺北教育大學「普通數學」檢定考試實施要點 
(修正後要點草案) 

99年 10月 19日 99 學年度第 1學期第 2次數學暨資訊教育學系系務會議通過 

99年 12月 6日 99學年度第 2次理學院院務會議通過 

99年 12月 22日 99 學年度第 1學期第 2次教務會議通過 

103年 3月 11日 102學年度第 2學期第 1次系務會議通過 

103年 3月 26日理學院 102學年度第 5次院務會議通過 

104年 4月 8日 103 學年度第 2學期第 1次教務會議通過 

109年 10月 28日 109學年度第 1學期第 1 次師資培育暨就業輔導中心會議通過 

109年 12月 09日 109學年度第 1學期第 2 次教務會議備查 

110年 5月 26日 109學年度第 2學期第 2次師資培育暨就業輔導會議通過 

一、國立臺北教育大學（以下簡稱本校）為確保師資生具足數學學科專業

知能需要，依據教育部 99年 5月 17日台中(二)字第 0990080413號

函示，特訂定「國立臺北教育大學普通數學檢定考試實施要點」(以

下簡稱本要點)。 

二、依本校國民小學教師師資職前教育課程教育專業課程科目及學分表規

定，國民小學數學教材教法列為必修課程，其相關配套措施及擋修機

制如下： 

(一) 普通數學為先(必)修科目。

(二) 大學學科能力測驗數學成績達前標(PR值為 75)者，可免修習普

通數學；須於修課前，至師資培育暨就業輔導處繳交學測成績

單，以茲證明。

(三) 通過本校普通數學檢定考試者，可免修習普通數學。

三、本校在籍學生均可參加，惟以具備各師資類科教師教育學程修習資格

者優先。 

四、申請時間及程序：由本校師資培育暨就業輔導處公告申請時間及程序

等事宜。 

五、報名費:每人收取報名費 100元，惟低收入戶、中低收入戶及原住民

學生免收報名費。 

六、舉辦時間：每學年第 1學期辦理檢定考試。 

七、「普通數學」檢定考試採紙筆測驗，滿分 100分，題型為選擇題，內

容範圍以高中數學為主，考試時間為 80分鐘。 

八、「普通數學」檢定考試成績 60分以上(含)為通過，通過者可免修

「普通數學」。 

九、推動本要點所需之經費由報名費支應。 

附件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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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本要點經師資培育暨就業輔導處相關會議通過，提請教務會議備查後

實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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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臺北教育大學「普通數學」檢定考試實施要點 
99年 10月 19日 99 學年度第 1學期第 2次數學暨資訊教育學系系務會議通過 

99年 12月 6日 99學年度第 2次理學院院務會議通過 

99年 12月 22日 99 學年度第 1學期第 2次教務會議通過 

103年 3月 11日 102學年度第 2學期第 1次系務會議通過 

103年 3月 26日理學院 102學年度第 5次院務會議通過 

104年 4月 8日 103 學年度第 2學期第 1次教務會議通過 

109年 10月 28日 109學年度第 1學期第 1 次師資培育暨就業輔導中心會議通過 

109年 12月 09日 109學年度第 1學期第 2 次教務會議備查 

一、國立臺北教育大學（以下簡稱本校）為確保師資生具足數學學科專業

知能需要，依據教育部 99年 5月 17日台中(二)字第 0990080413號

函示，特訂定「國立臺北教育大學普通數學檢定考試實施要點」(以

下簡稱本要點)。 

二、依本校國民小學教師師資職前教育課程教育專業課程科目及學分表規

定，國民小學數學教材教法列為必修課程，其相關配套措施及擋修機

制如下： 

(一) 普通數學為先(必)修科目。

(二) 大學學科能力測驗數學成績達前標(PR值為 75)者，可免修習普

通數學；須於修課前，至師資培育暨就業輔導中心繳交學測成

績單，以茲證明。

(三) 通過本校普通數學檢定考試者，可免修習普通數學。

三、本校在籍學生均可參加，惟以具備各師資類科教師教育學程修習資格

者優先。 

四、申請時間及程序：由本校師資培育暨就業輔導中心公告申請時間及程

序等事宜。 

五、報名費:每人收取報名費 100元，惟低收入戶、中低收入戶及原住民

學生免收報名費。 

六、舉辦時間：每學年第 1學期辦理檢定考試。 

七、「普通數學」檢定考試採紙筆測驗，滿分 100分，題型為選擇題，內

容範圍以高中數學為主，考試時間為 80分鐘。 

八、「普通數學」檢定考試成績 60分以上(含)為通過，通過者可免修

「普通數學」。 

九、推動本要點所需之經費由報名費支應。 

十、本要點經師資培育暨就業輔導中心相關會議通過，提請教務會議備查

後實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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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臺北教育大學 
109 學年度第 2學期第 2次師資培育暨就業輔導會議紀錄 

時間：110年 5 月 26 日（星期三）上午 10時 30分(接續行政會議後) 

地點：本校行政大樓 605會議室及視訊同步進行 

主席：陳慶和 校長                                     記錄：劉鳳雲 

出席者：張委員郁雯、巴委員白山、蔡委員葉榮、范委員丙林、吳委員麗君、張

委員欽全(請假)、翁委員梓林、趙委員貞怡(請假)、何委員義麟、洪委

員福財、林委員偉文、盧委員明、詹委員元碩、孫委員頌賢、游委員章

雄、王委員淑芬、鄭委員柏彥、賴委員維菁、林委員玲慧(李之光老師代)、

林委員義斌、楊委員凱翔、陳委員益祥、周委員金城、王委員鄭慈、王

委員學武、陳委員錦芬、曾委員慧佳(109-2休假)、楊委員志強(請假)、

鐘委員偉倫、辛委員懷梓、林委員永騰、柯委員秋雪、林委員佳芬、附

小祝校長勤捷 

列席者：師資培育暨就業輔導處簡長雅臻、劉組長育秀、劉組長鳳雲、吳雅萍專 

員、尤毓蓁專員、陳亭慈小姐 

壹、主席致詞(略)
貳、業務報告:洽悉

依據本校組織規程修正，「師資培育暨就業輔導中心」更名為「師資培育暨就業輔處」，

「師資培育暨就業輔導中心會議」更名為「師資培育暨就業輔導會議」，本校「學生修

習教育學程辦法」、「學生修習教育學程甄選實施要點」、「教育學程甄選委員會設置

要點」、「普通數學檢定考試實施要點」及「公費師資生赴公費分發地實地學習實施要

點」等 5 項法規配合調整如附件 A-1 至 A-5，「學生修習教育學程辦法」及「學生修習

教育學程甄選實施要點」另案報部備查；「普通數學檢定考試實施要點」另提送教務會

議審議；「教育學程甄選委員會設置要點」及「公費師資生赴公費分發地實地學習實施

要點」，簽請校長同意後辦理公告事宜。 

參、上次會議決議案執行情形:洽悉 

109學年度第 2學期第 1次師資培育暨就業輔導會議決議案執行情形報告 

提

案 
案  由 決  議 

執行 

單位 
執 行 情 形 

1 有關本校修正「國民小學教師

加註各領域專長專門課程科目

及學分一覽表實施要點」一案，

提請討論。 

本次會議討論通過，報

請教育部備查後實施。 

師培處 本案業經教育部 110 年

5 月 3 日臺教師(二)字

第1100059483號函同意

備查。 

2 有關本校「校級師資培育目

標」、「師培單位教育目標」及

「師資職前教育階段教師專業

素養及其指標」等案，提請討

論。 

本次會議討論通過

後，據以修正師資培

育自我評鑑報告相關

內容。 

師培處 業依決議修正師資培育

自我評鑑報告相關內

容。 

附件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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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9學年度第 2學期第 1次師資培育暨就業輔導會議決議案執行情形報告 

提

案 
案  由 決   議 

執行 

單位 
執 行 情 形 

3 有關保留師培核定名額予偏遠

地區學生修習師資職前教育課

程一案，提請討論。 

照案通過，並請師培處

收悉教育部後續相關

公文後，再向師培學系

妥為說明。 

師培處 業於 5 月中旬收悉教育

部公文，並已轉知師培

學系。 

-28-



附件 A-4 

國立臺北教育大學「普通數學」檢定考試實施要點 

99年 10月 19日 99 學年度第 1學期第 2次數學暨資訊教育學系系務會議通過 

99年 12月 6日 99學年度第 2次理學院院務會議通過 

99年 12月 22日 99 學年度第 1學期第 2次教務會議通過 

103年 3月 11日 102學年度第 2學期第 1次系務會議通過 

103年 3月 26日理學院 102學年度第 5次院務會議通過 

104年 4月 8日 103 學年度第 2學期第 1次教務會議通過 

109年 12月 9日 109學年度第 1學期第 1 次教務會議通過 

○年○月○日 110學年度第 1學期第 1次教務會議通過 

 

一、國立臺北教育大學（以下簡稱本校）為確保師資生具足數學學科專業知能需要，

依據教育部 99年 5月 17日台中(二)字第 0990080413號函示，特訂定「國立臺

北教育大學普通數學檢定考試實施要點」(以下簡稱本要點)。 

二、依本校國民小學教師師資職前教育課程教育專業課程科目及學分表規定，國民小

學數學教材教法列為必修課程，其相關配套措施及擋修機制如下： 

(一) 普通數學為先(必)修科目。 

(二) 大學學科能力測驗數學成績達前標(PR值為 75)者，可免修習普通數學；須

於修課前，至師資培育暨就業輔導處繳交學測成績單，以茲證明。 

(三) 通過本校普通數學檢定考試者，可免修習普通數學。 

三、本校在籍學生均可參加，惟以具備各師資類科教師教育學程修習資格者優先。 

四、申請時間及程序：由本校師資培育暨就業輔導中心公告申請時間及程序等事宜。 

五、報名費:每人收取報名費 100元，惟低收入戶、中低收入戶及原住民學生免收報名

費。 

六、舉辦時間：每學年第 1學期辦理檢定考試。 

七、「普通數學」檢定考試採紙筆測驗，滿分 100分，題型為選擇題，內容範圍以高

中數學為主，考試時間為 80分鐘。 

八、「普通數學」檢定考試成績 60分以上(含)為通過，通過者可免修「普通數學」。 

九、推動本要點所需之經費由報名費支應。 

十、本要點經師資培育暨就業輔導會議通過，提請教務會議備查後實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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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案編號：1 

國立臺北教育大學 

110學年度第 1學期第 2次教務會議提案單 

案由 
建請修訂「國立臺北教育大學博/碩士學位論文格式規範」，提請討
論。 

說明 

一、因應本校電子學位論文提交系統合一建置，採用國家圖書館

「臺灣博碩士論文知識加值系統」案，配合實務需求，爰修正

本校學位論文格式規範。 

二、檢附修訂條文對照表、格式規範修正草案及他校學位論文裝訂

授權書及口試審定書調查表，如附件 1-3。 

辦法 
經本次會議通過後，提供系所並公告於本校博碩士論文系統供研究

生參用。 

決議 

一、 規範中(含附件)凡「系所/學程」文字一律修正為「系所/學位
學程」。 

二、 本校學位論文裝訂授權書及口試審定書方式修正為：紙本論文

授權書及口試審定書皆裝訂；電子論文授權書及口試審定書皆

不裝訂。爰規範第 1點論文編印次序修正為：(一)封面(含書
背)(二)書名頁(三)授權書(四)口試委員會審定書（五）序言、
謝辭（謝誌）（六） 中文摘要（七）英文摘要（八）目錄（目
次）（九）表目錄（表次）（十）圖目錄（圖次）（十一）論文

本文（十二）參考文獻（十三）附錄（十四）封底 
三、 規範第 6點修正為：中、英文摘要及關鍵詞 3-7個為原則。 
四、 規範第 10點，英文字級數修正為 12號。 
五、 規範第 12點參考文獻格式修正為：參考文獻格式若系所/學程

有規範從其規定，若無則建議使用 APA 最新版格式為原則。 
六、 規範第 13點印刷裝訂，刪除色碼參考說明文字。 
七、 規範附件 3口試委員會審定書(範例)，請註明：本範例僅供參

考，仍以各系所規範為主。 
八、 附件 1封面(含書背)格式及範例、附件 2書名頁(內容同封面)

範例，請再確認英文書寫方式之妥適性。 
九、 修正後通過。 

                           提案單位：圖書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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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附件 1 

國立臺北教育大學博／碩士學位論文格式規範修訂條文對照表 

99.03.17教務會議通過 
105.6.1教務會議修訂通過 
110.12教務會議提案討論 

 

修訂條文 現行條文 說明 

國立臺北教育大學學位論文格式規範 國立臺北教育大學博／碩士學位論文格式規範 刪除「博／碩士」字樣。 

一、 論文編印次序： 

（一） 封面（含書背） 

（二） 書名頁 

（三） 口試委員會審定書 

（四） 序言、謝辭（謝誌） 

（五） 中文摘要 

（六） 英文摘要 

（七） 目錄（目次） 

（八） 表目錄（表次） 

（九） 圖目錄（圖次） 

（十） 論文本文 

（十一） 參考文獻 

（十二） 附錄 

（十三） 封底   

一、論文編印次序： 

（一）封面（含書背） 

（二）本校學位論文授權書 

（三）論文口試委員審定書 

（四）序言  、謝辭（謝誌） 

（五）中文摘要 

（六）英文摘要 

（七）目錄（目次） 

（八）表目錄（表次） 

（九）圖目錄（圖次） 

（十）論文本文 

（十一）參考文獻（參考書目） 

（十二）附錄 

（十三）封底 

1. 原(二)本校學位論文授權書刪除，

修改為「書名頁」。 

惟，考量親筆簽名屬個資，授權書及

口試委員會審定書是否裝訂及上傳論

文系統，檢附他校作法供參（附件

3）。 

2. 原(三)論文口試委員審定書，更名

為現用之「口試委員會審定書」。 

3. 此部分是「論文編印次序」，有關頁

碼及印刷說明移至「十二、論文編

排原則」中規範。 

4. 刪除「（參考書目）字樣」，因參考

文獻即包含所有的參考書目。 

中文摘要至圖目錄以小

寫羅馬數字 i,ii…等

連續編頁碼, 各項以單

面印刷為原則。 

論文本文、參考

文獻及附錄以阿

拉伯數字 1,2…

等連續編頁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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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封面（含書背）：（詳附件 1） 

（一） 封面：封面中各行均須置中，包括中、英文

校名、院別、系所/學程別、學位、論文題

目、撰者名、指導教授及提出論文之年（民

國、西元）月 

（二） 書背：包括校名、系所/學程別、學位、論文

中文題目、撰者姓名及提出論文之民國年

月（數字即可）。 

二、封面（含書背）（說明詳附件 1-1，範例詳附

件 1-2）： 

＊封面：封面中各行均須置中，包括中、英文

校名、院別、系所別、學位、論文題

目、撰者名、指導教授及提出論文之

年（民國、西元）月。 

＊書背：包括校名、系所別、學位、論文中文

題目、撰者姓名及提出論文之民國年

月（年月二字不需呈現）。 

1. 附件說明簡化。 

2. 刪除粗體及底線。 

3. 將原「＊」改以（一）、（二）表示。 

 三、本校博／碩士論文授權書（範例詳附件 2）： 

  （一）上傳論文 PDF 檔時尚無授權書，通過

審核後系統會依選擇的授權方式產生，

列印授權書後親筆簽名。 

 （二）簽名之授權書影印裝訂於每本紙本論文

的口試委員審定書之前頁。 

 （三）簽名之授權書正本於辦理離校程序時交

圖書館。 

本項次刪除。 

（1） 配合授權書不裝訂，刪除原本校

博／碩士論文授權書規範文字。 

（2） 論文繳交注意事項已於本館「論

文繳交及離校手續」網頁提供說

明。 

三、 書名頁：內容與封面同。（詳附件 2）   新增，論文實際裝訂有，但原規範為提

及。 

四、 論文口試委員審定書：（詳附件 3） 
（一） 學位論文考試經考試委員評定成績及格，

但須修改者，應依考試委員之意見修改論

文。 

（二） 指導教授於「論文口試委員審定書」簽章核

可後，方得繳交論文。 

四、論文口試委員審定書（說明詳附件 3-1，範例

詳附件 3-2）： 

   學位論文考試經考試委員評定成績及格，但須

修改者，應依考試委員之意見修改論文並經指導教

授於「論文口試委員審定書」簽章核可後，方得繳

交論文。 

1. 附件說明簡化。 

2. 將原文字分項說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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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序言或謝辭（謝誌）： 

內容力求簡單扼要，以不超過 1 頁為原則。 

 

五、序言或謝辭（謝誌）： 

須另頁書寫，舉凡學生撰寫論文後的感想，及

在論文完成的過程中，獲得指導教授及其它老

師有實質幫助之研討及啟發，或行政、技術人

員、同學及親友等幫忙者，皆可在此項次誌謝，

內容力求簡單扼要，以不超過一頁為原則。 

說明文字精簡。 

六、 中、英文摘要及關鍵詞 3‐7個： 

以 1 頁為原則，至多不超過 2 頁，其內容應包

含論述重點、方法或程序、結論等。（經系所/
學程同意以英文撰寫論文者，其中文摘要之提

供依其規定） 

六、中文摘要及關鍵詞 3-7 個： 

以一頁為原則，至多不超過二頁，其內容應包

含論述重點、方法或程序、結論等。（經系、

所同意以英文撰寫論文者，仍需附中文摘要） 

 

1. 原中英文摘要說明文字相同，合併

敘述。 

2. 說明中之頁數改以阿拉伯數字呈

現。 

3. 接獲助教反映：因有些外籍生不會

中文，可否免提供中文摘要，故修

正為：依系所/學程規定。 

 七、英文摘要及關鍵詞 3-7 個： 

以一頁為原則，至多不超過二頁，其內容應包

含論述重點、方法或程序、結論等。 

原「七」英文摘要之說明已併入「六」，

故此項刪。 

七、 目錄（目次）：（詳附件 4） 

包括各章節之標題、參考文獻、附錄及其所在

之頁數。 

八、 表目錄（表次）： 

包括各章節之表及其所在之頁數（若表擷取自

參考文獻，則須標註來源） 

九、 圖目錄（圖次）： 

包括各章節之圖及其所在之頁數。（若圖擷取

八、目錄（目次）（說明詳附件 4）： 

包括各章節之標題、參考文獻、附錄及其所

在之頁數。各章、參考文獻及附錄之頁碼應

由單數頁開始。 

九、表目錄（表次）： 

包括各章節之表及其所在之頁數（若表擷取

自參考文獻，則須本文表之位置標註來源） 

十、圖目錄（圖次）： 

1. 項次順修，附件說明簡化。 

2. 刪除文字底線。 

3. 原目錄說明內容之「各章、參考文

獻及附錄之頁碼應由單數頁開始」

文字移至「十二、論文編排原則」

中規範。 

4. 表、圖目錄之說明簡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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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參考文獻，則須標註來源）。  包括各章節之圖及其所在之頁數。（若圖擷取

自參考文獻，則須標註來源）。 

十、 論文本文： 
（一） 頁面規格：本文留白上方 3 公分、下方 2 公

分、左、右方各 3 公分。 

（二） 字體與字級：論文以中文或英文橫式撰寫

為原則，字體顏色為黑色，文內加標點符

號，各頁之正下方應置中註明頁碼。 

1. 中文：12 號標楷體或新細明體，行距為 1.5
倍行高。 

2. 英文：14 號 Times New Roman，行距為 2
倍行高。 

十一、論文本文： 

 （一）論文以中文或英文橫式撰寫為原則，文

內加標點符號，各頁之正下方應置中註

明頁碼。 

  （二）字體：原則上中文以 12 號標楷體或新細

明體，英文以 14 號 Times New Roman
字體打字，中文撰寫之行距為 1.5 倍行

高，英文撰寫之行距為 2 倍行高，字體

顏色為黑色。  

（三）留白：上方 3 公分、下方 2 公分、左右

方各 3 公分。 

1. 刪除文字底線。 

2. 將原內容重整，以「頁面規格」、「字

體與字級」分項敘明，以符合撰寫

流程。 

十一、 論文頁碼編排原則： 
論文各章、參考文獻及附錄之頁碼應由單數

頁開始。 

（一） 中文摘要至圖表目錄等，以 i，ii，iii…等

小寫羅馬數字連續編頁，置中對齊。 

（二） 論文第 1 章以至附錄，以 1，2，3…等阿

拉伯數字連續編頁，置中對齊。 

 1. 新增「十一」專項規範論文頁碼編

排原則較為清楚。 

2. 項次接續編列。 

十二、 參考文獻： 

列出引用之中英文期刊論文及書目，須包含

作者姓氏、出版年次、書目、技術資料或期

刊名稱、版序、頁碼等內容；參考文獻格式

若系所/學程有規範從其規定，若無則建議使

十二、參考文獻（參考書目）： 

列出引用之中英文期刊論文及書目，須包

含作者姓氏、出版年次、書目、技術資料

或期刊名稱、版序、頁碼等內容，格式除

系所和學位學程另有規定外以 APA 為原

1. 刪除「（參考書目）」字樣，因參考

文獻即包含所有的參考書目。 

2. 刪除文字底線。 

3. 文末說明微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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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 APA 格式。 則。 

 

十三、 印刷裝訂： 

（一） 封面及封底： 

1. 採用 200 磅銅西卡紙或雲彩紙，需上亮光。 

2. 碩士論文封面為天空藍色（色碼可參考

HEX #6dc2e3、RGB (109,194,227)、CMYK 
(52,15,0,11)之相近色）。 

3. 博士論文封面為青綠色（色碼可參考 HEX 
#d8fdb6 、 RGB (216,253,182) 、 CMYK 
(15,0,28,1) 之相近色）。 

4. 若系所/學程另收精裝本者，封面則應為黑

底燙金字。 

（二） 內頁： 

1. 採用 80 磅 A4 白色模造紙印刷，雙面印

刷。 

2. 如頁數在 80 頁以下，得以單面印刷，其各

項起始頁不限在單數頁。 

（三） 裝訂形式：論文裝訂以平裝為主。  

十三、印刷裝訂： 

 （一）封面（封底）： 200 磅銅西卡紙或雲彩

紙，需上亮光。碩士論文為天空藍色，

博士論文為青綠色。 

  （二）紙張及印刷：採用 80 磅 A4 大小白色模

造紙印刷，雙面印刷；如頁數在 80 頁以

下得以單面印刷，其各項起始頁不限在

單數頁。 

  （三）裝訂：以平裝方式裝訂成冊。 

 （四）若系所另收精裝本者，精裝本封面應為

黑底燙金字。 

1. 刪除文字底線。 

2. 原文字改以「封面及封底」、「內頁」

及「裝訂」分項敘述，並新增論封

面及封底顏色的色碼供參。 

 十四、論文繳交： 

＊依本校離校程序單之規定辦理，若有抽換，則

依本校圖書館「申請學位論文抽換作業說明」辦

理。 

＊電子檔格式請依：圖書館首頁＞本校論文提交

1. 此項刪除。 

2. 因論文繳交係依本校離校程序單

之規定辦理，與論文格式規範無

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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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統＞「論文全文電子檔案規格、轉檔與線上建

檔流程說明」辦理，請加浮水印及保全。 

十四、 各系所/學程得依其學術領域之特殊性另訂

統一格式，惟主體架構仍請依本格式規範訂

定。 

十五、各系、所得依其學術領域之特殊性另訂統

一格式，惟主體架構仍請依本格式規範訂定。 
項次順修，內容維持。 

附件 1：封面（含書背）格式 

附件 1：封面（含書背）範例 

附件 2：書名頁（範例，與封面同） 

附件 3：口試委員會審定書 

附件 3：口試委員審定書（範例） 

附件 4：目錄（目次）（範例） 

（附件 1-1／說明） 

（附件 1‐2／範例） 

（附件 2 / 範例） 

（附件 3-1／說明） 

（附件 3-2／範例） 

（附件 4／說明） 

1. 附件標題文字修正。 

2. 附件 1：封面（含書背）範例之英

文姓名部分，新增「先名後姓，拼

音需與護照一致」之提醒文字。 

3. 附件 4 目錄（目次）範例，新增摘

要與表圖目錄的頁碼編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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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2 

國立臺北教育大學博／碩學位論文格式規範（修正草案） 

99.3.17 教務會議通過 
105.6.1 教務會議修訂通過 

110.12.22 教務會議提案討論 

一、 論文編印次序： 

（一） 封面（含書背） 

（二） 書名頁 

（三） 口試委員會審定書 

（四） 序言、謝辭（謝誌） 

（五） 中文摘要及關鍵詞 

（六） 英文摘要及關鍵詞 

（七） 目錄（目次） 

（八） 表目錄（表次） 

（九） 圖目錄（圖次） 

（十） 論文本文 

（十一） 參考文獻 

（十二） 附錄 

（十三） 封底 

二、 封面（含書背）：（詳附件 1） 

（一） 封面：封面中各行均須置中，包括中、英文校名、院別、系所/學程別、

學位、論文題目、撰者名、指導教授及提出論文之年（民國、西元）月。 

（二） 書背：包括校名、系所/學程別、學位、論文中文題目、撰者姓名及提出

論文之民國年月（數字即可）。 

三、 書名頁：內容與封面同。（詳附件 2） 

四、 口試委員會審定書：（詳附件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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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學位論文考試經考試委員評定成績及格，但須修改者，應依考試委員之意

見修改論文。 

（二） 指導教授於「口試委員會審定書」簽章核可後，方得繳交論文。（系所/學
程主任是否簽章，依其規定） 

五、 序言或謝辭/謝誌：  

   內容力求簡單扼要，以不超過 1 頁為原則。 

六、 中、英文摘要及關鍵詞 3-7 個： 

以 1 頁為原則，至多不超過 2 頁，其內容應包含論述重點、方法或程序、結

論等。（經系所/學程同意以英文撰寫論文者，其中文摘要之提供依其規定） 

七、 目錄（目次）（詳附件 4） 

包括各章節之標題、參考文獻、附錄及其所在之頁數。 

八、 表目錄（表次）： 

包括各章節之表及其所在之頁數（若表擷取自參考文獻，則須標註來源） 

九、 圖目錄（圖次）： 

包括各章節之圖及其所在之頁數。（若圖擷取自參考文獻，則須標註來源）。 

十、 論文本文： 

（一） 頁面規格：本文留白上方 3 公分、下方 2 公分、左、右方各 3 公分。 

（二） 字體與字級：論文以中文或英文橫式撰寫為原則，字體顏色為黑色，文

內加標點符號，各頁之正下方應置中註明頁碼。 

1. 中文：12 號標楷體或新細明體，行距為 1.5 倍行高。 

2. 英文：14 號 Times New Roman，行距為 2 倍行高。 

十一、 論文頁碼編排原則： 

論文各章、參考文獻及附錄之頁碼應由單數頁開始。 

（一） 中文摘要至圖表目錄等，以 i，ii，iii…等小寫羅馬數字連續編頁，置中

對齊。 

（二） 論文第一章以至附錄，以 1，2，3…等阿拉伯數字連續編頁，置中對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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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二、 參考文獻： 

列出引用之中英文期刊論文及書目，須包含作者姓氏、出版年次、書目、

技術資料或期刊名稱、版序、頁碼等內容；參考文獻格式若系所/學程有

規範從其規定，若無則建議使用 APA 格式。 

十三、 印刷裝訂： 

（一） 封面及封底： 

1. 採用 200 磅銅西卡紙或雲彩紙，需上亮光。 

2. 碩士論文封面為天空藍色（色碼可參考 HEX #6dc2e3、RGB (109,194,227)、
CMYK (52,15,0,11)之相近色）。 

3. 博士論文封面為青綠色（色碼可參考 HEX #d8fdb6、RGB (216,253,182)、
CMYK (15,0,28,1) 之相近色）。 

4. 若系所/學程另收精裝本者，封面則應為黑底燙金字。 

（二） 內頁： 

1. 採用 80 磅 A4 白色模造紙印刷，雙面印刷。 

2. 如頁數在 80 頁以下，得以單面印刷，其各項起始頁不限在單數頁。 

（三） 裝訂形式：論文裝訂以平裝為主。  

十四、 各系所/學程得依其學術領域之特殊性另訂統一格式，惟主體架構仍請依

本格式規範訂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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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留白 4 公分、以下各行均須置中） 

國立臺北教育大學○○學院○○學系（所、學位學程） 

博／碩士論文（字型為18之楷書、1.5倍行高） 

Department／Graduate School／Degree Program of ○○ 

College of ○○ 

National Taipei University of Education 

Doctoral Dissertation／Master’s Thesis 

（英文字型為 14 之 Times New Roman、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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撰者中文姓名）（字型為18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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先名後姓，拼音需與護照一致） 

 

指導教授：○○○博士/教授（字型為18之楷書、1.5倍行高） 

Advisor：○○○, Ph. D.／Dr.／Ed. D.／Prof. 

（字型為 16 之 Times New Roman、1.5 倍行高） 

 

中華民國○○年○月（字型為18之楷書、1.5倍行高） 

（英文月）○○○○（西元年）（字型為18之Times New Roman、1.5倍行高） 

（下留白3公分） 
  

國
立
臺
北
教
育
大
學 

○

○

學

系

(

所

) 

博
／
碩
士
論
文
︵12 pt

︶   

論
文
中
文
題
目
︵12-14 pt

︶   

年 

月 

上
留 

2cm
 

○ 

○ 

○ 

撰 

附件 1：封面（含書背）格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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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國立臺北教育大學教育學院特殊教育學系 

碩士論文 

Department of Special Education 

College of Education 

National Taipei University of Education 

Master’s Thesis 

 

故事結構教學對國小低年級注意力缺陷過動症兒童 

閱讀理解之研究 

The Effect of Story Structure Instruction on the Reading Comprehension 

of Children with Attention Deficit Hyperactivity Disorder 

 

許雅惠 

Ya-Hui Hsu 

 

指導教授﹕鄭麗月博士 

Advisor：Lie-Yueh Cheng, Ph. D. 

 

中華民國 105 年 6 月 

June 2016 

  

故
事
結
構
教
學
對
國
小
低
年
級
注
意
力    

缺
陷
過
動
症
兒
童
閱
讀
理
解
之
研
究      

碩
士
論
文 

 
許
雅
惠  

撰    

105 
6 

國
立
臺
北
教
育
大
學 

特

殊

教

育

學

系 

附件 1：封面（含書背）範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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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國立臺北教育大學教育學院特殊教育學系 

碩士論文 

Department of Special Education 

College of Education 

National Taipei University of Education 

Master’s Thesis 

 

故事結構教學對國小低年級注意力缺陷過動症兒童 

閱讀理解之研究 

The Effect of Story Structure Instruction on the Reading Comprehension 

of Children with Attention Deficit Hyperactivity Disorder 

 

許雅惠 

Ya-Hui Hsu 

 

指導教授﹕鄭麗月博士 

Advisor：Lie-Yueh Cheng, Ph. D. 

 

中華民國 105 年 6 月 

June 2016 

 

附件 2：書名頁（內容同封面）（範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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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國立臺北教育大學博／碩士學位論文 

口試委員會審定書 

（論文中文題目） 
（論文英文題目） 

本論文係○○○（學號）在國立臺北教育大學○○學院○○學系

完成之博／碩士學位論文，承下列考試委員審查通過及口試及格，特

此證明 

 

口試委員： 

          口試委員召集人簽名   （口試委員會召集人） 

     口試委員簽名              

     口試委員簽名                       

     口試委員簽名              （指導教授） 

系所/學程主任：                         （簽名） 
（依系所/學程規定） 

 

論文口試日期：中華民國      年      月      日 

  

附件 3：口試委員會審定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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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附件 3：口試委員會審定書（範例） 

 

請注意： 
封面、書背及論文
審定書的論文題目
務必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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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目  錄（目 次） 

 

中文摘要……………………………………………………………………………i 

英文摘要……………………………………………………………………………ii 

表目錄（表次）………………………………………………………………………iii 

圖目錄（圖次）………………………………………………………………………iv 

第一章 或 1.○○○…………………………………………………………………1 

第一節或 1.1○○○……………………………………………………………2 

第二節或 1.2○○○……………………………………………………………6 

第二章 或 2.○○○………………………………………………………………9 

第一節或 2.1○○○……………………………………………………………11 

第二節或 2.2○○○……………………………………………………………14  

(以下類推)   

 

 

 

 

 

參考文獻………………………………………………………………………97 

附錄……………………………………………………………………………99 

附件 4：目錄（目次）（範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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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3 

他校學位論文裝訂授權書及口試審定書調查表 

學校 裝訂文件 紙本 電子 說明 

本校 
授權書 V X 紙本授權書正本由圖書館收存。 

口委審定書 V V  

台大 
授權書 X X 

 華藝系統－審核通過後發信 
 紙本授權書正本由圖書館收存 

口委審定書 V 
不強制 

 
「不強制」：如放就要是所有委員簽

名的完整版 

台師大 
授權書 V X  紙本放是慣例 

 簽名屬個資(不放) 
 紙本放是因為證明論文通過依據 口委審定書 V X 

台科大 
授權書 X V 

 至少 5 年前已決定紙本論文不放

授權書 

口委審定書 V V   

政大 
授權書 V X 

 華藝系統－審核通過後發信 
 電子論文不放係個資考量 

口委審定書 V X 

清大 
授權書 V X  華藝系統－審核通過後發信 

 紙本授權書由圖書館收存 
 電子論文不放係個資考量 口委審定書 V X  

陽明交大 
授權書 V X 

 承辦人為新進，不知電子論文何

時修改 
口委審定書 V X 

中興 
授權書 V X  華藝系統－審核通過後發信 

口委審定書 V V  

臺中教大 
授權書 V 不限制 

 歷來慣例不可考 
口委審定書 V 不限制 

成大 
授權書 X X 

 原華藝，109.6 改飛資得系統 
 紙本授權書另收寄存 

口試審定書 V V  

（110/11/11調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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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案編號：2 

國立臺北教育大學 

110學年度第 1學期第 2次教務會議提案單 

案由 
擬修訂東南亞區域管理碩士學位學程「碩士論文審查暨口試作業要

點」，提請討論。 

說明 

一、 經 110年 11月 4日本學程 110學年度第 1學期第 1次學程事務

會議討論，修改本學程「碩士論文審查暨口試作業要點」。 

二、 緣由：學程學生人數每年成長，目前兩個年級共計 26位研究

生。原先訂定的學位論文指導教授規範需調整，另同時修改論

文計畫口試及學位論文口試申請期限及相關規定。 

三、 本次修正重點： 

(1) 指導教授聘請需於入學後第二學期結束前提出申請。 

(2) 因目前學程學生數增加，學程專任教師指導人數：指導學生人

數以每年級 6人（含）為上限。 若需聘校外相關領域之助理

教授(含)以上教指導，應邀請本學程專任教師同意共同指導。 

(3) 若更換指導教授，需經原指導教授同意，並敘明理由，商請新

擬聘指導教授同意並經學程主任該備後更換指導教授，指導教

授之更換以 1次為限。新聘指導教授之程序，依論文計畫提交

方式辦理。 

(4) 論文計畫口試及學位論文口試申請時程，為上學期 11月 30日

截止，下學期於 5月 30日截止。 

(5) 若研究生提交論文計畫經口試通過後，如有特殊需要，經指導

教授同意可提出更換論文計畫申請書。論文計畫之更換以 1次

為限。 

(6) 原辦法訂定論文計畫口試需於碩士學位論文考試日期前 4個月

完成，修改後為：需於 3個月前完成。 

(7) 為避免論文抄襲的發生，學校要求畢業論文口試前需經過比對，

因學校無規定比例，由各系所及學程自行訂定。本學程訂定要

點為：學生論文比對結果需低於 15%，才可提出學位論文口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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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本作業要點經學程事務會議通過後，送教務會議審議後實施。 

四、 檢附本要點修正條文對照表(附件 1)、修正後草案(附件 2)及原

辦法(附件 3)。 

五、 本案業經本學程 110年 11月 4日事務會議通過，會議紀錄(附

件 4)。 

辦法 經教務會議審議後實施。 

決議 照案通過。 

提案單位：東南亞區域管理碩士學位學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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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碩士論文審查暨口試作業要點」修正草案條文對照表

修正條文 現行條文 說明 

一、本要點依據教育部

頒之「學位授予法及

其施行細則」、「國立

臺 北 教 育 大 學 學

則」、「國立臺北教育

大學學術倫理自律

規範及管理實施要

點」及「國立臺北教

育大學日間學制學

位授予暨研究生學

位考試實施要點」等

相關法規訂定。 

一、 依據 

本要點依據教育部

頒之「學位授予法及

其施行細則」、「國立

臺 北 教 育 大 學 學

則」、「國立臺北教育

大學學術倫理自律

規範及管理實施要

點」及「國立臺北教

育大學研究生博碩

士生學位考試實施

要點」等相關法規訂

定。 

一、配合學校修正要點

名稱。 

二、論文指導教授 

(一)聘請： 

1.應於入學後第

二學期學期結

束 前 提 出 申

請。

2.論文指導教授

之聘請若為本

學程助理教授

(含)以上專任

教師，指導人

數以每年級 6

人（含）為上

限。亦可聘請

校內相關領域

二、指導教授之聘請 

(一)申請時程：應於

論文計劃口試

前 1 個月提出

申請。

(二)申請方式：學生

與社群指導教

師討論後，由社

群指導教師簽

具推薦名單（如

附件 1），送請

學程主任核閱。

(三)聘請確認：研究

生依核閱通過

之名單進行聯

一、現行條文第四項已

修正移列至修正移

至第二點第一項第

二款。 

二、新增第二換更換指

導教師相關規定。 

二、餘酌修文字。 

附件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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助理教授（含）

以 上 教 師 指

導，指導人數

每年級 2 人

(含)為上限；

若需聘請校外

相關領域之助

理教授（含）以

上教師指導，

應邀請本學程

專任教師同意

共同指導。並

填具「碩士論

文擬聘校外指

導 教 授 申 請

書」。 

(二)更換：

研究生於論文

撰寫期間，如確

有必要，經原指

導教授同意，得

填具「更換指導

教授申請書」，敘

明具體理由，商

請新擬聘指導教

授同意並經學程

主任核備後更換

指導教授；唯指

導教授之更換以

1 次為限。新聘

指導教授之程

繫，聯繫確定後

填具擬聘指導

教授申請確認

書（如附件 2），

並請擬聘指導

教授於論文計

畫摘要表（如附

件 2-1）指導教

授欄簽屬，送交

學程辦公室存

查及公告。 

(四)指導教授之資

格：指導教授須

為獲有博士學

位之助理教授

（含）以上資

格。

(五)指導人數：如指

導教授為支援

教師，指導人數

每 年 級 2 人

(含)為上限；如

為本學程專任

教師，則指導人

數以 4人（含）

為上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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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依論文計畫

提交方式辦理。 

三、論文計畫口試 

(一)申請時程：上學

期於11月30日

截止，下學期於

5月 30日截止。 

(二)口試日期：上學

期最晚於隔年

1 月 31 日，下

學期最晚於 7

月 31 日前完

成。

(三)申請方式：

1. 繳交論文指

導教授審查

意見表。

2. 繳交論文計

畫口試委員

表。

(四 )更換論文計

畫： 

研究生提交之

論文計畫經口

試通過後，如有

特殊需要，商請

指導教授同意，

可填具更換論

文計畫申請書，

敘明具體之更

四、論文計畫審查 

(一)申請時程：論文

計畫應於學位

論文考試之 4

個月前通過審

查。 

(二)申請方式：於規

定期限內，檢附

論文計畫審查

申請表（含口試

委員推薦名單）

（如附件 3），

送經指導教授

推薦簽名後，向

學程辦公室提

出申請。

(三)審查方式：論文

計畫審查以口

試方式進行。

（審查意見表

如附件 4、總評

分 表 如 附 件

5）。

(四)學位考試委員

之遴聘：

1. 由指導教

授推薦符

合學位考

一、點次變更。 

二、現行條文第四項已

修正移列至修正移

至第六點。 

三、新增第四項更換論

文計畫相關規定。 

四、餘酌修文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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換理由，並檢附

更換後之論文

計畫與擬聘指

導教授申請書，

送交系辦公室

安排論文計畫

口試，其程序如

前述論文計畫

審查方式。唯論

文計畫之更換

以 1 次為原則。

試委員資

格之人選

2人，學程

主任指定

之研究領

域專家推

薦符合學

位考試委

員資格之

人選 2 人

（學位考

試委員中，

校內外委

員各至少

1 名），經

學程主任

於推薦名

單中圈選

核定名單

後，呈報校

長予以遴

聘之。 

2. 學位考試

委員以 3

人（含指導

教授）組成

為原則，若

有 2 位擔

任共同指

導教授者，

得增聘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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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人，其中

校外委員

（含本校

兼任教師）

需達三分

之一（含）

以上。碩士

學位考試

委員召集

人由校外

委員擔任

之。 

四、學位論文口試 

(一)申請時間：上學

期於11月30日

截止，下學期於

5月 30日截止。 

(二)口試日期：上學

期於最晚於 1

月 31 日前，下

學期最晚於 7

月 31 日前完成

為原則。

(三)申請資格（需同

時符合下列規

定）：

1. 碩士班修業

滿 1學期。

2. 修畢本學程

規定之應修

科 目 與 學

五、學位考試 

(一)申請資格（需同

時符合下列規

定）： 

1. 碩士班修

業滿 1 學

期。

2. 修畢本學

程規定之

應修科目

與學分，至

少應修畢

本學程總

學分數之

四分之三。 

3. 已完成論

文初稿，並

於碩士學

位論文考

一、點次變更。 

二、餘酌修文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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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至少應

修畢本學程

總學分數之

四分之三。 

3. 已完成論文

初稿，並於

碩士學位論

文考試日期

前 3 個月完

成計畫書口

考。

4. 已透過論文

檢測系統進

行 論 文 比

對，比對結

果 須 低 於

15%。

5. 依 據 本 校

「學術倫理

自律規範及

管理實施要

點」，透過臺

灣學術倫理

教資源中心

網站自我學

習，並通過

總測驗取得

修課證明 6

小時。

(四)申請方式：

試日期前

4 個月完

成計畫書

口考。 

4. 已透過論

文檢測系

統進行論

文比對，並

完成修改。 

5. 須透過臺

灣學術倫

理教育資

源中心網

站自我學

習，並通過

總測驗取

得修課證

明（依據本

校「學術倫

理自律規

範及管理

實 施 要

點」， 107

學 年 度

（含）起入

學之研究

生適用）。

(二)申請方式：

1. 申請學位

考試前，應

繳交論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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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繳交「臺灣

學術倫理教

育 資 源 中

心」核發之

6 小時(含)

以上修課證

明。

2. 繳交論文指

導教授審查

意見表。

3. 繳交學位論

文口試委員

表。

4. 繳交論文比

對結果。

(五)注意事項：

1.口試時間以

2 小時為原

則。其中研

究生報告約

20 分鐘，其

餘時間由口

試 委 員 詢

問，研究生

不得拒答。

2.口試時，須

由研究生商

請紀錄至少

1人，就口試

及答辯內容

詳加記錄。

電子檔，且

必須經論

文檢測系

統進行論

文比對後，

並由研究

生依檢測

結果修改，

經指導教

授確認修

改完成後，

始得提出

學位考試

申請。修改

後如論文

仍涉抄襲

之情事，則

依「國立臺

北教育大

學研究生

博碩士學

位考試實

施要點」第

十四點辦

理。 

2. 經指導教

授同意可

進行學位

考試後，申

請學位考

試之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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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口 試 完 畢

後，由各考

試委員秘密

評定分數，

評定以 1 次

為限，獲得 2

人評給70分

以上，且得

各委員所評

分數之平均

數達70分以

上 者 為 及

格。

4. 論文不及

格而依規

定仍可繼

續修業者，

得於次學

期或次學

年申請重

考，重考以

1次為限，

重考時修

業年限必

須尚未屆

滿。

(六)論文修正：

口試結果為「論

文修正後通過」

者，口試後研究

生須依據口試

生，須於預

定口試日

期至少 2

週前填寫

碩士學位

考試申請

表（如附件

6），併同歷

年成績表

及論文初

稿（含摘

要）各 1

份，送交學

程辦公室

提出申請。

論文口試

委員原則

上同論文

計畫口試

委員。口試

委員名單

經學程主

任核定後，

呈報校長

予以遴聘

之。 

(三)口試日期：上學

期之口試須於

1 月 31 日前，

下學期之口試

須於 7 月 31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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委員審查意見

詳加修正，經指

導教授確認後，

填具論文修正

確認書，併同論

文口試紀錄暨

修正後論文平

裝 2 冊繳送學

程辦公室審核

後，始得辦理離

校手續。論文口

試之修正需於

口試後 1 個月

內完成，如有特

殊需要，得填具

碩士論文修正

延緩申請表敘

明具體理由申

請延期，至多 6

個月。逾期未修

正論文者，視同

放棄學位。 

前辦理完竣（例

假日不得順延） 

(四)口試方式： 

1. 由本學程

簽陳校長

聘請口試

委員 3 人

（含指導

教授）為原

則，若有 2

位擔任共

同指導教

授者，得增

聘為 4人，

其中校外

委員（含本

校兼任教

師）須達三

分 之 一

（含）以

上。碩士學

位考試委

員召集人

由校外委

員擔任之。 

2. 口試時間

以 2 小時

為原則。其

中研究生

報告約 20

分鐘，其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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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間由口

試委員詢

問，研究生

不得拒答。 

3. 口試時，須

由研究生

商請紀錄

至少 1人，

就口試及

答辯內容

詳加紀錄。 

4. 口試完畢

後，由各口

試委員秘

密評定分

數，評定以

1次為限，

獲得 2 人

憑給 70 分

以上，且得

各委員所

評分數之

平均數達

70 分者為

及格（評分

表如附件

7、總評分

表如附件

8）。

5. 論文考試

不及格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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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規定仍

可繼續修

業者，得於

次學期或

次學年申

請重考，重

考以 1 次

為限，且重

考時修業

年限必須

尚未屆滿。 

(五)論文修正：口試

結果為「論文修

正後通過」者，

口試後研究生

須依據口試委

員審查意見詳

加修正，經指導

教授確認後，填

具論文修正確

認書（如附件

9），併同論文口

試紀錄暨修正

後論文平裝乙

冊繳送學程辦

公室審核後，始

得依學校規定

程序辦理離校

手續。論文口試

之修正需於口

試後 1 個月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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完成，如有特殊

需要，得填具碩

士論文修正延

緩申請表（如附

件 10）敘明具

體理由申請延

期，至多 6 個

月，惟仍應符合

本校「研究生博

碩士學位考試

實施要點」第十

一點第二項規

定。逾期未修正

論文者，視同放

棄學位。 

五、 研究生學位論文指

導教授與考試委員

人選之推薦、聘任

應符合學術倫理。

指導教授、考試委

員與學生間三者彼

此若為配偶、前配

偶及三親等以內之

親屬關係者，應自

行迴避。對於已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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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點次變更。 

-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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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六、 碩士學位考試委員

會，應依下列規定

辦理：

(一)碩士學位考試

委員為三人（惟

若有二位擔任

共同指導教授

者，得增聘為四

人），其中校外

委員(含本校兼

任教師)須達三

分之一以上(含

三分之一)，由

校長聘任之。碩

士學位考試委

員會召集人由

校外委員擔任

之。

(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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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並應具備

下列資格之一：

一、點次變更。 

二、酌修正文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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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獲有博士學

位，在學術

上著有成就

者。

2. 現（曾）任教

授、副教授、

助 理 教 授

者。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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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 屬於稀少性

或特殊性學

科，在學術

或專業上著

有 成 就 者

(曾獲專科

以上學校聘

任專業級技

術人員或符

合本校聘任

專業級技術

人 員 資 格

者)。

七、 本要點若有未盡事

宜，悉依相關法令

及規定辦理。 

六、 本要點若有未盡事

宜，悉依相關法令

及規定辦理。 

一、點次變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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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 本要點經本學程事

務會議通過，送教

務會議審議後實

施。

七、 本要點經本學位學

程事務會議通過，

送教務會議審議，

並經校長核定後施

行。 

一、點次變更。 

二、酌修文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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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臺北教育大學東南亞區域管理碩士學位學

程 碩士論文審查暨口試作業要點 (修正草案)

107.11.09 107學年度第 1學期第 3次學程學程事務會議通過 

107.12.12 107學年度第 2次教務會議通過 

109.03.19 108學年度第 2學期第 1次學位學程學程事務會議通過 

109.05.20 108學年度第 2學期第 2次教務會議通過 

110.11.04 110學年度第 1學期第 1次學位學程學程事務會議通過 

110.12.22 110學年度第 1學期第 2次教務會議通過 

一、本要點依據教育部頒之「學位授予法及其施行細則」、「國立臺北教育大學學

則」、「國立臺北教育大學學術倫理自律規範及管理實施要點」及「國立臺北

教育大學日間學制學位授予暨研究生學位考試實施要點」等相關法規訂定。 

二、論文指導教授 

(一)聘請： 

1. 應於入學後第二學期學期結束前提出申請。

2. 論文指導教授之聘請若為本學程專任教師，指導人數以每年級 6人

（含）為上限。亦可聘請校內相關領域助理教授（含）以上教師指

導，指導人數每年級 2人(含)為上限；若需聘請校外相關領域之助

理教授（含）以上教師指導，應邀請本學程專任教師同意共同指導。

並填具「碩士論文擬聘校外指導教授申請書」。

(二)更換：

研究生於論文撰寫期間，如確有必要，經原指導教授同意，得填具「更

換指導教授申請書」，敘明具體理由，商請新擬聘指導教授同意並經學程

主任核備後更換指導教授；唯指導教授之更換以 1 次為限。新聘指導教

授之程序，依論文計畫提交方式辦理。

三、論文計畫口試 

(一)申請時程：上學期於 11月 30日截止，下學期於 5月 30日截止。 

(二)口試日期：上學期最晚於隔年 1月 31日，下學期最晚於 7月 31日前完

成。

(三)申請方式：

1. 繳交論文指導教授審查意見表。

2. 繳交論文計畫口試委員表。

附件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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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更換論文計畫： 

研究生提交之論文計畫經口試通過後，如有特殊需要，商請指導教授

同意，可填具更換論文計畫申請書，敘明具體之更換理由，並檢附更

換後之論文計畫與擬聘指導教授申請書，送交系辦公室安排論文計畫

口試，其程序如前述論文計畫審查方式。唯論文計畫之更換以 1 次為

原則。 

四、學位論文口試 

(一)申請時間：上學期於 11月 30日截止，下學期於 5月 30日截止。 

(二)口試日期：上學期於最晚於 1月 31日前，下學期最晚於 7月 31日前完

成為原則。 

(三)申請資格（需同時符合下列規定）： 

1. 碩士班修業滿 1學期。 

2. 修畢本學程規定之應修科目與學分，至少應修畢本學程總學分數之

四分之三。 

3. 已完成論文初稿，並於碩士學位論文考試日期前 3 個月完成計畫書

口考。 

4. 已透過論文檢測系統進行論文比對，比對結果須低於 15%。 

5. 依據本校「學術倫理自律規範及管理實施要點」，透過臺灣學術倫理

教資源中心網站自我學習，並通過總測驗取得修課證明 6小時。 

(四)申請方式： 

1. 繳交「臺灣學術倫理教育資源中心」核發之 6 小時(含)以上修課證

明。 

2. 繳交論文指導教授審查意見表。 

3. 繳交學位論文口試委員表。 

4. 繳交論文比對結果。  

(五)注意事項： 

1. 口試時間以 2小時為原則。其中研究生報告約 20分鐘，其餘時間由

口試委員詢問，研究生不得拒答。 

2. 口試時，須由研究生商請紀錄至少 1 人，就口試及答辯內容詳加記

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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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口試完畢後，由各考試委員秘密評定分數，評定以 1次為限，獲得 2

人評給 70 分以上，且得各委員所評分數之平均數達 70 分以上者為

及格。 

4. 論文不及格而依規定仍可繼續修業者，得於次學期或次學年申請重 

考，重考以 1次為限，重考時修業年限必須尚未屆滿。 

(六)論文修正： 

口試結果為「論文修正後通過」者，口試後研究生須依據口試委員審查

意見詳加修正，經指導教授確認後，填具論文修正確認書，併同論文口

試紀錄暨修正後論文平裝 2冊繳送學程辦公室審核後，始得辦理離校手

續。論文口試之修正需於口試後 1個月內完成，如有特殊需要，得填具

碩士論文修正延緩申請表敘明具體理由申請延期，至多 6個月。逾期未

修正論文者，視同放棄學位。 

五、研究生學位論文指導教授與考試委員人選之推薦、聘任應符合學術倫理。指

導教授、考試委員與學生間三者彼此若為配偶、前配偶及三親等以內之親屬

關係者，應自行迴避。對於已授予之學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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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六、碩士學位考試委員會，應依下列規定辦理： 

(一)碩士學位考試委員為三人（惟若有二位擔任共同指導教授者，得增聘為

四人），其中校外委員(含本校兼任教師)須達三分之一以上(含三分之

一)，由校長聘任之。碩士學位考試委員會召集人由校外委員擔任之。 

(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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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並應具備下列資格之一：  

1. 獲有博士學位，在學術上著有成就者。  

2. 現（曾）任教授、副教授、助理教授者。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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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 屬於稀少性或特殊性學科，在學術或專業上著有成就者(曾獲專科以

上學校聘任專業級技術人員或符合本校聘任專業級技術人員資格

者)。  

七、本要點若有未盡事宜，悉依相關法令及規定辦理。 

八、本要點經本學程事務會議通過，送教務會議審議後實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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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臺北教育大學東南亞區域管理碩士學位學程 

碩士論文審查暨口試作業要點 (原要點)

107.11.09 107學年度第 1學期第 3次學程學程事務會議通過 

107.12.12 107學年度第 2次教務會議通過 

109.03.19 108學年度第 2學期第 1次學位學程學程事務會議通過 

109.05.20 108學年度第 2學期第 2次教務會議通過 

一、 依據 

本要點依據教育部頒之「學位授予法及其施行細則」、「國立臺北教育大學學

則」、「國立臺北教育大學學術倫理自律規範及管理實施要點」及「國立臺北

教育大學研究生博碩士生學位考試實施要點」等相關法規訂定。 

二、 指導教授之聘請 

(一)申請時程：應於論文計劃口試前 1個月提出申請。

(二)申請方式：學生與社群指導教師討論後，由社群指導教師簽具推薦名單

（如附件 1），送請學程主任核閱。

(三)聘請確認：研究生依核閱通過之名單進行聯繫，聯繫確定後填具擬聘指

導教授申請確認書（如附件 2），並請擬聘指導教授於論文計畫摘要表

（如附件 2-1）指導教授欄簽屬，送交學程辦公室存查及公告。

(四)指導教授之資格：指導教授須為獲有博士學位之助理教授（含）以上資

格。

(五)指導人數：如指導教授為支援教師，指導人數每年級 2人(含)為上限；

如為本學程專任教師，則指導人數以 4人（含）為上限。

三、 學位考試委員資格 

(一)現（曾）任教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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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獲有博士學位並曾獲專科以上學校聘任專任或兼任教職者。

(四)屬於稀少性或特殊性學科，在學術或專業上著有成就者(曾獲專科以上

學校聘任專業級技術人員或符合本校聘任專業級技術人員資格者)。

四、 論文計畫審查 

(一)申請時程：論文計畫應於學位論文考試之 4個月前通過審查。 

附件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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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申請方式：於規定期限內，檢附論文計畫審查申請表（含口試委員推薦

名單）（如附件 3），送經指導教授推薦簽名後，向學程辦公室提出申請。 

(三)審查方式：論文計畫審查以口試方式進行。（審查意見表如附件 4、總評

分表如附件 5）。 

(四)學位考試委員之遴聘： 

1. 由指導教授推薦符合學位考試委員資格之人選 2人，學程主任指定

之研究領域專家推薦符合學位考試委員資格之人選 2人（學位考試

委員中，校內外委員各至少 1 名），經學程主任於推薦名單中圈選

核定名單後，呈報校長予以遴聘之。 

2. 學位考試委員以 3人（含指導教授）組成為原則，若有 2位擔任共

同指導教授者，得增聘為 4 人，其中校外委員（含本校兼任教師）

需達三分之一（含）以上。碩士學位考試委員召集人由校外委員擔

任之。 

五、 學位考試 

(一)申請資格（需同時符合下列規定）： 

1. 碩士班修業滿 1學期。 

2. 修畢本學程規定之應修科目與學分，至少應修畢本學程總學分數之

四分之三。 

3. 已完成論文初稿，並於碩士學位論文考試日期前 4個月完成計畫書

口考。 

4. 已透過論文檢測系統進行論文比對，並完成修改。 

5. 須透過臺灣學術倫理教育資源中心網站自我學習，並通過總測驗取

得修課證明（依據本校「學術倫理自律規範及管理實施要點」，107

學年度（含）起入學之研究生適用）。 

(二)申請方式： 

1. 申請學位考試前，應繳交論文電子檔，且必須經論文檢測系統進行

論文比對後，並由研究生依檢測結果修改，經指導教授確認修改完

成後，始得提出學位考試申請。修改後如論文仍涉抄襲之情事，則

依「國立臺北教育大學研究生博碩士學位考試實施要點」第十四點

辦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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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經指導教授同意可進行學位考試後，申請學位考試之研究生，須於

預定口試日期至少 2 週前填寫碩士學位考試申請表（如附件 6），

併同歷年成績表及論文初稿（含摘要）各 1份，送交學程辦公室提

出申請。論文口試委員原則上同論文計畫口試委員。口試委員名單

經學程主任核定後，呈報校長予以遴聘之。 

(三)口試日期：上學期之口試須於 1月 31日前，下學期之口試須於 7月 31

日前辦理完竣（例假日不得順延） 

(四)口試方式： 

1. 由本學程簽陳校長聘請口試委員 3人（含指導教授）為原則，若有

2位擔任共同指導教授者，得增聘為 4人，其中校外委員（含本校

兼任教師）須達三分之一（含）以上。碩士學位考試委員召集人由

校外委員擔任之。 

2. 口試時間以 2 小時為原則。其中研究生報告約 20 分鐘，其餘時間

由口試委員詢問，研究生不得拒答。 

3. 口試時，須由研究生商請紀錄至少 1人，就口試及答辯內容詳加紀

錄。 

4. 口試完畢後，由各口試委員秘密評定分數，評定以 1次為限，獲得

2人憑給 70分以上，且得各委員所評分數之平均數達 70分者為及

格（評分表如附件 7、總評分表如附件 8）。 

5. 論文考試不及格而依規定仍可繼續修業者，得於次學期或次學年申

請重考，重考以 1次為限，且重考時修業年限必須尚未屆滿。 

(五)論文修正：口試結果為「論文修正後通過」者，口試後研究生須依據口

試委員審查意見詳加修正，經指導教授確認後，填具論文修正確認書（如

附件 9），併同論文口試紀錄暨修正後論文平裝乙冊繳送學程辦公室審

核後，始得依學校規定程序辦理離校手續。論文口試之修正需於口試後

1個月內完成，如有特殊需要，得填具碩士論文修正延緩申請表（如附

件 10）敘明具體理由申請延期，至多 6個月，惟仍應符合本校「研究生

博碩士學位考試實施要點」第十一點第二項規定。逾期未修正論文者，

視同放棄學位。 

六、本要點若有未盡事宜，悉依相關法令及規定辦理。 

七、 本要點經本學位學程事務會議通過，送教務會議審議，並經校長核定後施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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東南亞區域管理碩士學位學程事務會議紀錄

會議時間：110 年 11月 4 日(星期四) 中午 12時 10分~13時 00 分 

會議地點：google 線上會議(https://meet.google.com/xxt-mgzb-sje) 

會議主持人：魏郁禎老師 

會議成員：林詠能老師(請假)、林義斌老師(請假)、江政達老師、陳蕙芬老師、朱子

君老師、沈立老師、陳建志老師(請假)、盧俊成老師、謝欣芩老師、張義

杰老師、張朝清老師、許慈雯小姐 

壹、業務報告：

1. 「2021東南亞議題研究生論壇」已於 10月 16 日（六）順利圓滿結束。

2. 10 月 31日（日）9:00-12:00將於篤行樓一樓及 8樓舉辦「2021 文化嘉年

華，手作東南亞」。此活動原訂於 5月 15日(六)結合大學形象與校內資源原

訂推出 15 門文化手作課，因疫情影響此次縮減為 5門課，並搭配其他知識

趣味活動，向民眾推廣東南亞文化。

3. 10 月 19日（二）與 10 月 26(二)利用中午 12:10-13:10，於篤行樓 1樓辦

理校內學生「東南亞知識王挑戰賽」。希望透過趣味性活動提升本學生對東

南亞國家的興趣。

貳、討論事項：

案由一：本學程碩二學生申請「產業實習」，提請討論。

說 明：

1. 本學程 9 位碩二同學提出實習申請，相關資訊如下：

序號 學號 姓名 實習單位 實習時間 

1 
110954002 

李莉錦 亞新工程顧問股份有限公司 
110.07.01-

110.08.31 

2 
110954003 

范國英 亞鎂檢測技術有限公司 
110.08.23-

110.12.31 

3 
110954004 

羅薇 
RLG Institue Rakluke Human 

and Social Innovation Co.,Ltd. 

110.07.05-110-

09.17 

4 
110954005 

阮氏清鸞 宏匠實業股份有限公司 
110.06.03-

110.08.31 

附件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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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110954007 

梅瑞芳真 林滙國際有限公司 
110.09.11-

110.12.05 

6 
110954008 

林金美 瑞邑投資興業有限公司 
110.08.23-

110.12.30 

7 
110954009 

范金芝 翰錡海產有限公司 
110.09.09-

110.12.31 

8 
110954010 

黃氏映雪 醫優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110.08.23-

110.12.31 

9 
110954013 

陳善明清 點強國際有限公司 
110.07.05-

110.09.05 

2. 產業實習申請表如附件１。 

決 議：照案通過。  

 

案由二：110-1研究生獎學金申請審查，提請討論。 

說 明：   

1. 110 學年度第 1 學期研究生獎學金，每班各有 2 萬元獎學金，依本學程研究生獎

學金審查規定，以 109-2 學期成績做為審查標準(如附件 2 )。本次申請獎學金人

數，碩一有 7 位，碩二有四位。碩一新生入學後第一學期的獎學金將依往例，平

均分給所有提出申請的同學，鼓勵他們這學期能加油。110-2 獎學金將以 110-1

學期成績做為審查標準。 

2. 本次申請 110-1 研究生獎學金名單及建議核發獎學金金額如下： 

碩一學生名單 

排序 學號 姓名 建議獎學金

金額 

1 111054002 劉國鳳 2,857 

2 111054003 饒聰仙 2,857 

3 111054010 阮寶燕 2,857 

4 111054014 陳洪勳 2,857 

5 111054015 阮氏雲英 2,857 

6 111054018 杜氏芳 2,857 

7 111054019 黎越貞 2,857 

碩二學生名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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排序 學號 姓名 109-2 學期成績平均 建議獎學金金額 

1 110954010 黃氏映雪 93.2 12,000 

2 110954005 阮氏清鸞 92.83 8,000 

3 110954013 陳善明清 88.67 0 

4 110954009 范金芝 88.5 0 

決 議： 照案通過。 

 

案由三：修訂本學程「碩士論文審查暨口試作業要點」，提請討論。。 

說 明： 

1. 本次修正重點： 

(1) 指導教授聘請需於入學後第二學期結束前提出申請。 

(2) 因目前學程學生數增加，學程專任教師指導人數：指導學生人數以每年級 6 人

（含）為上限。 若需聘校外相關領域之助理教授(含)以上教指導，應邀請本學

程專任教師同意共同指導。 

(3) 若有更換指導教授，需經原指導教授同意，並敘明理由，商請新擬聘指導教授

同意並經學程主任該備後更換指導教授，指導教授之更換以 1 次為限。新聘指

導教授之程序，依論文計畫提交方式辦理。 

(4) 論文計畫口試及學位論文口試申請時程，為上學期 11 月 30 日截止，下學期於

5 月 30 日截止。 

(5) 若研究生提交論文計畫經口試通過後，如有特殊需要，經指導教授同意可提出

更換論文計畫申請書。論文計畫之更換以 1 次為限。 

(6) 為避免論文抄襲的發生，學校要求畢業論文口試前需經過比對，因學校無規定比

例，由各系所及學程自行訂定，本學程將要求學生論文比對結果需低於 10%，才

可提出學位論文口試。 

(7) 本作業要點經學程事務會議通過後，送教務會議審議後實施。 

2. 檢附本辦法修正條文對照表、修正後草案及原辦法。 

決 議：  

(1)  原論文計畫口試需於碩士學位論文考試日期前 4 個月完成，為考量學生可提

前完成論文，故修改為 3 個月前完成。 

(2)  為避免論文抄襲的發生，學校要求畢業生論文完成後需進行比對，因學校無

規定比例，本學程新增要點學生論文比對結果需低於 10%，因考量歷屆畢業

生的比對結果比例故調整為 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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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其餘修正修文照案通過。 

 

案由四：本學期「產業實習」教學計畫，提請討論。。 

說 明： 

1. 本學程必修「產業實習」課程，為學生進入職場可實際了解工作現場的狀
況，並透過 320 小時的實習讓學生了解自身能力與實務現場需求的差異。 

2. 檢附 110 學年度第 1 學期「產業實習」教學計畫。 

決 議： 照案通過。 

 

參、臨時動議 

肆、散會  

 

 

 

 

 

 

 

 

 

 

  

-73-



110.11.04 線上會議截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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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案編號：3 

國立臺北教育大學 
110學年度第1學期第2次教務會議提案單 

案由 幼兒與家庭教育學系修訂「碩士論文審查暨口試作業要點」案，

提請討論。 

說明 

一、依據本校「日間學制學位授予暨研究生學位考試實施要點」、

「碩士在職專班學位授予暨學位考試實施要點」修訂。 
二、本次修正重點說明： 

(一) 配合本校法規名稱修訂、新增引用本校之相關辧法。 
(二) 增訂本系研究生學位授予之名稱。 
(三) 違反規定時，依「國立臺北教育大學學生違反學術倫理案

件處理辦法」辦理。 
(四) 增訂學位論文申請延後公開應依本系「學位論文申請延後

公開審核作業要點」申請。 
三、檢附「碩士論文審查暨口試作業要點」修正草案對照表、修正

後要點草案及原要點，如附件1、2、3。 
四、本修訂案業經110.10.19幼教系110學年度第1學期第2次系務會

議、110.11.24教育學院110學年度第1學期第2次院務會議討論

通過，會議紀錄各如附件4、5。 

辦法 經教務會議審議後實施。 

決議 

一、 第 1 點修正為：本要點依據教育部頒訂之「學位授予法」、，

及本校「國立臺北教育大學學則」……。 
二、 第 2 點修正為「本系研究生學位授予及研究生學位考試」。 
三、 修正要點第 9 點、第 10 點有關學生違反法令情事者，若為在

職專班學生應依本校「碩士在職專班違反學術倫理案件處理

辦法」辦理，請修正相關說明。 
四、 第 3 點授予學位名稱修正為： 

本系日間學制碩士畢業者、進修學制碩士在職專班畢業者，授

予教育學碩士(Master of Education, (M. Ed.)。 
五、 第 11 點修正為：本系研究生申請論文延後公開者，……於申

請學位考試時一併提交親筆簽名之本校「紙本學位論文延後

公開申請書」及「國家圖書館學位論文延後公開申請書」……。 
六、 教育部已於 108 年 3 月廢止「學位授予法施行細則」，本案修

正要點第 12 點爰請修正為「本要點未盡事宜，悉依大學法及

其施行細則、學位授予法、各類學位名稱訂定程序授予要件及

代替碩士博士論文認定準則、及有關教育法令辦理之」。 
七、 修正後通過。 

提案單位：教育學院、幼兒與家庭教育學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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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立臺北教育大學幼兒與家庭教育學系 

碩士論文審查暨口試作業要點修正草案對照表(草案) 

修正條文 現行條文 說明 

一、 依據 

本要點依據教育部頒訂之「學位授予

法」，及本校「國立臺北教育大學學

則」、「國立臺北教育大學日間學制學

位授予暨研究生學位考試實施要

點」、「國立臺北教育大學碩士在職專

班學位授予暨學位考試實施要點」及

「國立臺北教育大學學位論文申請

延後公開審核作業要點」等相關法規

訂定。 

一、 依據 

本要點依據教育部頒訂之「學位授予

法」、「國立臺北教育大學學則」及「國

立臺北教育大學研究生博碩士學位

考試實施要點」等相關法規訂定。 

 

配合法規名

稱修訂、新

增「國立臺

北教育大學

學位論文申

請延後公開

審核作業要

點」之法規

依據。 

二、本系研究生學位授予及研究生學位考

試之有關事項，依本要點相關規定辦

理。 

 新增要點。 

三、本系日間學制碩士畢業者、進修學制

碩士在職專班畢業者，授予教育學碩

士(Master of Education, M. Ed.)。 

 新增要點。 

四、指導教授 

(一) 本系碩士班研究生之論文指導教

授以聘請本校專任教師擔任為原

則，必要時得經系主任同意，以兼

任或校外教師擔任之（申請書如

附件11）。若由系外教師擔任指導

教授，則計畫口試及論文口試委

員至少需有一位本系專任教師。 

(二) 本系專任教師指導研究生論文人

數，以每學年度入學之研究生至

少1位、至多6位（含日間碩士班和

夜間碩士在職專班）為限。 

(三) 更換論文指導教授 

        研究生於論文撰寫期間，如確

有必要，經原指導教授及擬聘新

指導教授同意，得填具更換指導

教授申請書（如附件8），敘明具體

理由，商請新擬聘指導教授同意

並經系主任核定後，更換指導教

授。唯指導教授之更換以1次為

準。新聘指導教授之程序，依論文

計畫提交方式辦理。 

二、指導教授 

(一) 本系碩士班研究生之論文指導教

授以聘請本校專任教師擔任為原

則，必要時得經系主任同意，以兼

任或校外教師擔任之（申請書如

附件11）。若由系外教師擔任指導

教授，則計畫口試及論文口試委

員至少需有一位本系專任教師。 

(二) 本系專任教師指導研究生論文人

數，以每學年度入學之研究生至

少1位、至多6位（含日間碩士班和

夜間碩士在職專班）為限。 

     【註：自102學年度起日間碩士班

一、二年級和夜間碩士在職專班

二年級適用。】 

(三) 更換論文指導教授 

        研究生於論文撰寫期間，如確

有必要，經原指導教授及擬聘新

指導教授同意，得填具更換指導

教授申請書（如附件8），敘明具體

理由，商請新擬聘指導教授同意

並經系主任核定後，更換指導教

授。唯指導教授之更換以1次為

準。新聘指導教授之程序，依論文

計畫提交方式辦理。 

1.點次變

更。 

2.刪除備註

文字。 

附件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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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口試委員 

(一) 應具備資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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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並應具備

下列資格之一： 

1. 曾任教授、副教授者。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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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獲有博士學位，領有助理教

授證書；或在學術上著有成

就者，五年內曾在具有審查

機制的期刊或學術會議，發

表相關論文二篇。 
(二)校外口試委員比例：口試委員3人

中（惟若有2位擔任共同指導教授

者，得增聘為4人），校外委員(含

本校兼任教師)須達1/3以上(含

1/3)。 

三、口試委員 

(二) 應具備資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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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具備下列資格之一： 

1. 曾任教授、副教授者。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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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獲有博士學位，領有助理教

授證書；或在學術上著有成

就者，五年內曾在具有審查

機制的期刊或學術會議，發

表相關論文二篇。 
(二)校外口試委員比例：口試委員3人

中（惟若有2位擔任共同指導教授

者，得增聘為4人），校外委員(含

本校兼任教師)須達1/3以上(含

1/3)。 

點次變更。 

六、論文計畫 

(一)提交資格：至少修畢16學分。 

(二)提交時間：於口試預定日之2個星

期前提出申請。 

(三)提交要件： 

1. 論文計畫書電子檔案。 

2. 論文指導教授聘任申請書（如

附件1）。 

3. 論文計畫摘要表（如附件2之

1）。 

4. 論文計畫審查申請表（如附件

3）。 

論文計畫及以上文件經指導教授

審核通過簽名同意後，交由系辦進

行後續申請，必要時得提系務會議

討論。 

(四)口試方式及流程： 

1. 指導教授推薦指導教授以外之

教授（助理教授以上）2名擔任

口試委員，組成口試委員會。

經向系辦公室核備後，由系主

任簽請核發聘書。口試委員會

召集人由指導教授以外之校外

委員擔任。 

2. 口試時間以2小時為原則。其中

研究生報告約20分鐘，其餘時

間由口試委員詢問，研究生回

覆之方式進行。 

3. 口試時，須由研究生商請紀錄

及錄音至少1人，就口試及答辯

四、論文計畫 

(一)提交資格：至少修畢16學分。 

(二)提交時間：於口試預定日之2個星

期前提出申請。 

(三)提交要件： 

1. 論文計畫書電子檔案。 

2. 論文指導教授聘任申請書（如

附件1）。 

3. 論文計畫摘要表（如附件2之

1）。 

4. 論文計畫審查申請表（如附件

3）。 

論文計畫及以上文件經指導教授

審核通過簽名同意後，交由系辦進

行後續申請，必要時得提系務會議

討論。 

(四)口試方式及流程： 

1. 指導教授推薦指導教授以外

之教授（助理教授以上）2名擔

任口試委員，組成口試委員

會。經向系辦公室核備後，由

系主任簽請核發聘書。口試委

員會召集人由指導教授以外

之校外委員擔任。 

2. 口試時間以2小時為原則。其

中研究生報告約20分鐘，其餘

時間由口試委員詢問，研究生

回覆之方式進行。 

3. 口試時，須由研究生商請紀錄

及錄音至少1人，就口試及答

點次變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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內容詳加記錄。記錄及錄音原

稿、原帶，留存系內備查。 

辯內容詳加記錄。記錄及錄音

原稿、原帶，留存系內備查。 

七、論文口試：碩士學位考試，以口試方

式進行之。 

(一) 申請資格：申請論文口試之研究

生，需同時符合下列資

格： 

1. 碩士班修業滿1年者。 

2. 修畢本系所規定之應修科目與

學分，至少應修畢總學分數之

四分之三。 

3. 已完成論文初稿者。 

4. 舉辦論文口試日期需於通過論

文計畫口試後滿4個月（含）以

上。 

5. 碩士論文全文電子檔須經論文

檢測系統進行論文比對後，始

得提出申請。 

6. 107學年度（含）起入學之碩博

士研究生，依據本校「學術倫

理自律規範及管理實施要點」，

透過臺灣學術倫理教育資源中

心網站自我學習，並通過總測

驗取得六小時(含)以上之修課

證明。 

(二)申請日期：於口試預定日之2個星

期前提出申請，最遲至

6月中旬或12月中旬完

成申請。經指導教授審

核通過後即可送交系

辦公室備查。 

(三) 申請時，應填具申請書，並檢齊

下列各項文件： 

1. 歷年成績單1份。 

2. 論文初稿電子檔案。 

3. 論文摘要表（如附件2之2）。 

4. 碩士學位論文考試申請表（如

附件4）。 

5. 臺灣學術倫理教育資源中心核

發之六小時(含)以上修課證

明。【自107學年度起入學之研

究生適用】 

已於國內、外取得學位之論文，不

得再行提出。 

(四) 口試日期：第1學期須於1月31日

前，第2學期須於7月

31日前辦理完竣。 

(五) 口試流程如下： 

1. 指導教授推薦指導教授以外之

五、論文口試：碩士學位考試，以口試方

式進行之。 

(一) 申請資格：申請論文口試之研究

生，需同時符合下列資

格： 

1. 碩士班修業滿1年者。 

2. 修畢本系所規定之應修科目

與學分，至少應修畢總學分數

之四分之三。 

3. 已完成論文初稿者。 

4. 舉辦論文口試日期需於通過

論文計畫口試後滿4個月（含）

以上。 

5. 碩士論文全文電子檔須經論

文檢測系統進行論文比對後，

始得提出申請。 

6. 107學年度（含）起入學之碩博

士研究生，依據本校「學術倫

理自律規範及管理實施要

點」，透過臺灣學術倫理教育

資源中心網站自我學習，並通

過總測驗取得修課證明。 

(二)申請日期：於口試預定日之2個星

期前提出申請，最遲至

6月中旬或12月中旬完

成申請。經指導教授審

核通過後即可送交系

辦公室備查。 

(三) 申請時，應填具申請書，並檢齊

下列各項文件： 

1. 歷年成績單1份。 

2. 論文初稿電子檔案。 

3. 論文摘要表（如附件2之2）。 

4. 碩士學位論文考試申請表（如

附件4）。 

5. 臺灣學術倫理教育資源中心

核發之修課證明。【自107學年

度起入學之研究生適用】 

已於國內、外取得學位之論文，不

得再行提出。 

(四) 口試日期：第1學期須於1月31日

前，第2學期須於7月

31日前辦理完竣。 

(五) 口試流程如下： 

1. 指導教授推薦指導教授以外

之教授（助理教授以上）2名擔

任口試委員，組成口試委員

1.點次變

更。 

2.有關臺灣

學術倫理教

育資源中心

網站自我學

習之修課證

明，增加

「六小時

(含)以上」

等文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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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授（助理教授以上）2名擔任

口試委員，組成口試委員會。

口試委員3人（惟若有2位擔任

共同指導教授者，得增聘為4

人），校外委員(含本校兼任教

師)須達1/3以上(含1/3)。經向

系辦公室核備後，由系主任簽

請核發聘書。口試委員會召集

人由指導教授以外之校外委員

擔任。 
2. 口試時間以2小時為原則。其中

研究生報告約20分鐘，其餘時

間由口試委員詢問，研究生回

覆之方式進行。 
3. 口試時，須由研究生商請紀錄

及錄音至少1人，就口試及答辯

內容詳加記錄。記錄及錄音原

稿、原帶，留存系內備查。 
4. 口試完畢後，由各考試委員評

定分數，學位考試成績以70分

為及格，100分為滿分，評定以

1次為限，並以出席委員評定分

數平均決定之。但碩士學位考

試有1/2以上（含1/2）出席委

員評定為不及格，以不及格論。

論文、創作、展演或技術報告，

若發現抄襲或舞弊情事，經碩

士學位考試委員會審查確定

者，以不及格論。 
5. 學位考試成績不及格且尚未屆

滿修業年限者，得於次學期或

次學年重考。重考以1次為限，

重考成績以70分登錄。重考成

績仍不及格者，勒令退學。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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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指導教授同意，報請

系主任核定後，得撤銷該學期

學位考試申請，然需於最高修

業年限屆滿前完成學位考試，

逾最高修業年限仍未能完成

者，勒令退學。 
(六) 論文修正：口試結果經口試委員

決議同意論文修正後

畢業者，須依據口試委

員修改意見詳加修正，

經指導教授確認同意

後，填具論文修正確認

書（如附件7） 送交系

辦公室後，方可印製論

會。口試委員3人（惟若有2位

擔任共同指導教授者，得增聘

為4人），校外委員(含本校兼

任 教 師 ) 須 達 1/3 以 上 ( 含

1/3)。經向系辦公室核備後，

由系主任簽請核發聘書。口試

委員會召集人由指導教授以

外之校外委員擔任。 
2. 口試時間以2小時為原則。其

中研究生報告約20分鐘，其餘

時間由口試委員詢問，研究生

回覆之方式進行。 
3. 口試時，須由研究生商請紀錄

及錄音至少1人，就口試及答

辯內容詳加記錄。記錄及錄音

原稿、原帶，留存系內備查。 
4. 口試完畢後，由各考試委員評

定分數，學位考試成績以70分

為及格，100分為滿分，評定以

1次為限，並以出席委員評定

分數平均決定之。但碩士學位

考試有1/2以上（含1/2）出席

委員評定為不及格，以不及格

論。論文、創作、展演或技術

報告，若發現抄襲或舞弊情

事，經碩士學位考試委員會審

查確定者，以不及格論。 
5. 學位考試成績不及格且尚未

屆滿修業年限者，得於次學期

或次學年重考。重考以1次為

限，重考成績以70分登錄。重

考成績仍不及格者，勒令退

學。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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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指導教授同意，報

請系主任核定後，得撤銷該學

期學位考試申請，然需於最高

修業年限屆滿前完成學位考

試，逾最高修業年限仍未能完

成者，勒令退學。 
(六) 論文修正：口試結果經口試委員

決議同意論文修正後

畢業者，須依據口試委

員修改意見詳加修正，

經指導教授確認同意

後，填具論文修正確認

書（如附件7） 送交系

辦公室後，方可印製論

文。修正後論文3冊（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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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修正後論文3冊（1

冊精裝，2冊平裝）暨已

投稿出刊之文章或校

內外論文發表之證明，

送交系辦公室，始得依

學校規定辦理離校手

續。論文口試之修正須

於口試後2個月內完

成，如有特殊需要，得

填具論文修正延期申

請書（如附件12）敘明

具體理由申請延期，至

多6個月，申請延期次

數以1次為限。逾期未

修正論文者，視同放棄

學位。然論文修正申請

延期，仍需依學則規

定，於最高修業年限屆

滿前完成離校手續，逾

最高修業年限仍未能

完成者，勒令退學。 

冊精裝，2冊平裝）暨已

投稿出刊之文章或校

內外論文發表之證明，

送交系辦公室，始得依

學校規定辦理離校手

續。論文口試之修正須

於口試後2個月內完

成，如有特殊需要，得

填具論文修正延期申

請書（如附件12）敘明

具體理由申請延期，至

多6個月，申請延期次

數以1次為限。逾期未

修正論文者，視同放棄

學位。然論文修正申請

延期，仍需依學則規

定，於最高修業年限屆

滿前完成離校手續，逾

最高修業年限仍未能

完成者，勒令退學。 

八、更換論文計畫 

研究生提交之論文計畫經口試通過

後，如有特殊需要，商請指導教授同

意，可填具更換論文計畫申請書（如

附件10），敘明具體之更換理由，並

檢附更換後之論文計畫與擬聘指導

教授申請書（如附件1），送交系辦公

室安排論文計畫口試，其程序如前述

論文計畫審查方式。唯論文計畫之更

換以1次為原則。 

六、更換論文計畫 

研究生提交之論文計畫經口試通過

後，如有特殊需要，商請指導教授同

意，可填具更換論文計畫申請書（如

附件10），敘明具體之更換理由，並

檢附更換後之論文計畫與擬聘指導

教授申請書（如附件1），送交系辦公

室安排論文計畫口試，其程序如前述

論文計畫審查方式。唯論文計畫之更

換以1次為原則。 

點次變更。 

九、研究生學位論文指導教授與考試委員

人選之推薦、聘任應符合學術倫理。 

指導教授或考試委員與學生間，若為

配偶、前配偶及三親等以內之親屬關

係者，應自行迴避。刻意隱暪經調查

屬實者，應立即更換，如通過學位考

試者，其該次成績無效，如已授予學

位始發現者，則依「國立臺北教育大

學學生違反學術倫理案件處理辦法」

辦理。 

七、研究生學位論文指導教授與考試委員

人選之推薦、聘任應符合學術倫理。 

指導教授或考試委員與學生間，若

為配偶、前配偶及三親等以內之親

屬關係者，應自行迴避。刻意隱暪經

調查屬實者，應立即更換，如通過學

位考試者，其該次成績無效，如已授

予學位始發現者，則依第八條之規

定辦理。 

1.點次變

更。 

2.違反規定

時，依「國

立臺北教育

大學學生違

反學術倫理

案件處理辦

法」辦理。 

十、已授予之學位，有違反法令規定者，

依「國立臺北教育大學學生違反學術

倫理案件處理辦法」辦理。 

八、對於已授予之學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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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知當事人繳還該學位證書，且

將撤銷與註銷事項通知其他大專校

院及相關機關（構）；其有違反其他

1.點次變

更。 

2.違反規定

時，依「國

立臺北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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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令者，並應依相關法令處理。 大學學生違

反學術倫理

案件處理辦

法」辦理。 

十一、本系研究生申請論文延後公開者，

應依本系「學位論文申請延後公開審

核作業要點」，於申請學位考試時一

併提交申請書，並配合審查作業時

程，其學位論文口試之舉行時間，第

一學期至遲於1月31日、第二學期至

遲於7月31日進行口試。 

 新增要點。 

十二、本要點未盡事宜，悉依大學法及其

施行細則、學位授予法及其施行細

則、及有關教育法令辦理之。 

 新增要點。 

十三、本要點經系務會議通過後，報請院

務會議及教務會議審議後實施，修正

時亦同。 

九、本要點經系務會議通過後，報請院務

會議審議後實施，修正時亦同。 

1.點次變

更。 

2.增加「及

教務會議」

等文字。 

附件1：論文指導教授聘任申請書 

 

附件1：論文指導教授聘任申請書 

 

要點附件1原

依據之要點

名稱：本系

「碩士班研

究生提交論

文計畫及口

試作業要

點」，修訂

為：本系

「碩士論文

審查暨口試

作業要

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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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立臺北教育大學幼兒與家庭教育學系 

碩士論文審查暨口試作業要點(修正草案) 

96.6.5  95學年度第2學期第6次系務會議修正通過 

97.4.15  96學年度第2學期第4次系務會議修正通過 

98.5.26 97學年度第2學期第5次系務會議修正通過 

102.3.5 101學年度第2學期第1次系務會議修正通過 

102.3.26 101學年度第2學期第2次系務會議修正通過 

102.5.28 101學年度第2學期第4次系務會議修正通過 

102.11.19 102學年度第1學期第4次系務會議修正通過 

102.12.17 102學年度第1學期第5次系務會議修正通過 

103.9.16 103學年度第1學期第1次系務會議修正通過 

103.10.21 103學年度第1學期第2次系務會議修正通過 

107.9.25  107學年度第1學期第2次系務會議修正通過 

107.10.03  107學年度第1學期第1次院務會議修正通過 

108.12.17  108學年度第1學期第5次系務暨導師會議修正通過 

109.01.15  108學年度第1學期第3次院務會議修正通過 

110.10.18  110學年度第1學期第2次系務會議修正通過 

110.11.24  110學年度第1學期第2次院務會議修正通過 

 

一、 依據 

本要點依據教育部頒訂之「學位授予法」，及本校「國立臺北教育大學學則」、「國

立臺北教育大學日間學制學位授予暨研究生學位考試實施要點」、「國立臺北教育

大學碩士在職專班學位授予暨學位考試實施要點」及「國立臺北教育大學學位論

文申請延後公開審核作業要點」等相關法規訂定。 

二、 本系研究生學位授予及研究生學位考試之有關事項，依本要點相關規定辦理。 

三、 本系日間學制碩士畢業者、進修學制碩士在職專班畢業者，授予教育學碩士

(Master of Education, M. Ed.)。 

四、 指導教授 

(一) 本系碩士班研究生之論文指導教授以聘請本校專任教師擔任為原則，必要時

得經系主任同意，以兼任或校外教師擔任之（申請書如附件11）。若由系外教

師擔任指導教授，則計畫口試及論文口試委員至少需有一位本系專任教師。 

(二) 本系專任教師指導研究生論文人數，以每學年度入學之研究生至少1位、至多

6位（含日間碩士班和夜間碩士在職專班）為限。 

(三) 更換論文指導教授 

        研究生於論文撰寫期間，如確有必要，經原指導教授及擬聘新指導教授同

意，得填具更換指導教授申請書（如附件8），敘明具體理由，商請新擬聘指導

教授同意並經系主任核定後，更換指導教授。唯指導教授之更換以1次為準。

附件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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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聘指導教授之程序，依論文計畫提交方式辦理。 

五、 口試委員 

(一) 應具備資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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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並應具備下列資格之一： 

1. 曾任教授、副教授者。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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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獲有博士學位，領有助理教授證書；或在學術上著有成就者，五年內

曾在具有審查機制的期刊或學術會議，發表相關論文二篇。 

(二)校外口試委員比例：口試委員3人中（惟若有2位擔任共同指導教授者，得增聘

為4人），校外委員(含本校兼任教師)須達1/3以上(含1/3)。 

六、 論文計畫 

(一)提交資格：至少修畢16學分。 

(二)提交時間：於口試預定日之2個星期前提出申請。 

(三)提交要件： 

1. 論文計畫書電子檔案。 

2. 論文指導教授聘任申請書（如附件1）。 

3. 論文計畫摘要表（如附件2之1）。 

4. 論文計畫審查申請表（如附件3）。 

論文計畫及以上文件經指導教授審核通過簽名同意後，交由系辦進行後續申請，

必要時得提系務會議討論。 

(四)口試方式及流程： 

1. 指導教授推薦指導教授以外之教授（助理教授以上）2名擔任口試委員，組

成口試委員會。經向系辦公室核備後，由系主任簽請核發聘書。口試委員

會召集人由指導教授以外之校外委員擔任。 

2. 口試時間以2小時為原則。其中研究生報告約20分鐘，其餘時間由口試委員

詢問，研究生回覆之方式進行。 

3. 口試時，須由研究生商請紀錄及錄音至少1人，就口試及答辯內容詳加記錄。

記錄及錄音原稿、原帶，留存系內備查。 

七、 論文口試：碩士學位考試，以口試方式進行之。 

(一) 申請資格：申請論文口試之研究生，需同時符合下列資格： 

1. 碩士班修業滿1年者。 

2. 修畢本系所規定之應修科目與學分，至少應修畢總學分數之四分之三。 

3. 已完成論文初稿者。 

4. 舉辦論文口試日期需於通過論文計畫口試後滿4個月（含）以上。 

5. 碩士論文全文電子檔須經論文檢測系統進行論文比對後，始得提出申請。 

6. 107學年度（含）起入學之碩博士研究生，依據本校「學術倫理自律規範及

管理實施要點」，透過臺灣學術倫理教育資源中心網站自我學習，並通過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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測驗取得六小時(含)以上之修課證明。 

(二)申請日期：於口試預定日之2個星期前提出申請，最遲至6月中旬或12月中旬完

成申請。經指導教授審核通過後即可送交系辦公室備查。 

(三) 申請時，應填具申請書，並檢齊下列各項文件： 

1. 歷年成績單1份。 

2. 論文初稿電子檔案。 

3. 論文摘要表（如附件2之2）。 

4. 碩士學位論文考試申請表（如附件4）。 

5. 臺灣學術倫理教育資源中心核發之六小時(含)以上修課證明。【自107學年

度起入學之研究生適用】 

已於國內、外取得學位之論文，不得再行提出。 

(四) 口試日期：第1學期須於1月31日前，第2學期須於7月31日前辦理完竣。 

(五) 口試流程如下： 

1. 指導教授推薦指導教授以外之教授（助理教授以上）2名擔任口試委員，組

成口試委員會。口試委員3人（惟若有2位擔任共同指導教授者，得增聘為

4人），校外委員(含本校兼任教師)須達1/3以上(含1/3)。經向系辦公室核

備後，由系主任簽請核發聘書。口試委員會召集人由指導教授以外之校外

委員擔任。 

2. 口試時間以2小時為原則。其中研究生報告約20分鐘，其餘時間由口試委員

詢問，研究生回覆之方式進行。 

3. 口試時，須由研究生商請紀錄及錄音至少1人，就口試及答辯內容詳加記錄。

記錄及錄音原稿、原帶，留存系內備查。 

4. 口試完畢後，由各考試委員評定分數，學位考試成績以70分為及格，100分

為滿分，評定以1次為限，並以出席委員評定分數平均決定之。但碩士學位

考試有1/2以上（含1/2）出席委員評定為不及格，以不及格論。論文、創

作、展演或技術報告，若發現抄襲或舞弊情事，經碩士學位考試委員會審

查確定者，以不及格論。 

5. 學位考試成績不及格且尚未屆滿修業年限者，得於次學期或次學年重考。

重考以1次為限，重考成績以70分登錄。重考成績仍不及格者，勒令退學。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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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指導

教授同意，報請系主任核定後，得撤銷該學期學位考試申請，然需於最高

修業年限屆滿前完成學位考試，逾最高修業年限仍未能完成者，勒令退學。 

(六) 論文修正：口試結果經口試委員決議同意論文修正後畢業者，須依據口試委

員修改意見詳加修正，經指導教授確認同意後，填具論文修正確認

書（如附件7） 送交系辦公室後，方可印製論文。修正後論文3冊（1

冊精裝，2冊平裝）暨已投稿出刊之文章或校內外論文發表之證明，

送交系辦公室，始得依學校規定辦理離校手續。論文口試之修正須

於口試後2個月內完成，如有特殊需要，得填具論文修正延期申請書

（如附件12）敘明具體理由申請延期，至多6個月，申請延期次數以

-85-



1次為限。逾期未修正論文者，視同放棄學位。然論文修正申請延期，

仍需依學則規定，於最高修業年限屆滿前完成離校手續，逾最高修

業年限仍未能完成者，勒令退學。 

八、 更換論文計畫 

研究生提交之論文計畫經口試通過後，如有特殊需要，商請指導教授同意，可填

具更換論文計畫申請書（如附件10），敘明具體之更換理由，並檢附更換後之論

文計畫與擬聘指導教授申請書（如附件1），送交系辦公室安排論文計畫口試，其

程序如前述論文計畫審查方式。唯論文計畫之更換以1次為原則。 

九、 研究生學位論文指導教授與考試委員人選之推薦、聘任應符合學術倫理。 

指導教授或考試委員與學生間，若為配偶、前配偶及三親等以內之親屬關係者，

應自行迴避。刻意隱暪經調查屬實者，應立即更換，如通過學位考試者，其該次

成績無效，如已授予學位始發現者，則依「國立臺北教育大學學生違反學術倫理

案件處理辦法」辦理。 

十、 已授予之學位，有違反法令規定者，依「國立臺北教育大學學生違反學術倫理案

件處理辦法」辦理。 

十一、 本系研究生申請論文延後公開者，應依本系「學位論文申請延後公開審核作業

要點」，於申請學位考試時一併提交申請書，並配合審查作業時程，其學位論文

口試之舉行時間，第一學期至遲於1月31日、第二學期至遲於7月31日進行口試。 

十二、 本要點未盡事宜，悉依大學法及其施行細則、學位授予法及其施行細則、及有

關教育法令辦理之。 

十三、 本要點經系務會議通過後，報請院務會議及教務會議審議後實施，修正時亦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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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1 

國立臺北教育大學幼兒與家庭教育學系碩士班研究生 
論文指導教授聘任申請書 

申請日期：民國   年   月   日 

  

研究生 

基本資料 

姓名 學號 班別 年級 電話 

  

□碩士班 

□教學碩士班 

□碩士在職專班 

  

論文題目  

擬敦請 

指導教授 

姓名 職級 服務學校及系所 學術專長 

    

依本系「碩士論文審查暨口試作業要點」，指導教授應具備下列任一資格，敬請勾

選： 
□曾任教授、副教授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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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獲有博士學位，領有助理教授證書；或在學術上著有成就者，五年內曾在具有

審查機制的期刊或學術會議，發表相關論文二篇。 

提醒事項 

學生      進行研究必遵守以下規定：  

1.需以幼教現場與幼教領域或家庭教育為論文研究主題範疇。 

2.論文於計畫階段時，即應依本系「碩士論文審查暨口試作業要點」申請

論文計畫口試。 

審核單位 

申請者簽名 指導教授簽名 幼兒與家庭教育學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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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2之1 

國立臺北教育大學幼兒與家庭教育學系碩士班 
碩士論文計畫摘要表 

研究生姓名 
 年

級 
 學

號 
 

指導教授 
 

論文題目 
 

關鍵詞 
 

動機與目的 

 

待答問題 
或 

研究假設 

 

研究方法與

步   驟 

 

主要參考 
書  目 

 

指導教授 
初審意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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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2之2 

國立臺北教育大學幼兒與家庭教育學系碩士班 
碩士論文摘要表 

研究生姓名 
 年

級 
 學

號 
 

指導教授 
 

論文題目 
 

關鍵詞 
 

動機與目的 

 

待答問題 
或 

研究假設 

 

研究方法與

步   驟 

 

研究結果 

 

主要參考 
書  目 

 

指導教授 
初審意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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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3 

國立臺北教育大學幼兒與家庭教育學系碩士班 
論文計畫審查申請表 

研究生姓名  
年

級 
 

學

號 
 

電

話 
 

論文計畫題目  

預定口試時間    年   月   日   時   分 

預定口試地點  

指導教授 

姓名 
學校系所及職稱 

口試委員所具

資格之項目(註) 

  
□１ □２ 

□３ □４ 

  
□１ □２ 

□３ □４ 

口試委員 

姓名 
學校系所及職稱 

口試委員所具

資格之項目(註) 

  
□１ □２ 

□３ □４ 

  
□１ □２ 

□３ □４ 

註：口試委員(含指導教授)應具備資格之項目： 
1：曾任教授、副教授者。 
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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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獲有博士學位，領有助理教授證書；或在學術上著有成就者，五年內曾在具有審查機制的

期刊或學術會議，發表相關論文二篇。 

指導教授：       （簽章）      系主任：      （簽章） 

中華民國   年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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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4 

國立臺北教育大學幼兒與家庭教育學系碩士班 
學位考試申請表 

研究生姓名  
年

級 
 

學

號 
 

電

話 
 

論文題目  

計畫通過    年   月   日（必需間隔四個月以上） 

預定口試時間    年   月   日   時   分 

預定口試地點  

指導教授 

姓名 
學校系所及職稱 

口試委員所具

資格之項目(註) 

  
□１ □２ 

□３ □４ 

  
□１ □２ 

□３ □４ 

口試委員 

姓名 
學校系所及職稱 

口試委員所具

資格之項目(註) 

  
□１ □２ 

□３ □４ 

  
□１ □２ 

□３ □４ 

註：口試委員(含指導教授)應具備資格之項目： 
1：曾任教授、副教授者。 
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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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獲有博士學位，領有助理教授證書；或在學術上著有成就者，五年內曾在具有審查機制的

期刊或學術會議，發表相關論文二篇。 

指導教授：         （簽章）    系主任：         （簽章） 

中華民國   年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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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5 

國立臺北教育大學幼兒與家庭教育學系 

碩士班論文口試評分表 

研究生姓名  

論文題目  

 

審查項目 記 分 標 準 得分 

1.文字與組織 

(20%) 

A. 文字方面(10%) 含：修辭、敘述  

B. 組織方面(10%) 含：架構、組織  

2.研究方法與步驟 

(30%) 

A. 研究方法妥善(10%)  

B. 研究步驟適當(10%)  

C. 參考資料豐富確實(10%)  

3.內容與觀點 

(30%) 

A. 內容充實(15%)  

B. 觀點合理(15%)  

4.創見與貢獻 

(20%) 

A. 見解獨到(10%)  

B. 有助於幼兒教育理論與實務之建立 

(10%) 
 

總

分 

 

評

語 

 

口試委員簽名：                         

中華民國     年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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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6 

國立臺北教育大學幼兒與家庭教育學系 
碩士班論文口試評分表 

研究生姓名  學號  

論文題目  

口試時間  年   月    日   時   分 

審查結果 

□通過 

□通過，但需參納評審意見修改，並經指導教授同意 

□通過，論文需大幅修改，並經過所有評審教授同意 

□不通過 

總平均分數  

綜 合 

審 查 

意 見 

 

口試委員主席：                        

審 查 教 授 ：                        

指 導 教 授 ：                        

中華民國        年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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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7 

 

國立臺北教育大學幼兒與家庭教育學系碩士班 

論文修正確認書 

 

研究生     之碩士論文「 

」 

業經依照碩士論文口試委員意見修正。此致 

系主任 

 

 

 

 

 

 

 

 

 

 

 

 

 

 

研究生：                簽章 

 

指導教授：               簽章 

 

 

中華民國       年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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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8 

 

國立臺北教育大學幼兒與家庭教育學系碩士班 

更換指導教授申請書 

 

研究生     因 

擬請予准予更換指導教授。 

此致 

 

原指導教授 

系 主 任 

 

 

 

 

 

 

 

 

                        申請人（研究生）：      （簽章） 

 

 

 

中華民國       年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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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9 

 

國立臺北教育大學碩士學位論文 

口試委員會審定書 
 

（論文中文題目） 

（論文英文題目） 
 

本論文係○○○○君（學號）在國立臺北教育大學教

育學院幼兒與家庭教育學系完成之碩士學位論文，承下列

考試委員審查通過及口試及格，特此證明 

 

口試委員：      口試委員召集人簽名        

（口試委員會召集人） 

     口試委員簽名           

 

     口試委員簽名                   

 

     口試委員簽名           

                                            
（指導教授）

 

 

論文口試日期：中華民國          年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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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10 

國立臺北教育大學幼兒與家庭教育學系碩士班 

更換論文計畫題目申請書 

 

 

研究生     因 

擬請准予將原論文計畫題目「               」 

更換為「                        」 

 

此致 

 

原指導教授 

系 主 任 

 

 

申請人（研究生）：            （簽章） 

中華民國       年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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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11 

國立臺北教育大學幼兒與家庭教育學系碩士班研究生 

論文擬聘校外指導教授申請書 

 

 

    研究生     為本系碩士班   年級學生，目前撰

寫論文 

「                          」， 

因                         之故， 

擬聘請      大學（學院）       所(系)          

教授擔任指導教授。敬請同意。謹呈 

系主任 

 

 

研究生： 

學  號： 

住  址： 

電  話： 

 

 

 

 

 

 

 

中華民國       年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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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12 

國立臺北教育大學幼兒與家庭教育學系碩士班 

碩士論文修正延期申請書 

 

 

    研究生      因 

 

故無法如期將論文修正完畢，擬請准予延長至   年  月  日繳交。 

 

 

 

此致 

系 主 任 

 

 

申請人（研究生）：       （簽章） 

 

指導敎授：           （簽章） 

 

 

 

 

 

中華民國      年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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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立臺北教育大學幼兒與家庭教育學系 

碩士論文審查暨口試作業要點（原要點） 

96.6.5  95學年度第2學期第6次系務會議修正通過 

97.4.15  96學年度第2學期第4次系務會議修正通過 

98.5.26 97學年度第2學期第5次系務會議修正通過 

102.3.5 101學年度第2學期第1次系務會議修正通過 

102.3.26 101學年度第2學期第2次系務會議修正通過 

102.5.28 101學年度第2學期第4次系務會議修正通過 

102.11.19 102學年度第1學期第4次系務會議修正通過 

102.12.17 102學年度第1學期第5次系務會議修正通過 

103.9.16 103學年度第1學期第1次系務會議修正通過 

103.10.21 103學年度第1學期第2次系務會議修正通過 

107.9.25  107學年度第1學期第2次系務會議修正通過 

107.10.03  107學年度第1學期第1次院務會議修正通過 

108.12.17  108學年度第1學期第5次系務暨導師會議修正通過 

109.01.15  108學年度第1學期第3次院務會議修正通過 

 

一、 依據 

本要點依據教育部頒之「學位授予法」、「國立臺北教育大學學則」及「國立臺北

教育大學研究生博碩士學位考試實施要點」等相關法規訂定。 

二、 指導教授 

(一) 本系碩士班研究生之論文指導教授以聘請本校專任教師擔任為原則，必要時

得經系主任同意，以兼任或校外教師擔任之（申請書如附件11）。若由系外教

師擔任指導教授，則計畫口試及論文口試委員至少需有一位本系專任教師。 

(二) 本系專任教師指導研究生論文人數，以每學年度入學之研究生至少1位、至多

6位（含日間碩士班和夜間碩士在職專班）為限。 

     【註：自102學年度起日間碩士班一、二年級和夜間碩士在職專班二年級適用。】 

(三) 更換論文指導教授 

        研究生於論文撰寫期間，如確有必要，經原指導教授及擬聘新指導教授同

意，得填具更換指導教授申請書（如附件8），敘明具體理由，商請新擬聘指導

教授同意並經系主任核定後，更換指導教授。唯指導教授之更換以1次為準。

新聘指導教授之程序，依論文計畫提交方式辦理。 

三、 口試委員 

(一) 應具備資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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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附件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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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專門研究外，並應具備下列資格之一： 

1. 曾任教授、副教授者。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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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獲有博士學位，領有助理教授證書；或在學術上著有成就者，五年內

曾在具有審查機制的期刊或學術會議，發表相關論文二篇。 

(二)校外口試委員比例：口試委員3人中（惟若有2位擔任共同指導教授者，得增聘

為4人），校外委員(含本校兼任教師)須達1/3以上(含1/3)。 

四、 論文計畫 

(一)提交資格：至少修畢16學分。 

(二)提交時間：於口試預定日之2個星期前提出申請。 

(三)提交要件： 

1. 論文計畫書電子檔案。 

2. 論文指導教授聘任申請書（如附件1）。 

3. 論文計畫摘要表（如附件2之1）。 

4. 論文計畫審查申請表（如附件3）。 

論文計畫及以上文件經指導教授審核通過簽名同意後，交由系辦進行後續申請，

必要時得提系務會議討論。 

(四)口試方式及流程： 

1. 指導教授推薦指導教授以外之教授（助理教授以上）2名擔任口試委員，組

成口試委員會。經向系辦公室核備後，由系主任簽請核發聘書。口試委員

會召集人由指導教授以外之校外委員擔任。 

2. 口試時間以2小時為原則。其中研究生報告約20分鐘，其餘時間由口試委員

詢問，研究生回覆之方式進行。 

3. 口試時，須由研究生商請紀錄及錄音至少1人，就口試及答辯內容詳加記錄。

記錄及錄音原稿、原帶，留存系內備查。 

五、 論文口試：碩士學位考試，以口試方式進行之。 

(一) 申請資格：申請論文口試之研究生，需同時符合下列資格： 

1. 碩士班修業滿1年者。 

2. 修畢本系所規定之應修科目與學分，至少應修畢總學分數之四分之三。 

3. 已完成論文初稿者。 

4. 舉辦論文口試日期需於通過論文計畫口試後滿4個月（含）以上。 

5. 碩士論文全文電子檔須經論文檢測系統進行論文比對後，始得提出申請。 

6. 107學年度（含）起入學之碩博士研究生，依據本校「學術倫理自律規範及

管理實施要點」，透過臺灣學術倫理教育資源中心網站自我學習，並通過總

測驗取得修課證明。 

(二)申請日期：於口試預定日之2個星期前提出申請，最遲至6月中旬或12月中旬完

成申請。經指導教授審核通過後即可送交系辦公室備查。 

(三) 申請時，應填具申請書，並檢齊下列各項文件： 

1. 歷年成績單1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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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論文初稿電子檔案。 

3. 論文摘要表（如附件2之2）。 

4. 碩士學位論文考試申請表（如附件4）。 

5. 臺灣學術倫理教育資源中心核發之修課證明。【自107學年度起入學之研究

生適用】 

已於國內、外取得學位之論文，不得再行提出。 

(四) 口試日期：第1學期須於1月31日前，第2學期須於7月31日前辦理完竣。 

(五) 口試流程如下： 

1. 指導教授推薦指導教授以外之教授（助理教授以上）2名擔任口試委員，組

成口試委員會。口試委員3人（惟若有2位擔任共同指導教授者，得增聘為

4人），校外委員(含本校兼任教師)須達1/3以上(含1/3)。經向系辦公室核

備後，由系主任簽請核發聘書。口試委員會召集人由指導教授以外之校外

委員擔任。 

2. 口試時間以2小時為原則。其中研究生報告約20分鐘，其餘時間由口試委員

詢問，研究生回覆之方式進行。 

3. 口試時，須由研究生商請紀錄及錄音至少1人，就口試及答辯內容詳加記錄。

記錄及錄音原稿、原帶，留存系內備查。 

4. 口試完畢後，由各考試委員評定分數，學位考試成績以70分為及格，100分

為滿分，評定以1次為限，並以出席委員評定分數平均決定之。但碩士學位

考試有1/2以上（含1/2）出席委員評定為不及格，以不及格論。論文、創

作、展演或技術報告，若發現抄襲或舞弊情事，經碩士學位考試委員會審

查確定者，以不及格論。 

5. 學位考試成績不及格且尚未屆滿修業年限者，得於次學期或次學年重考。

重考以1次為限，重考成績以70分登錄。重考成績仍不及格者，勒令退學。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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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指導

教授同意，報請系主任核定後，得撤銷該學期學位考試申請，然需於最高

修業年限屆滿前完成學位考試，逾最高修業年限仍未能完成者，勒令退學。 

(六) 論文修正：口試結果經口試委員決議同意論文修正後畢業者，須依據口試委

員修改意見詳加修正，經指導教授確認同意後，填具論文修正確認

書（如附件7） 送交系辦公室後，方可印製論文。修正後論文3冊（1

冊精裝，2冊平裝）暨已投稿出刊之文章或校內外論文發表之證明，

送交系辦公室，始得依學校規定辦理離校手續。論文口試之修正須

於口試後2個月內完成，如有特殊需要，得填具論文修正延期申請書

（如附件12）敘明具體理由申請延期，至多6個月，申請延期次數以

1次為限。逾期未修正論文者，視同放棄學位。然論文修正申請延期，

仍需依學則規定，於最高修業年限屆滿前完成離校手續，逾最高修

業年限仍未能完成者，勒令退學。 

六、 更換論文計畫 

研究生提交之論文計畫經口試通過後，如有特殊需要，商請指導教授同意，可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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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更換論文計畫申請書（如附件10），敘明具體之更換理由，並檢附更換後之論

文計畫與擬聘指導教授申請書（如附件1），送交系辦公室安排論文計畫口試，其

程序如前述論文計畫審查方式。唯論文計畫之更換以1次為原則。 

七、 研究生學位論文指導教授與考試委員人選之推薦、聘任應符合學術倫理。 

指導教授或考試委員與學生間，若為配偶、前配偶及三親等以內之親屬關係者，

應自行迴避。刻意隱暪經調查屬實者，應立即更換，如通過學位考試者，其該次

成績無效，如已授予學位始發現者，則依第八條之規定辦理。 

八、 對於已授予之學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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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知當事人

繳還該學位證書，且將撤銷與註銷事項通知其他大專校院及相關機關（構）；其

有違反其他法令者，並應依相關法令處理。 

九、 本要點經系務會議通過後，報請院務會議審議後實施，修正時亦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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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1 

國立臺北教育大學幼兒與家庭教育學系碩士班研究生 
論文指導教授聘任申請書 

研究生 

基本資料 

姓名 學號 班別 年級 電話 

  

□碩士班 

□教學碩士班 

□碩士在職專班 

  

論文題目  

擬敦請 

指導教授 

姓名 職級 服務學校及系所 學術專長 

    

依本系「碩士班研究生提交論文計畫及口試作業要點」，指導教授應具備下列任一資

格，敬請勾選： 
□曾任教授、副教授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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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獲有博士學位，領有助理教授證書；或在學術上著有成就者，五年內曾在具有

審查機制的期刊或學術會議，發表相關論文二篇。 

提醒事項 

學生      進行研究必遵守以下規定：  

1.需以幼教現場與幼教領域或家庭教育為論文研究主題範疇。 

2.論文於計畫階段時，即應依本系「碩士班研究生提交論文計畫及口試作

業要點」申請論文計畫口試。 

審核單位 

申請者簽名 指導教授簽名 幼兒與家庭教育學系 

   

申請日期：民國   年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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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立臺北教育大學幼兒與家庭教育學系 
110學年度第1學期第2次系務會議紀錄 

壹、 時間：110年10月19日（星期二）中午12：30

貳、 地點：本校行政大樓705A室

參、 主席：盧明主任  紀錄:黃婉蕙 

肆、 出列席人員：（如簽到表）

伍、 會議程序：

一、 主席報告：略。 

二、 提案討論： 

提案2：修訂本系碩士論文審查暨口試作業要點，提請討論。 

說明： 

1. 本案依據本校「日間學制學位授予暨研究生學位考試實施要點」(附件 6)、

「碩士在職專班學位授予暨學位考試實施要點」(附件 7)修訂。

2. 附件 8：課傳所「研究生博碩士學位考試實施要點」。

3. 附件 9：本系碩士論文審查暨口試作業要點暨修正對照表。

決議：本系碩士論文審查暨口試作業要點第三點：「…，授予教育學碩士(Master

of Education, M. Ed.)」，在Master of Education後面加上「逗號」。 

其餘修正，照案通過。修訂如附件一。 

   其他提案：略。 

陸、 臨時動議

   提案：略。 

柒、 散會

附件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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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立臺北教育大學教育學院

110學年度第1學期第2次院務會議紀錄

時間：110年11月24日（三）中午12時10分。 

地點：線上會議

主席：吳麗君院長                                    記錄：盧麗娟

出席人員：教育系陳慧蓉老師、社發系王淑芬主任、社發系洪士峰老師、

特教系詹元碩主任、特教系柯秋雪老師、幼教系盧 明主任、

幼教系蔡敏玲老師、教經系張芳全主任、教經系徐筱菁老師、

課傳所王俊斌所長、心諮系吳毓瑩老師。

請假人員：教育系黃永和主任、心諮系孫頌賢主任

一、 前次院務會議（110.10.12）決議案執行情形報告(略) 

二、 工作報告：(略) 

三、 主席報告：(略) 

四、 提案討論：(其他案由略) 

案由3 幼兒與家庭教育學系「碩士論文審查暨口試作業要點」修訂案，提請討論。 

說明

1. 依據本校「日間學制學位授予暨研究生學位考試實施要點」、「碩士在職專班學位授予

暨學位考試實施要點」修訂本系「碩士論文審查暨口試作業要點」(修正對照表請參見

附件 1、修正草案請參見附件 2、原要點請參見附件 3)。 

2. 本案業經110.10.19幼教系110學年度第1學期第2次系務會議通過，會議紀錄請見附件

4。 

決議

一、修正建議如下: 

第十一點: 

本系研究生申請論文延後公開者，應依本系「學位論文申請延後公開審核作業要點」，於申

請學位考試時一併提交申請書，並配合審查作業時程，其學位論文口試之舉行時間，第一學

期應於12月1日前至遲於一月三十一日、第二學期應於6月1日前至遲於七月三十一日進行口

試。 

二、修正條文後提送教務會議審議。 

提案單位：幼兒與家庭教育學系 

附件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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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案編號：4 

國立臺北教育大學 

110學年度第 1學期第 2次教務會議提案單 

案由 特殊教育學系修訂「碩士論文審查暨口試作業要點」案，提請審議。 

說明 

一、 依循本校 110年 8月修正通過之國立臺北教育大學日間學制學位

授予暨研究生學位考試實施要點及相關規定辦理修正。 

二、 檢附「國立臺北教育大學特殊教育學系碩士論文審查暨口試作

業要點」修正草案對照表、修正後要點草案及原要點，如附件

1、2、3。 

三、 本修訂案業經於 110年 11月 09日 110學年度第 1學期第 2次

系務會議、110年 11月 24日 110學年度第 1學期第 2次教育

學院院務會議討論通過，會議紀錄各如附件 4、5。 

辦法 經教務會議審議通過後實施。 

決議 

一、 第 2點修正為「本系研究生學位授予及研究生學位考試之有關事

項，……」。 

二、 第 3點授予學位名稱修正為： 

(一)本系日間學制碩士班畢業者，將授予教育學碩士(Master of 

Education(M.Ed.) 

(二)本系碩士在職專班畢業者，將授予教育學碩士(Master of 

Education(M.Ed.) 

三、 依據本校「日間學制學位授予暨研究生學位考試實施要」第 10點

研究生申請學位考試應繳交文件，修正要點第 5點第 2款增列「論

文初稿一份」。 

四、 修正條文第6點第1及2款碩士學位考試委員資格1. 曾任教授、副

教授者。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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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節，教育部「學位授予法」及本校「日間學制學位

授予暨研究生學位考試實施要點」已增列助理教授及助研究員等

資格，如學系從嚴規範考試委員資格，予以尊重。 

五、 修正條文第 6點第 3及第 4款「獲有博士學位，且在學術上著有

成就。研究領域屬於稀少性、特殊性學科或屬專業實務，且在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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術或專業上著有成就」一節。教育部「學位授予法」及本校「日

間學制學位授予暨研究生學位考試實施要點」均敘明前揭資格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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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請確認是否已訂有相關基準。 

六、 教育部已於 108年 3月廢止「學位授予法施行細則」，爰第 11點

修正為「本要點未盡事宜，悉依大學法及其施行細則、學位授予

法、各類學位名稱訂定程序授予要件及代替碩士博士論文認定準

則、及有關教育法令辦理之」。 

七、 本案修正要點第 1點將「國立臺北教育大學學位論文申請延後公

開審核作業要點」新增為訂定依據之一，但修正條文中未見新增

相關規範，可參考課程與教學傳播科技研究所 110.11.03教務會議

(提案 13 )通過之新增要點第 17點或本次會議提案 3 幼兒與家庭

教育學系所提之新增要點第 11點進行修正。 

八、修正後通過。 

                           提案單位：教育學院、特殊教育學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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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立臺北教育大學特殊教育學系碩士論文審查暨口試作業要點  附件 1 
修正對照表(草案)

修正條文 現行條文 說明 

一、本要點依據教育部頒之

「大學法」「學位授予

法」、「國立臺北教育大

學學則」及「國立臺北教

育大學日間學制學位授

予暨研究生學位考試實

施要點」、「國立臺北教

育大學碩士在職專班學

位授予暨學位考試實施

要點」、「國立臺北教育

大學學位論文申請延後

公開審核作業要點」等

相關法規訂定之。 

一、本要點依據教育部頒之

「大學法」「學位授予

法」、「國立臺北教育大

學學則」及「國立臺北教

育大學研究生博碩士學

位考試實施要點」等相

關法規訂定之。 

新增「國立臺北教育大學日

間學制學位授予暨研究生學

位考試實施要點」、「國立臺

北教育大學碩士在職專班學

位授予暨學位考試實施要

點」、「國立臺北教育大學學

位論文申請延後公開審核作

業要點」等文字 

二、本系研究生學位授予及

研究生學位考試之有關

事項，依本要點相關規定

辦理。 

新增要點 

三、本系碩士班授予學位，訂

定名稱如下： 

(一)本系日間學制碩士班畢

業者，將授予教育學碩士

(Master of Education 

(M.Ed.) 

(二)本系碩士在職專班畢業

者，將授予教育學碩士

(Master of Education 

(M.Ed.) 

新增要點 

四、論文計畫（計畫口試） 

(四)口試方式：

1.口試委員應親自出席，不得

委託他人為代表。學位考試

以在本校辦理為原則，必要

時以視訊方式辦理或在外

地展演、發表，並應全程錄

影存檔。口試委員為 3 人

（惟若有 2 位擔任共同指

導教授者，得增聘為 4 人），

其中校外委員(含本校兼任教

師)須達 1/3 以上(含 1/3)，

否則不得舉行口試，已口試

者，其口試成績不予採認。 

二、論文計畫（計畫口試） 

(四)口試方式：

1.口試委員應親自出席，不得

委託他人為代表。學位考試

以在本校辦理為原則，必要

時得簽准以視訊方式辦理

或在外地展演、發表。口試

委員為3人（惟若有2位擔

任共同指導教授者，得增聘

為4人），其中校外委員(含本

校兼任教師)須達 1/3 以上

(含 1/3)，否則不得舉行口

試，已口試者，其口試成績

不予採認。 

一、點次變更 

二、同 110 年 7 月本校日間

學制報部核定要點，刪除

「得簽准」，新增「並應全

程錄影存檔」文字。 

三、明定口試會議召集人由校

外委員擔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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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口試會議召集人由校外委

員擔任之。

2.口試會議召集人由口試委

員互推校外委員一人擔任

之。 

五、學位考試（論文口試） 

(二)申請方式：

於口試舉行 4 週前提出申

請。申請時需繳「碩士論文

畢業口試申請書」、「歷年成

績單」正本、「臺灣學術倫理

教育資源中心核發之六小時

(含)以上修課證明」、「學習

護照」正本。 

三、學位考試（論文口試） 

(二)申請方式：

於口試舉行 4 週前提出申

請。申請時需繳「碩士論文畢

業口試申請書」、「歷年成績

單」正本、「學習護照」正本。 

一、點次變更 

二、增加「臺灣學術倫理教育資

源中心核發之六小時(含)

以上修課證明」文字 

(四)口試方式：

1.口試委員應親自出席，不得

委託他人為代表。學位考試

以在本校辦理為原則，必要

時以視訊方式辦理或在外

地展演、發表，並應全程錄

影存檔。口試委員為3人（惟

若有2位擔任共同指導教授

者，得增聘為4 人），其中校

外委員(含本校兼任教師)須

達 1/3 以上(含 1/3)，否則

不得舉行口試，已口試者，

其口試成績不予採認。 

2.口試會議召集人由校外委

員擔任之。

3.研究生商請紀錄至少一人，

就口試過程詳加紀錄。

4.論文口試完畢後，必須由各

口試委員評定分數，不得以

其它名義不予評定成績，其

未評定成績者，以考試不及

格論。各委員所評分數之平

均數達七十分者為論文口

試及格，並簽具口試委員審

定書。但碩士學位考試有二

分之一以上(含二分之一)

出席委員評定為不及格者，

以不及格論。 

(四)口試方式：

1.口試委員應親自出席，不得

委託他人為代表。學位考試

以在本校辦理為原則，必要

時得簽准以視訊方式辦理

或在外地展演、發表。口試

委員為3人（惟若有2位擔

任共同指導教授者，得增聘

為4人），其中校外委員(含本

校兼任教師)須達 1/3 以上

(含 1/3)，否則不得舉行口

試，已口試者，其口試成績

不予採認。 

2.口試會議召集人由口試委

員互推校外委員一人擔任

之。 

3.研究生商請紀錄至少一人，

就口試過程詳加紀錄。

4.論文口試完畢後，必須由各

口試委員評定分數，不得以

其它名義不予評定成績，評

定以一次為限。各委員所評

分數之平均數達七十分者

為論文口試及格，並簽具口

試委員審定書。但碩士學位

考試有二分之一以上(含二

分之一)出席委員評定為不

及格者，以不及格論。 

一、同 110 年 7 月本校日間

學制報部核定要點，刪除

「得簽准」，新增「並應全

程錄影存檔」文字。 

二、明定口試會議召集人由

校外委員擔任。 

三、成績評定文字方式說明，

同110年7月本校日間學

制報部核定要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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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論文修正：口試通過後研

究生須依據口試委員提示意

見詳加修正，經指導教授確

認，填具論文修正確認書送繳

系辦，審核通過後方可送印並

辦理離校手續，餘依校級相關

法規辦理。

(五)論文修正：口試通過後研

究生須依據口試委員提示

意見詳加修正，經指導教授

確認，填具論文修正確認書

送繳系辦，審核通過後方可

送印並辦理離校手續。論文

口試之修正須於口試後一

個月內完成，如有特殊需要，

得填具延期申請書，敘明具

體理由申請延期至多六個

月。逾期未修正論文者，視

同放棄學位。研究生通過學

位考試後，若逾期至次學年

(期)開學日前仍未辦理離校

手續者，應註冊繳費，並以辦

理離校手續完竣之月份授

予學位證書。 

一、同 110 年 7 月本校日間

學制報部核定要點，修正

學位考試後論文修正繳

交期限及應依法送交之

論文資料說明文字。 

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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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並應具備

下列資格之一： 

1.曾任教授、副教授者。

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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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獲有博士學位，且在學術

上著有成就。

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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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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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並應具備下

列資格之一： 

1. 曾任教授、副教授者。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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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獲有博士學位，並領有助

理教授證書者。

一、點次變更 

二、學位考試委員聘任資格

修正同 110 年 7 月本校

日間學制報部核定要

點。 

七、研究生學位論文指導教

授與考試委員人選之推

薦、聘任應符合學術倫

理。指導教授、考試委員

與學生間三者彼此若為

配偶、前配偶及三親等以

內之親屬關係者，應自行

迴避。 

五、研究生學位論文指導教

授與考試委員人選之推

薦、聘任應符合學術倫

理。指導教授、考試委員

與學生間三者彼此若為

配偶、前配偶及三親等以

內之親屬關係者，應自行

迴避。 

點次變更 

八、指導教授需由已具有博

士學位且為本系專任助

理教授以上教師擔任，

六、指導教授需由已具有博

士學位且為本系專任助

理教授以上教師擔任，

點次變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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必要時可與外系或外校

教師共同指導。每位教授

指導研究生總量名額上

限，以每學年度入學各班

別總計最高 10 名為

限。 

必要時可與外系或外校

教師共同指導。每位教授

指導研究生總量名額上

限，以每學年度入學各班

別總計最高 10 名為

限。 

九、更換論文題目、計畫口試

委員或學位論文口試委

員 

如需更換論文題目、口試

委員，經指導教授同意

後，填具「論文題目更換

申請書」、「更換口試委員

申請書」，經系主任(所長)

同意後另聘之。 

七、更換論文題目、計畫口試

委員或學位論文口試委員 

如需更換論文題目、口試

委員，經指導教授同意

後，填具「論文題目更換

申請書」、「更換口試委員

申請書」，經系主任(所長)

同意後另聘之。 

點次變更 

十、更換論文指導教授 

研究生於論文撰寫期間，

如確有必要，經原指導教

授同意，填具「更換指導

教授申請書」，敘明具體

理由，商請新擬聘指導

教授同意後，經系主任

(所長)同意後另聘之。 

八、更換論文指導教授 

研究生於論文撰寫期間，

如確有必要，經原指導教

授同意，填具「更換指導

教授申請書」，敘明具體

理由，商請新擬聘指導

教授同意後，經系主任

(所長)同意後另聘之。 

點次變更 

十一、本要點未盡事宜，悉依

大學法及其施細則、學位授

予法及其施行細則、及有關

教育法令辦理之。 

新增要點 

十二、本要點經系務會議通

過後，報請院務會議及教務

會議審議後實施，修正時亦

同。 

九、本要點經系務會議通過

後，報請院務會議審議後實

施，修正時亦同。 

一、點次變更 

二、符合法規三級三審制，

增加「及教務會議」文

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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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立臺北教育大學特殊教育學系碩士論文審查暨口試作業要點草案 附件 2

102.06.11. 101 學年度第 2 學期第 10 次系務會議訂定 

102.11.20. 102 學年度第 1 學期第 02 次院務會議通過 
104.09.15. 104 學年度第 1 學期第 01 次系務會議修訂 
104.09.30. 104 學年度第 1 學期第 01 次院務會議通過 
107.04.10.  106 學年度第 2 學期第 07 次系務會議修訂 
107.05.23.  106 學年度第 2 學期第 02 次院務會議通過 
110.11.09.  110 學年度第 1 學期第 02 次系務會議修訂 
110.11.24.  110 學年度第 1 學期第 02 次院務會議通過 

一、本要點依據教育部頒之「大學法」「學位授予法」、「國立臺北教育大學學則」及「國立臺北教
育大學日間學制學位授予暨研究生學位考試實施要點」、「國立臺北教育大學碩士在職專班學位
授予暨學位考試實施要點」、「國立臺北教育大學學位論文申請延後公開審核作業要點」等相關
法規訂定之。 

二、本系研究生學位授予及研究生學位考試之有關事項，依本要點相關規定辦理。 

三、本系碩士班授予學位，訂定名稱如下： 

(一)本系日間學制碩士班畢業者，將授予教育學碩士(Master of Education(M.Ed.)

(二)本系碩士在職專班畢業者，將授予教育學碩士(Master of Education(M.Ed.)

四、論文計畫（計畫口試） 

(一)申請資格：

1. 碩士班修業滿一年者。

2. 至少修畢本系所規定之應修科目與學分，共計 18 學分。

3. 已完成論文初稿者，惟已於國內、外取得學位之論文，不得再行提出。

(二)申請方式：

於口試舉行 4週前提出申請。申請時需繳「碩士論文題目申報表」、「擬聘指導教授申請書」、「碩

士論文計畫申請書」、「歷年學分成績表正本」並繳驗「學習護照」正本。 

(三)口試時間：通過申請者，方得依個人申請梯次之規定口試時間舉行計畫口試。

1. 上學期：8月 1日至隔年 1月 31 日止。

2. 下學期：2月 1日至 7月 31 日止。

若未及時於個人申請梯次之口試期間完成計畫口試，需報請系辦撤銷該梯次口試申請，逾

期未撤銷亦未舉行計畫口試者，以一次不及格論。 

(四)口試方式： 

1. 口試委員應親自出席，不得委託他人為代表。學位考試以在本校辦理為原則，必要時以

視訊方式辦理或在外地展演、發表，並應全程錄影存檔。口試委員為3人（惟若有2位

擔任共同指導教授者，得增聘為4人），其中校外委員(含本校兼任教師)須達 1/3 以上(含

1/3)，否則不得舉行口試，已口試者，其口試成績不予採認。

2. 口試會議召集人由校外委員擔任之。

3. 研究生商請紀錄至少一人，就口試過程詳加紀錄。

4. 口試完畢後，由各考試委員評定通過等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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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論文計畫修正：口試通過後研究生須依據口試委員提示意見詳加修正，經指導教授確認，

填具「論文計畫修正確認書」於口試完一個月內送交系辦核備。

五、學位考試（論文口試） 

(一)申請資格：

1. 已通過論文計畫口試者。

2. 至少修畢本系所規定之應修科目與學分，共計 24 學分。

(二)申請方式：

於口試舉行 4 週前提出申請。申請時需繳「碩士論文畢業口試申請書」、「歷年成績單」正本、

「臺灣學術倫理教育資源中心核發之六小時(含)以上修課證明」、「學習護照」正本。

(三)口試時間：

論文口試需在論文計畫口試通過後間隔四個月以上（含口試當日），始得進行。

通過申請者，方得依個人申請梯次之規定口試時間舉行論文口試。

1. 上學期：8月 1日至隔年 1月 31 日止。

2. 下學期：2月 1日至 7月 31 日止。

若未及時於個人申請梯次之口試期間完成論文口試，需報請系辦撤銷該梯次口試申請， 

然需於最高修業年限屆滿前完成學位考試，逾最高修業年限仍未能完成者，勒令退學。 

(四)口試方式：

1. 口試委員應親自出席，不得委託他人為代表。學位考試以在本校辦理為原則，必要時以

視訊方式辦理或在外地展演、發表，並應全程錄影存檔。口試委員為3人（惟若有2位

擔任共同指導教授者，得增聘為4人），其中校外委員(含本校兼任教師)須達 1/3 以上(含

1/3)，否則不得舉行口試，已口試者，其口試成績不予採認。

2. 口試會議召集人由校外委員擔任之。

3. 研究生商請紀錄至少一人，就口試過程詳加紀錄。

4. 論文口試完畢後，必須由各口試委員評定分數，不得以其它名義不予評定成績，其未評

定成績者，以考試不及格論。各委員所評分數之平均數達七十分者為論文口試及格，並

簽具口試委員審定書。但碩士學位考試有二分之一以上(含二分之一)出席委員評定為不

及格者，以不及格論。

5. 論文口試不及格而依規定仍可繼續修業者，得於下一梯次申請重考，重考以一次為限，

重考成績以七十分登錄。

(五)論文修正：口試通過後研究生須依據口試委員提示意見詳加修正，經指導教授確認，填具

論文修正確認書送繳系辦，審核通過後方可送印並辦理離校手續，餘依校級相關法規辦理。 

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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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並應具備下列資格之一： 

1. 曾任教授、副教授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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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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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獲有博士學位，且在學術上著有成就。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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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七、研究生學位論文指導教授與考試委員人選之推薦、聘任應符合學術倫理。指導教授、考試委員

與學生間三者彼此若為配偶、前配偶及三親等以內之親屬關係者，應自行迴避。 

八、指導教授需由已具有博士學位且為本系專任助理教授以上教師擔任，必要時可與外系或外校教

師共同指導。每位教授指導研究生總量名額上限，以每學年度入學各班別總計最高 10 名為限。 

九、更換論文題目、計畫口試委員或學位論文口試委員 

如需更換論文題目、口試委員，經指導教授同意後，填具「論文題目更換申請書」、「更換口試委

員申請書」，經系主任(所長)同意後另聘之。 

十、更換論文指導教授 

研究生於論文撰寫期間，如確有必要，經原指導教授同意，填具「更換指導教授申請書」，敘明具

體理由，商請新擬聘指導教授同意後，經系主任(所長)同意後另聘之。 

十一、本要點未盡事宜，悉依大學法及其施細則、學位授予法及其施行細則、及有關教育法令辦理

之。 

十二、本要點經系務會議通過後，報請院務會議及教務會議審議後實施，修正時亦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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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立臺北教育大學特殊教育學系碩士論文審查暨口試作業要點  (原要點)    附件 3 

102.06.11. 101 學年度第 2 學期第 10 次系務會議訂定 

102.11.20. 102 學年度第 1 學期第 02 次院務會議通過 
104.09.15. 104 學年度第 1 學期第 01 次系務會議修訂 
104.09.30. 104 學年度第 1 學期第 01 次院務會議通過 
107.04.10.  106 學年度第 2 學期第 07 次系務會議修訂 
107.05.23.  106 學年度第 2 學期第 02 次院務會議通過 

一、本要點依據教育部頒之「大學法」「學位授予法」、「國立臺北教育大學學則」及「國立臺北教
育大學研究生博碩士學位考試實施要點」等相關法規訂定之。 

二、論文計畫（計畫口試） 
(一)申請資格：

1. 碩士班修業滿一年者。
2. 至少修畢本系所規定之應修科目與學分，共計 18 學分。
3. 已完成論文初稿者，惟已於國內、外取得學位之論文，不得再行提出。

(二)申請方式：
於口試舉行 4週前提出申請。申請時需繳「碩士論文題目申報表」、「擬聘指導教授申請書」、
「碩士論文計畫申請書」、「歷年學分成績表正本」並繳驗「學習護照」正本。 

(三)口試時間：通過申請者，方得依個人申請梯次之規定口試時間舉行計畫口試。
1. 上學期：8月 1日至隔年 1月 31 日止。
2. 下學期：2月 1日至 7月 31 日止。
若未及時於個人申請梯次之口試期間完成計畫口試，需報請系辦撤銷該梯次口試申請，
逾期未撤銷亦未舉行計畫口試者，以一次不及格論。

(四)口試方式： 
1. 口試委員應親自出席，不得委託他人為代表。學位考試以在本校辦理為原則，必要時

得簽准以視訊方式辦理或在外地展演、發表。口試委員為 3 人（惟若有 2 位擔任
共同指導教授者，得增聘為 4 人），其中校外委員(含本校兼任教師)須達 1/3 以上
(含 1/3)，否則不得舉行口試，已口試者，其口試成績不予採認。

2. 口試會議召集人由口試委員互推校外委員一人擔任之。

3. 研究生商請紀錄至少一人，就口試過程詳加紀錄。

4. 口試完畢後，由各考試委員評定通過等級。

(五)論文計畫修正：口試通過後研究生須依據口試委員提示意見詳加修正，經指導教授確
認，填具「論文計畫修正確認書」於口試完一個月內送交系辦核備。

三、學位考試（論文口試） 
(一)申請資格：

1. 已通過論文計畫口試者。
2. 至少修畢本系所規定之應修科目與學分，共計 24 學分。

(二)申請方式：
於口試舉行4週前提出申請。申請時需繳「碩士論文畢業口試申請書」、「歷年成績單」正
本、「學習護照」正本。

(三)口試時間：
論文口試需在論文計畫口試通過後間隔四個月以上（含口試當日），始得進行。
通過申請者，方得依個人申請梯次之規定口試時間舉行論文口試。
1. 上學期：8月 1日至隔年 1月 31 日止。
2. 下學期：2月 1日至 7月 31 日止。
若未及時於個人申請梯次之口試期間完成論文口試，需報請系辦撤銷該梯次口試申請， 
然需於最高修業年限屆滿前完成學位考試，逾最高修業年限仍未能完成者，勒令退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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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口試方式：
1. 口試委員應親自出席，不得委託他人為代表。學位考試以在本校辦理為原則，必

要時得簽准以視訊方式辦理或在外地展演、發表。口試委員為 3 人（惟若
有 2 位擔任共同指導教授者，得增聘為 4 人），其中校外委員(含本校兼任教師)
須達 1/3 以上(含 1/3)，否則不得舉行口試，已口試者，其口試成績不予採
認。

2. 口試會議召集人由口試委員互推校外委員一人擔任之。

3. 研究生商請紀錄至少一人，就口試過程詳加紀錄。
4. 論文口試完畢後，必須由各口試委員評定分數，不得以其它名義不予評定成績，

評定以一次為限。各委員所評分數之平均數達七十分者為論文口試及格，並簽具
口試委員審定書。但碩士學位考試有二分之一以上(含二分之一)出席委員評定為
不及格者，以不及格論。

5. 論文口試不及格而依規定仍可繼續修業者，得於下一梯次申請重考，重考以一次
為限，重考成績以七十分登錄。

(五)論文修正：口試通過後研究生須依據口試委員提示意見詳加修正，經指導教授確認，
填具論文修正確認書送繳系辦，審核通過後方可送印並辦理離校手續。論文口試之修
正須於口試後一個月內完成，如有特殊需要，得填具延期申請書，敘明具體理由申請延期
至多六個月。逾期未修正論文者，視同放棄學位。研究生通過學位考試後，若逾期至次
學年(期)開學日前仍未辦理離校手續者，應註冊繳費，並以辦理離校手續完竣之月份授
予學位證書。 

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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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並應具備下列資格之一： 
1. 曾任教授、副教授者。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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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獲有博士學位，並領有助理教授證書者。

五、研究生學位論文指導教授與考試委員人選之推薦、聘任應符合學術倫理。指導教授、考
試委員與學生間三者彼此若為配偶、前配偶及三親等以內之親屬關係者，應自行迴避。 

六、指導教授需由已具有博士學位且為本系專任助理教授以上教師擔任，必要時可與外系或
外校教師共同指導。每位教授指導研究生總量名額上限，以每學年度入學各班別總計最
高 10 名為限。 

七、更換論文題目、計畫口試委員或學位論文口試委員 

如需更換論文題目、口試委員，經指導教授同意後，填具「論文題目更換申請書」、「更換口
試委員申請書」，經系主任(所長)同意後另聘之。 

八、更換論文指導教授 

研究生於論文撰寫期間，如確有必要，經原指導教授同意，填具「更換指導教授申請書」，
敘明具體理由，商請新擬聘指導教授同意後，經系主任(所長)同意後另聘之。 

九、本要點經系務會議通過後，報請院務會議審議後實施，修正時亦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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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附件 5  

國立臺北教育大學教育學院

110學年度第 1學期第 2次院務會議紀錄

時間：110年 11月 24 日（三）中午 12時 10 分。 

地點：線上會議

主席：吳麗君院長 記錄：盧麗娟

出席人員：教育系陳慧蓉老師、社發系王淑芬主任、社發系洪士峰老師、

特教系詹元碩主任、特教系柯秋雪老師、幼教系盧 明主任、

幼教系蔡敏玲老師、教經系張芳全主任、教經系徐筱菁老師、

課傳所王俊斌所長、心諮系吳毓瑩老師。

請假人員：教育系黃永和主任、心諮系孫頌賢主任

一、 前次院務會議（110.10.12）決議案執行情形報告(略) 

二、 工作報告：(略) 

三、 主席報告：(略) 

四、 提案討論：(其他案由略) 

案由 4 特殊教育學系「碩士論文審查暨口試作業要點」修訂案，提請審議。 

說明

本案業經於 110 年 11 月 09 日於 110 學年度第 1學期第 2 次系務會議討論通過修正「碩士

論文審查暨口試作業要點」，檢附修正對照表如附件一，草案如附件二，原條文如附件三

及系務會議紀錄如附件四。 

決議

一、修正建議如下: 

第五點(五): 

論文修正:口試通過後研究生須依據口試委員…………審核通過後方可送印並辦理離校手

續。研究生學位考試當學期修訂完成繳交之期限為學期開學日(含)前。……………但經系、

所、學位學程認定涉及機密、專利事項或依法不得提供者，得不予提供或於一定期間內不為

提供。餘依校級相關法規辧理。 

二、修正條文後提送教務會議審議。 

提案單位：特殊教育學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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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案編號：5 

國立臺北教育大學 

110學年度第 1學期第 2次教務會議提案單 

案由 
台灣文化研究所新訂「學位論文申請延後公開審核作業要點」，提

請審議。 

說明 

一、檢附本所「學位論文申請延後公開審核作業要點」及其表件如

附件 1。 

二、本案業經 110年 11月 3日本所 110學年度第 1學期第 2次所

務會議及本院 110學年度第 1學期第 2次院務會議通過，會議

紀錄如附件 2。 

 

辦法 教務會議通過後公告施行。 

決議 

一、 要點第 5 點修正為：擬申請學位……一併提交親筆簽名之本

校「紙本學位論文延後公開申請書」及「國家圖書館學位論文

延後公開申請書」……。 

二、 要點附件標題刪除「申請書暨」文字，修正為「國立臺北教

育大學台灣文化研究所學位論文申請延後公開申請書暨審查

紀錄表」。 

三、 修正後通過。 

                       提案單位：人文藝術學院台灣文化研究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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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臺北教育大學台灣文化研究所 
學位論文申請延後公開審核作業要點

(草案) 

110年 11月 3日 110學年度第一學期第 1次所務會議訂定

一、 本要點依據「學位授予法」及「國立臺北教育大學學位論文申請延

後公開審核作業要點」辦理。 

二、 本所學位論文以公開為原則，不公開為例外。 

三、 取得碩士學位者，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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校圖書館保存之。 

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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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五、 擬申請學位論文不公開或延後公開者，應於申請學位考試時一併提

交「國家圖書館學位論文延後公開申請書」，經本所學位論文申請延

後公開審查委員會審核通過後始得辦理。本項申請以一次為原則。 

六、 本所學位論文申請延後公開審查委員會由所務會議出席委員組成。 

七、 審核標準：審核委員應秉學術專業及同儕共識審慎認定，學位論文

內容經認定涉及以下原因之一者，得同意不予提供或於一定期間內

不為提供: 

（一） 涉及機密。

（二） 專利事項:符合專利法第二條專利種類。

（三） 依法不得提供者。 

八、 本所應妥善保存審核紀錄，必要時提供主管機關查核。審核紀錄影

本應併同學位論文延後公開申請書、紙本論文及電子檔案上網授權

書送交本校圖書館。 

九、 本作業要點如有未盡事宜，依學位授予法及本校相關規定辦理。 

十、 本要點經所務會議通過後，送院務會議及教務會議審議通過後實

施。 

附件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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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臺北教育大學台灣文化研究所

學位論文申請延後公開申請書暨審查紀錄表

申請人姓名
Applicant Name 

學號
Student ID Number 

聯絡電話
Phone Number 

電子郵件
Email Address 

論文名稱
Thesis/Dissertation Title 

申請延後公開原

因
Reason for Embargo 

□涉及機密 Contains information pertaining to the secret：

□專利事項 Patent registration：符合專利法第二條專利種類。

□依法不得提供 Withheld according to the law：

請說明 Please specify： 

審查紀錄 
Review Record 

經   年  月  日   學年度第  學期第  次所務會議審核結果如下： 

□不符合不予公開或延後公開。

□符合下列事項：

涉及機密。

 專利事項：符合專利法第二條專利種類。  

 依法不得提供者。 

得以 不公開   延後至   年   月   日公開 

說明： 

申請人簽名：
Applicant Signature: 

指導教授簽名：
Advisor Signature: 

所長簽名： 審查日期： 
Department Chair Signature:   Review date:           /   /   

【重要說明】 

1. 依教育部台高通字第 0970140061 號函，學位論文以公開利用為原則，若延後公開需訂定合理期限，

其期限至多為 5 年，且應避免永不公開之情況。

2. 依本所之學位論文申請延後公開審核作業要點辦理，申請以一次為原則。

3. 辦理離校時，應將延後公開申請表、審核紀錄表(影本)及紙本論文繳交至圖書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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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台北教育大學台灣文化研究所碩士班

110 學年度第 1 學期第 2 次所務會議紀錄 

時間：110 年 11 月 3 日（三）12：40 

地點：行政大樓 202 室 

主席：何所長義麟                                       紀錄：陳雅芹

出席：方真真老師、王桂蘭老師、翁聖峰老師、陳允元老師、謝欣芩老師、蘇瑞鏘老師

列席：盧子軒

報告案： 

1.11月 14日(日)舉辦 110學年度日間碩士班推薦甄選。 

2.11月 26、27日舉辦第 18屆全國臺灣文學研究生學術研討會。 

3.12月 11日(六)舉辦第 19屆所內研究生論文發表會。 

上次會議執行情形：

1. 獎助學金得獎名單已公告並核發獎金。

2. 高于婷同學及呂珮綾學生發表文史作品獎勵金已核發

壹、討論提案：

提案四

案 由：擬請討論本所「學位論文申請延後公開審核作業要點」。

說  明：本所「學位論文申請延後公開審核作業要點」草案如附件 6。 
決 議：照案通過。 

提案五 
案 由：擬請討論本所胡家銘同學申請「葉俊麟台灣歌謠研究創作獎助金」乙案。

說 明：

1. 本所胡家銘同學畢業論文為「戰後臺灣社會的日本幻影—以軍歌傳唱的演變為中

心」，通過論文口試時間為 110 年 9 月 8 日。

2. 胡同學「葉俊麟台灣歌謠研究創作獎助金」申請表如附件 7、「葉俊麟台灣歌謠

研究創作獎助金設置辦法」如附件 8，請討論獎助金額。

決 議：核發 5000 元。 

附件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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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 立 臺 北 教 育 大 學 人 文 藝 術 學 院 

110 學年度第 1 學期第 2 次院務視訊會議紀錄 

時    間：110 年 12 月 8日 (星期三) 上午 11時 00分 

地    點：線上視訊會議 

主 持 人：張院長欽全  紀錄：黃怡晶 

出席人員：如簽到表 

壹、主席致詞(略)

貳、提案討論

提案 1~3(略) 

提案 4
國 立 臺 北 教 育 大 學 人 文 藝 術 學 院

1 1 0 學 年 度 第 1 學 期 第 2 次 院 務 會 議 提 案 單 

案由 本所「學位論文申請延後公開審核作業要點」，提請審議。 

說明

一、本案業經 110年 11月 3日本所 110學年度第 1 學期第 2次所務會議 

通過，會議紀錄如附件 1。 

二、檢附本所「學位論文申請延後公開審核作業要點」及其表件如附件 2。

辦法 經院務會議通過後，並送教務會議審議。 

決議 照案通過，提送教務會議審議。 

提案單位：台灣文化研究所

提案 5(略) 

參、臨時動議(略) 

肆、散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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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 立 臺 北 教 育 大 學 人 文 藝 術 學 院 
1 1 0 學 年 度 第 1 學 期 第 2 次 院 務 視 訊 會 議 簽 到 表 

時間：110年 12月 8日(星期三)上午 11時 00分 

地點：線上視訊會議 

主持人：張院長欽全   紀錄：黃怡晶 

出席人員：(依姓氏筆劃排列) 

當 然 委 員 票 選 委 員 

人文藝術學院 

  張院長欽全 

音樂學系 

李老師之光 
上課 

臺灣文化研究所 

 何所長義麟 

藝術與造形設計學系 

林老師志明 

音樂學系 

  林主任玲慧 

語文與創作學系 

  廖老師卓成 

文化創意產業經營學系 

林主任義斌 

兒童英語教育學系 

  陳老師湄涵 
請假 

藝術與造形設計學系 

  游主任章雄 

文化創意產業經營學系 

蕭老師旭智 

語文與創作學系 

  鄭主任柏彥 

兒童英語教育學系 

  戴主任雅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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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案編號：6 

國立臺北教育大學 

110學年度第 1學期第 2次教務會議提案單 

案由 
教育學系「補救教學學分學程」與「補救教學微型學分學程」廢

止案，提請討論。 

說明 

一、由本系規劃設置與特教系合作之「補救教學學分學程」與「補救

教學微型學分學程」，經 105學年度第 2學期教務會議通過設

置。 

二、因應教育部學習扶助計畫名稱，本系於 108學年度第 1學期另訂

定「學習扶助學學分學程」與「學習扶助微型學分學程」。 

三、因原申請補救教學學分學程與微型學分學程之學生已陸續畢業，

擬保留「學習扶助學分學程」(含微型學分學程)，廢止「補救教

學學分學程(含微型學分學程)」。檢附補救學分學程辦法與如附

件 1、微型學分學程辦法如附件 2。 

四、檢附本系 110學年度第 1次系務會議紀錄(110.9.14)及 110學年

度第 2次院務會議紀錄(110.11.24)如附件 3。 

 

辦法 經教務會議審議通過後公告廢止。 

決議 
一、 照案通過。 

二、學分學程設置單位仍應輔導已具學程修習資格之學生繼續完成

學分學程之修習。 

                           提案單位：教育學院、教育學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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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

國立臺北教育大學補救教學學分學程設置與修習要點

(廢止) 
105.04.26  104 學年度第 2 學期教育系第 1 次課程委員會通過 
105.09.20  105 學年度第 1 學期教育系第 1 次系所務會議通過 

 106.03.07  105 學年度第 2 學期教育系第 1 次系所務會議通過 
106.04.26  105 學年度第 2 學期教育系第 2 次院務會議通過 

106.5.24  105 學年度第 2 學期第 2 次教務會議通過 

一、依據 

     依據國立臺北教育大學學分學程設置辦理訂定。 

二、設置單位 

    國立臺北教育大學教育學系 

三、協辦單位 

    國立臺北教育大學特殊教育學系 

四、設置宗旨 

     本學程旨在培育擔任國民小學低成就學生補救教學之師資，藉以充實國民小學補救教學 

師資培育及促進專業成長之支援系統，提升國民小學補救教學師資專業能力及補救教育

教學成效。 

五、修讀資格及收費標準 

    本校二年級（含）以上學士班及一年級(含)以上研究所(學位學程)之在校生得申請修習學分學程課程。學

士班學生修習本學程於規定修業年限內，選修各系所另行開班課程者，應繳交學分費；其因修習學分學程

而延長業年限，修習學分數在 9學分以下者，應繳學分費，在 10 學分以上者，應繳交全額學雜費。研究

生應依本校學雜費收費標準繳交學分費。 

六、限修人數 

    每科目招生名額除「補救教學與實習」課程以 35 人為上限外，其他科目以 50 人為原則。 

七、課程規劃及修習規定 

（一）本學程共計 20 學分，應修科目及學分表另訂之，修滿 20 學分者得於畢業證書加

註第二專長；修畢至少一門必修課程及選修課程總計達 10 學分者，發給微型學分

學程證明書。

（二）已在本校修習相關課程且及格者，抵免學分依本校相關規定辦理。

八、申請及核可程序 

（一）申請程序：

請填妥本學程申請表並檢附歷年成績單一份，經所屬系所主管簽核後，向本學程設

置單位提出申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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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申請時間：每學期加退選期間。

（三）核可程序：

學生於畢業前完成本學程總學分要求時，應主動於畢業前 1個月檢附中文歷年成績

單，向本學程設置單位申請核發學程證明書。未經核准修讀者，不得發給學程證明

書。

九、本要點未盡事宜，依本校相關規定辦理。 

十、實施程序 

    本要點經教育學系系所務會議研議，教育學院院務會議通過，送教務會議審議，並經校

長核定後實施，修正時亦同。 

應修科目及學分表 

學程名稱 補救教學學分學程

要求總學分數
一.20 學分(含必修 4 學分、選修至少 16 學分)
二.修畢至少一門必修課程或選修課程總計達 10 學分者，發給「微型

學分學程證明書」。

開設學系 教育學系、特殊教育學系

科目名稱 學分 開課系所 備註

必
修

補救教學概論 2 教育系、特教系 106 學年度新增科目 

補救教學與實習 2 教育系、特教系 106 學年度新增科目 

選

修

教學原理 2 教育系

班級經營 2 教育系

學習評量 2 教育系

思考與教學 2 教育系

學習策略與方法 2 教育系

助人歷程與技巧 2 教育系

教學現場觀察 2 教育系

教學媒體與運用 2 教育系

教學心理學 2 教育系

教學設計與發展 2 教育系

電腦在教育上的應用 2 教育系

童書教學活動設計 2 教育系

適性教學 2 教育系

情意教學理論與實務 2 教育系

數位學習 2 教育系

多元文化教育 2 教育系

當代教學趨勢與議題 2 教育系

課程發展與設計 2 教育系

國民小學國語教材教法 2 教育系

國民小學數學教材教法 2 教育系

特殊教育導論 3 教育系、特教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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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殊教育學生評量 3 特教系 

行為改變技術 2 特教系 

語言發展與矯治 2 特教系 

多元智能理論與應用 2 特教系 

資源教室方案與經營 2 特教系 

學習障礙 2 特教系 

學習困難與補救策略 2 特教系 

特殊教育課程調整與教學設計 2 特教系 

數學教材教法 2 特教系 

國語教材教法 2 特教系 

融合教育理論與實務 2 特教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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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附件 2

國立臺北教育大學教育學系「補救教學微型學分學程」科目表(廢止) 

學分數 修畢至少一門必修課程及選修課程總計達 10 學分者，發給「微
型學分學程證明書」。

開設學系 教育學系、特殊教育學系

科目名稱 學分 開課系所 備註

必
修

補救教學概論 2 教育系、特教系 106 學年度新增科目 

補救教學與實習 2 教育系、特教系 106 學年度新增科目 

選

修

教學原理 2 教育系

班級經營 2 教育系

學習評量 2 教育系

思考與教學 2 教育系

學習策略與方法 2 教育系

助人歷程與技巧 2 教育系

教學現場觀察 2 教育系

教學媒體與運用 2 教育系

教學心理學 2 教育系

教學設計與發展 2 教育系

電腦在教育上的應用 2 教育系

童書教學活動設計 2 教育系

適性教學 2 教育系

情意教學理論與實務 2 教育系

數位學習 2 教育系

多元文化教育 2 教育系

當代教學趨勢與議題 2 教育系

課程發展與設計 2 教育系

國民小學國語教材教法 2 教育系

國民小學數學教材教法 2 教育系

特殊教育導論 3 教育系、特教系

特殊教育學生評量 3 特教系 

行為改變技術 2 特教系 

語言發展與矯治 2 特教系 

多元智能理論與應用 2 特教系 

資源教室方案與經營 2 特教系 

學習障礙 2 特教系 

學習困難與補救策略 2 特教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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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殊教育課程調整與教學設計 2 特教系 

數學教材教法 2 特教系 

國語教材教法 2 特教系 

融合教育理論與實務 2 特教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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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附件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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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立臺北教育大學教育學院

110 學年度第 1 學期第 2 次院務會議紀錄

時間：110 年 11 月 24 日（三）中午 12 時 10 分。 

地點：線上會議

主席：吳麗君院長 記錄：盧麗

娟

出席人員：教育系陳慧蓉老師、社發系王淑芬主任、社發系洪士峰老師、

特教系詹元碩主任、特教系柯秋雪老師、幼教系盧 明主任、

幼教系蔡敏玲老師、教經系張芳全主任、教經系徐筱菁老師、

課傳所王俊斌所長、心諮系吳毓瑩老師。

請假人員：教育系黃永和主任、心諮系孫頌賢主任

一、 前次院務會議（110.10.12）決議案執行情形報告(略) 

二、 工作報告：(略) 

三、 主席報告：(略) 

四、 提案討論：

案由 1 教育學系「補救教學學分學程」與「補救教學微型學分學程」廢止案，提請討論。 

說明

一、由本系規劃設置與特教系合作之「補救教學學分學程」與「補救教學微型學分學

程」，經 105 學年度第 2 學期教務會議通過設置。 

二、因應教育部學習扶助計畫名稱，本系於 108 學年度第 1 學期另訂定「學習扶助學學分

學程」與「學習扶助微型學分學程」。 

三、因原申請補救教學學分學程與微型學分學程之學生已陸續畢業，擬保留「學習扶助學

分學程」(含微型學分學程)，廢止「補救教學學分學程(含微型學分學程)」。檢附補

救學分學程辦法與如附件一、微型學分學程辦法如附件二。 

四、檢附本系 110.9.14 系務會議紀錄如附件三。 

決議 照案通過，提請教務會議審議。 

提案單位：教育學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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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案編號：7 

國立臺北教育大學 

110學年度第 1學期第 2次教務會議提案單 

案由 
特殊教育學系修訂「辦理學生抵免學分實施要點」案，提請審

議。 

說明 

一、 本系「辦理學生抵免學分實施要點」擬依據本校母法規定修正。 

二、 檢附「特殊教育學系辦理學生抵免學分實施要點」修正草案對

照表、修正後要點及原要點如附件 1、2、3。 

三、 本案業經特殊教育學系 110年 10月 5日系務會議、110年 11

月 24日院務會議修正通過，會議紀錄如附件 4。 

辦法 經教務會議備查後施行。 

決議 

一、 依據本校「學生抵免學分實施要點」第 9點規定，各系、

所、學位學程學分抵免相關事宜應送教務會議審議後公告實

施。爰第 8點修正為「提教務會議審議後公告實施」。 

二、 修正後通過。 

                               提案單位：教育學院、特殊教育學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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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 

國立臺北教育大學特殊教育學系辦理學生抵免學分實施要點 

修正條文對照表(草案) 

修正條文 現行條文 說明 

三、抵免學分之規定如下： 

（一）申請時間：

1.入學新生：以入學第1學年

第1學期本校行事曆所訂抵

免申請期間內提出申請，且

以1次辦理為限。 

2.轉系（所）生：以轉入本系

（所）第1學期本校行事曆所

訂抵免申請期間內提出申

請，且以1次辦理為限。 

3.雙主修生：以獲准修讀後，

本校行事曆所訂抵免申請

期間內提出申請，且以每

學期辦理1次為原則。（以

本系為輔系者，一律不得

辦理抵免）

三、抵免學分之規定如下： 

（一）申請時間：

1.入學新生：以入學第1學年

第1學期本校行事曆所訂抵

免申請期間內提出申請，且

以1次辦理為限。

2.轉系（所）生：以轉入本系

（所）第1學期本校行事曆所

訂抵免申請期間內提出申請

，且以1次辦理為限。

3.雙主修生及學分學程者：

以獲准修讀後，本校行事

曆所訂抵免申請期間內提

出申請，且以每學期辦理1

次為原則。（以本系為輔系

者，一律不得辦理抵免）

依本校母法「國立臺北教育

大學學生抵免學分實施要

點」（110.06.25 備查）修

正。 

三、抵免學分之規定如下： 

（二）抵免學分總數：

1.入學新生：以不超過應修

畢業總學分的四分之一。 

2.轉系（所）生：以不超過

應修畢業總學分的四分之

一。 

3.雙主修生：以不超過應修

總學分的四分之一。 

4.轉學生（大學部）：轉入2

年級者，抵免學分數上限為

30學分；轉入3年級者，抵免

學分數上限為60學分；自轉

入年級起，每學期至少應修

學分數不得減少。 

三、抵免學分之規定如下： 

（二）抵免學分總數：

1.入學新生：以不超過應修

畢業總學分的四分之一。 

2.轉系（所）生：原修習科

目為進入本校之前修習者，

以不超過應修畢業總學分的

四分之一。原修習科目為在

本校修習者，均可辦理抵

免。 

3.雙主修生及學分學程者：

限原修習科目在本校修習

者，雙主修生以不超過應修

總學分的四分之一；學分學

程者則均可辦理抵免。 

4.轉學生（大學部）：轉入2

年級者，抵免學分數上限為

50學分；轉入3年級者，抵免

學分數上限為100學分；自轉

入年級起，每學期至少應修

學分數不得減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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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本要點經系務會議、教

育學院院務會議通過、提教

務會議備查後施行。 

八、本要點經系務會議、教

育學院院務會議通過、提教

務會議備查後，經校長核定

後施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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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2 

國立臺北教育大學特殊教育學系辦理學生抵免學分實施要點 

（修正後草案） 

98.02.17 97 學年度第2 學期系務會議討論通過 

98.03.18 97 學年度第2 學期第1 次院務會議通過 

98.06.03 97 學年度第2 學期第2 次教務會議通過 

110.10.05 110 學年度第1 學期第1 次系務會議通過 

110.11.24 110 學年度第1 學期第2 次院務會議通過 

一、依「國立臺北教育大學辦理學生抵免學分實施要點」之規定訂定之。 

二、本要點適用對象為本系大學部、碩士班學生，除進修學院班別另訂外，悉依本要點規定辦理。 

三、抵免學分之規定如下： 

（一）申請時間：

1.入學新生：以入學第1學年第1學期本校行事曆所訂抵免申請期間內提出申請，且以1次辦理

為限。 

2.轉系（所）生：以轉入本系（所）第1學期本校行事曆所訂抵免申請期間內提出申請，且以1

次辦理為限。 

3.雙主修生：以獲准修讀後，本校行事曆所訂抵免申請期間內提出申請，且以每

學期辦理1次為原則。（以本系為輔系者，一律不得辦理抵免） 

4.轉學生（大學部）：以轉入本系第1學期本校行事曆所訂抵免申請期間內提出申請，且以1次

辦理為限。 

5.國際交換學生及經核准修習跨國學位、雙學位學生：應於返國後二個月內，檢附國外學校英

文成績單正本提出申請。 

（二）抵免學分總數：

1.入學新生：以不超過應修畢業總學分的四分之一。

2.轉系（所）生：以不超過應修畢業總學分的四分之一。

3.雙主修生：以不超過應修總學分的四分之一。

4.轉學生（大學部）：轉入2年級者，抵免學分數上限為30學分；轉入3年級者，抵免學分數上限為

60學分；自轉入年級起，每學期至少應修學分數不得減少。

（三）申請抵免科目與原修習科目名稱、學分數、內容應相同，或以學分數多者抵免學分數少者，

若科目名稱不同時，應同時檢附教學大綱或相關教材筆記方可受理。 

（四）抵免最低成績標準大學部 60 分為原則，碩士班70 分為原則。

（五）五年制專科學校畢(結)業之學生，其1年級至3年級修習之科目不得辦理抵免。

四、申請抵免學分以入學或轉入年級之所屬系所課程結構為抵免之依據。 

五、抵免學分之審核，若申請抵免科目與原修習科目名稱相同時，由系主任審核，若申請抵免科目

與原修習科目名稱不同時，應加會相關領域專任教師意見。 

六、其他如「抵免學分之原則、獲准抵免學分後申請提高編級、抵免科目學分流程」等規定，悉依

「國立臺北教育大學辦理學生抵免學分實施要點」及有關法規辦理。 

七、本要點未盡事宜，依本校相關規定及法令辦理。 

八、本要點經系務會議、教育學院院務會議通過、提教務會議備查後施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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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3 

國立臺北教育大學特殊教育學系辦理學生抵免學分實施要點 

（原要點） 

98.02.17 97 學年度第2 學期系務會議討論通過 

98.03.18 97 學年度第2 學期第1 次院務會議通過 

98.06.03 97 學年度第2 學期第2 次教務會議通過 

一、依「國立臺北教育大學辦理學生抵免學分實施要點」之規定訂定之。 

二、本要點適用對象為本系大學部、碩士班學生，除進修學院班別另訂外，悉依本要點規定辦理。 

三、抵免學分之規定如下： 

（一）申請時間：

1.入學新生：以入學第1學年第1學期本校行事曆所訂抵免申請期間內提出申請，且以1次辦理

為限。 

2.轉系（所）生：以轉入本系（所）第1學期本校行事曆所訂抵免申請期間內提出申請，且以1

次辦理為限。 

3.雙主修生及學分學程者：以獲准修讀後，本校行事曆所訂抵免申請期間內提出申請，且以每

學期辦理1次為原則。（以本系為輔系者，一律不得辦理抵免） 

4.轉學生（大學部）：以轉入本系第1學期本校行事曆所訂抵免申請期間內提出申請，且以1次

辦理為限。 

5.國際交換學生及經核准修習跨國學位、雙學位學生：應於返國後二個月內，檢附國外學校英

文成績單正本提出申請。 

（二）抵免學分總數：

1.入學新生：以不超過應修畢業總學分的四分之一。

2.轉系（所）生：原修習科目為進入本校之前修習者，以不超過應修畢業總學分的四分之一。原修

習科目為在本校修習者，均可辦理抵免。 

3.雙主修生及學分學程者：限原修習科目在本校修習者，雙主修生以不超過應修總學分的四分之

一；學分學程者則均可辦理抵免。 

4.轉學生（大學部）：轉入2年級者，抵免學分數上限為50學分；轉入3年級者，抵免學分數上限為

100學分；自轉入年級起，每學期至少應修學分數不得減少。 

（三）申請抵免科目與原修習科目名稱、學分數、內容應相同，或以學分數多者抵免學分數少者，

若科目名稱不同時，應同時檢附教學大綱或相關教材筆記方可受理。 

（四）抵免最低成績標準大學部 60 分為原則，碩士班70 分為原則。

（五）五年制專科學校畢(結)業之學生，其1年級至3年級修習之科目不得辦理抵免。

四、申請抵免學分以入學或轉入年級之所屬系所課程結構為抵免之依據。 

五、抵免學分之審核，若申請抵免科目與原修習科目名稱相同時，由系主任審核，若申請抵免科目

與原修習科目名稱不同時，應加會相關領域專任教師意見。 

六、其他如「抵免學分之原則、獲准抵免學分後申請提高編級、抵免科目學分流程」等規定，悉依

「國立臺北教育大學辦理學生抵免學分實施要點」及有關法規辦理。 

七、本要點未盡事宜，依本校相關規定及法令辦理。 

八、本要點經系務會議、教育學院院務會議通過、提教務會議備查後，經校長核定後施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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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4 

-151-



視訊會議簽到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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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立臺北教育大學教育學院

110 學年度第 1 學期第 2 次院務會議紀錄

時間：110 年 11 月 24 日（三）中午 12 時 10 分。 

地點：線上會議

主席：吳麗君院長 記錄：盧麗娟

出席人員：教育系陳慧蓉老師、社發系王淑芬主任、社發系洪士峰老師、

特教系詹元碩主任、特教系柯秋雪老師、幼教系盧 明主任、

幼教系蔡敏玲老師、教經系張芳全主任、教經系徐筱菁老師、

課傳所王俊斌所長、心諮系吳毓瑩老師。

請假人員：教育系黃永和主任、心諮系孫頌賢主任

一、 前次院務會議（110.10.12）決議案執行情形報告(略) 

二、 工作報告：(略) 

三、 主席報告：(略) 

四、 提案討論：(其他案由略) 

案由 5 特殊教育學系「辦理學生抵免學分實施要點」修訂案，提請審議。 

說明

四、 本系「辦理學生抵免學分實施要點」擬依據本校母法規定修正。 

五、 檢附修正條文對照表、修正後草案及原要點如附件 1、2、3。 

六、 本案業經特殊教育學系 110 年 10 月 5 日系務會議討論通過，會議紀錄如附件 4。 

決議

一、修正建議如下: 

第 8 點: 

本要點經系務會議、教育學院院務會議通過、提教務會議備查後，經校長核定後施行。 

二、修正條文後提送教務會議備查。 

提案單位：特殊教育學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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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案編號：8 

國立臺北教育大學 

110 學年度第 1 學期第 2 次教務會議提案單 

案由 
特殊教育學系修訂「優秀新生全額獎學金設置要點」案，提請討

論。 

說明 

一、 依 110 年 6 月 30 日「本校優秀新生全額獎學金核獎及續領

資格規定研商會議」決議，修訂本系之「優秀新生全額獎學金

設置要點」。 

二、 檢附「特殊教育學系優秀新生全額獎學金設置要點」修正草

案對照表、修正後要點草案及原要點如附件 1、2、3。 

三、 本修訂案業經特殊教育學系 110 年 10 月 5 日系務會議討論

通過，會議紀錄如附件 4。 

辦法 經教務會議審議通過後公告實施。 

決議 

一、 依據本校「優秀新生全額獎學金設置要點」第 6 點規定，本修正

案第 6 點第 1 款爰請修正為「本系於教務處公告期限內將新生獲

獎名單送教務處。」及修正第 6 點第 3 款為「本系於每學期教務

處公告期限內將續領學生名單造冊送教務處憑辨。」以符合實際

執行現況。 

二、修正後通過。 

                           提案單位：特殊教育學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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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 

國立臺北教育大學特殊教育學系優秀新生全額獎學金設置要點 

修正草案對照表 

修正條文 現行條文 說明 

五、核獎資格： 

(一)當學年度大學甄選「申

請入學」、「繁星推薦」

學科能力測驗，四科中至

少有三科頂標一科前標以

上者，擇優錄取一名。同

級分參酌依序為：1.學測

英文級分、2.學測國文級

分、3.學測數學級分。 

(二) 入學後學業總平均成績

每學期應達所屬班級前10%

以內(採四捨五入)。操行

成績每學期應達80分以上

，並無遭記過（含）以上

處分者。

五、核獎資格： 

(一)當學年度大學甄選「

個人申請」、「繁星推

薦」學科能力測驗，四

科中至少有三科頂標一

科前標以上者，擇優錄

取一名。同級分參酌依

序為：1.學測英文級分

、2.學測國文級分、3.

學測數學級分。 

(二) 入學後學業總平均

成績每學期應為所屬班

級之排名前10名以內。

操行成績每學期應達80

分以上，並無遭記過（

含）以上處分者。

依本校 110.06.30 優秀新

生全額獎學金核獎及續領

資格規定研商會議修正。 

十一、本要點經系務會議及

教務會議審議通過後公告施

行。 

十一、本要點經系務會議

及教務會議通過，送校長

核定後公告施行。 

依教育部 110 年 7 月 15 

日臺教高( 二 ) 字第 

1100081325 號函修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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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2 

國立臺北教育大學特殊教育學系優秀新生全額獎學金設置要點 

（修正後草案） 

104.12.08 104學年度第1學期第4次系務會蟻通過 

105.01.08 104學年度第1學期第5次系務會議通過 

105.03.23 104學年度第2學期第1次教務會議通過 

106.11.14 106學年度第1學期第3次系務會議通過 

106.12.13 106學年度第1學期第2次教務會議通過 

107.10.30 107學年度第1學期第2次系務會議通過 

110.10.05 110學年度第1學期第1次系務會議通過 

一、為鼓勵優秀學生進入本校特殊教育學系就讀，依據本校「國立臺北教育大學優秀新生全

額奬學金設置要點」，特訂定「國立臺北教育大學特殊教育學系優秀新生全額獎學金設置

要點」（以下簡稱本要點）。 

二、核獎對象：一0八學年度起入學本校特殊教育學系（以下簡稱本系）之日間學制學士班

新生，惟已具學雜費、學分費全額減免之學生及公費生不適用。 

三、核獎名額：每學年本系學士班新生乙名。 

四、核獎金額及年限： 

甲、本獎學金以學雜費、學分費全額減免方式辦理，並不得與校內其他獎學金重複兼領

。 

乙、學士班最高減免四年。

五、核獎資格： 

(一)當學年度大學甄選「申請入學」、「繁星推薦」學科能力測驗，四科中至少有三科

頂標一科前標以上者，擇優錄取一名。同級分參酌依序為：1.學測英文級分、2.學

測國文級分、3.學測數學級分。

(二)入學後學業總平均成績每學期應達所屬班級前10%以內(採四捨五入)。操行成績每

學期應達80分以上，並無遭記過（含）以上處分者。

六、核獎程序： 

(一)於放榜後二週內將新生獲獎名單送教務處。

(二)教務處彙整新生獲獎名單並簽請校長核定後，全額減免學雜費、學分費。

(三)於每學期開學後一週內將續領學生名單造冊送教務處憑辨。

七、終止核獎對象： 

(一)入學當學期申請保留入學資格或休學者。

(二)就讀期間自願放棄或因退學、轉學或其他原因離校者。

(三)前一學期未達本系所訂核獎資格者或在學期間轉系者。

因上述原因終止核獎者，缺額不予遞捕。

八、獲本獎學金者，優先提供本系工讀或教學助理之機會。 

九、獲獎人每學期提供成績單正本，作為續獎證明。其所繳納之資料，如有偽造、假借丶塗

改之不實情事，經發現者，即刻撤銷獲獎資格，並應繳回已領奬學金。 

十、本要點未盡事宜，悉依本校學則暨相關法令規定辦理。 

十一、本要點經系務會議及教務會議審議通過後公告施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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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3 

國立臺北教育大學特殊教育學系優秀新生全額獎學金設置要點 

（原要點） 

104.12.08 104學年度第1學期第4次系務會蟻通過 

105.01.08 104學年度第1學期第5次系務會議通過 

105.03.24 104學年度第2學期第1次教務會議通過 

106.11.14 106學年度第1學期第3次系務會議通過 

106.12.13 106學年度第1學期第2次教務會議通過 

107.10.30 107學年度第1學期第2次系務會議通過 

一、為鼓勵優秀學生進入本校特殊教育學系就讀，依據本校「國立臺北教育大學優秀新生全

額奬學金設置要點」，特訂定「國立臺北教育大學特殊教育學系優秀新生全額獎學金設置

要點」（以下簡稱本要點）。 

二、核獎對象：一0八學年度起入學本校特殊教育學系（以下簡稱本系）之日間學制學士班

新生，惟已具學雜費、學分費全額減免之學生及公費生不適用。 

三、核獎名額：每學年本系學士班新生乙名。 

四、核獎金額及年限： 

甲、本獎學金以學雜費、學分費全額減免方式辦理，並不得與校內其他獎學金重複兼領

。 

乙、學士班最高減免四年。

五、核獎資格： 

(一)當學年度大學甄選「個人申請」、「繁星推薦」學科能力測驗，四科中至少有三科

頂標一科前標以上者，擇優錄取一名。同級分參酌依序為：1.學測英文級分、2.學

測國文級分、3.學測數學級分。

(二)入學後學業總平均成績每學期應為所屬班級之排名前10名以內。操行成績每學期應

達80分以上，並無遭記過（含）以上處分者。

六、核獎程序： 

(一)於放榜後二週內將新生獲獎名單送教務處。

(二)教務處彙整新生獲獎名單並簽請校長核定後，全額減免學雜費、學分費。

(三)於每學期開學後一週內將續領學生名單造冊送教務處憑辨。

七、終止核獎對象： 

(一)入學當學期申請保留入學資格或休學者。

(二)就讀期間自願放棄或因退學、轉學或其他原因離校者。

(三)前一學期未達本系所訂核獎資格者或在學期間轉系者。

因上述原因終止核獎者，缺額不予遞捕。

八、獲本獎學金者，優先提供本系工讀或教學助理之機會。 

九、獲獎人每學期提供成績單正本，作為續獎證明。其所繳納之資料，如有偽造、假借丶塗

改之不實情事，經發現者，即刻撤銷獲獎資格，並應繳回已領奬學金。 

十、本要點未盡事宜，悉依本校學則暨相關法令規定辦理。 

十一、本要點經系務會議及教務會議通過，送校長核定後公告施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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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案編號：9 

國立臺北教育大學 

110學年度第 1學期第 2次教務會議提案單 

案由 
有關兒童英語教育學系「優秀新生全額獎學金設置要點」續領資格

規定修正，提請討論。 

說明 

一、 配合本校110年6月30日「優秀新生全額獎學金核獎及續領資格

規定研商會議」決議，須調整獲獎者之續領資格規定。碩士生

續領資格須修正為「前一學期學業平均成績為全班前三名」。 

二、 檢附「優秀新生全額獎學金設置要點」修正草案對照表、修

正後要點及原要點如附件 1、2、3。 

三、 本案業經 110年 7月 27日 109學年度第 2學期第 7次系務會

議及本院 110 學年度第 1 學期第 2 次院務會議通過，會議紀

錄如附件 4。 

辦法 教務會議通過後公告施行。 

決議 

一、 依據本校「優秀新生全額獎學金設置要點」第 6點規定，本修正

案第 7點第 3款爰請修正為「本系於每學期教務處公告期限內將

續領學生名單造冊送教務處憑辨。」以符合實際執行現況。 

二、 修正後通過。 

                     提案單位：人文藝術學院兒童英語教育學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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兒英系優秀新生全額獎學金設置要點修正條文對照表

修正後條文 現行條文 說明

八、入學後每學期成績

應達標準：

(一) 入學後前一學期

學業平均成績為全

班前三名。本系專

門必、選修課程碩

士班二年級修習至

少 4 學分（含）以

上、碩士班一年級

修習至少 6 學分

（含）以上。

八、入學後每學期成績

應達標準：

(一) 入學後每學期總

成績及操行成績

皆達85分（含）以

上。而此總成績計

算採前一學期成

績，僅計算本系專

門必、選修課程：

碩士班二年級修

習至少4學分（含）

以上、碩士班一年

級修習至少6學分

（含）以上。

將「入學後前一學期學

業平均成績為全班前

三名」納入規定。

十、本要點適用對象為

111 學年度起入學

之新生。

十、本要點適用對象為

一○五學年度起

入學之新生。

附件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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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臺北教育大學兒童英語教育學系優秀新生全額獎學金設置要點

修正草案

105.1.13 (104)學年度第 1 學期第 5 次系務會議通過 
105.3.23 (104)學年度第 2 學期第 1 次教務會議通過 
107.3.07 (106)學年度第 2 學期第 1 次系務會議通過 
107.9.25 (107)學年度第 1 學期第 1 次系務會議通過 
107.10.4(107)學年度第 1 學期第 1 次院務會議通過 

107.10.24(107)學年度第 1 學期第 1 次教務會議審議通過 
107.11.21 (107)學年度第 1 學期第 3 次系務會議通過 
107.11.29(107)學年度第 1 學期第 2 次院務會議通過 

107.12.12(107)學年度第 1 學期第 2 次教務會議審議通過 

一、依據：國立臺北教育大學（以下簡稱本校）優秀新生全額獎學金設置

要點。

二、核獎對象：兒童英語教育學系(以下簡稱本系)日間學制碩士班新生，

惟已具學雜費、學分費全額減免之學生及公費生不適用。

三、核獎名額：每學年乙名。

四、核獎金額及年限：本獎學金以學雜費、學分費全額減免方式辦理，並

不得與校內其他獎學金重複兼領。最高減免二年。

五、申請資格：

錄取公告榜單正取生前 30%，且符合下列任一資格者。 
(一) 入學當學年度錄取任一國立大學英語教育及語言學相關領域研

究所。

(二) 通過符合相當於歐洲語言學習、教學、評量共同參考架構

(Common European Framework of Reference for Languages:
Learning, teaching, assessment)B2 級(含)以上英語考試檢定。

六、申請方式：

(一)申請時間：招生簡章考試結果公告日起至入學報到日止。 
(二)檢附資料：

1.本校招生考試入學成績單。

2.當年度錄取任一公立大學英語教育及語言學相關領域研究所或

通過英語考試鑑定之證明文件。

七、核獎程序：

(一)經本系系務會議審查後，獲獎名單送教務處。 
(二)教務處彙整新生獲獎名單並簽請校長核定後，全額減免學雜費、學

分費。

(三)每學期開學後一週內將續領學生名單造冊送教務處憑辦。

八、入學後每學期成績應達標準：

(一) 入學後每學期總成績及操行成績皆達85分（含）以上。而此總成

績計算採前一學期成績，僅計算本系專門必、選修課程：入學後

前一學期學業平均成績為全班前三名。本系專門必、選修課程碩

附件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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士班二年級修習至少4學分（含）以上、碩士班一年級修習至少6
學分（含）以上。

(二) 前一學期成績未有任一修習科目成績不及格或任一科目申請停修

。

(三) 每學期操行成績皆達 85 分（含）以上。 
九、終止核獎對象：

(一)入學當學期申請保留入學資格或休學者。

(二)就讀期間自願放棄或因退學、轉學或其他原因離校者。

(三)前一學期未達本系訂成績標準者。

因上述原因終止核獎者，缺額不予遞補。

十、本要點適用對象為一○五 111 學年度起入學之新生。 
十一、本要點未盡事宜，悉依本校學則暨相關法令規定辦理。

十二、本要點經系務會議、院務會議及教務會議通過，送校長核定後公告

施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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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臺北教育大學兒童英語教育學系優秀新生全額獎學金設置要點(原要點)

105.1.13 (104)學年度第 1 學期第 5 次系務會議通過 
105.3.23 (104)學年度第 2 學期第 1 次教務會議通過 
107.3.07 (106)學年度第 2 學期第 1 次系務會議通過 
107.9.25 (107)學年度第 1 學期第 1 次系務會議通過 
107.10.4(107)學年度第 1 學期第 1 次院務會議通過 

107.10.24(107)學年度第 1 學期第 1 次教務會議審議通過 
107.11.21 (107)學年度第 1 學期第 3 次系務會議通過 
107.11.29(107)學年度第 1 學期第 2 次院務會議通過 

107.12.12(107)學年度第 1 學期第 2 次教務會議審議通過 
110.7.27 (109)學年度第 2 學期第 7 次系務會議通過 

一、依據：國立臺北教育大學（以下簡稱本校）優秀新生全額獎學金設置

要點。

二、核獎對象：兒童英語教育學系(以下簡稱本系)日間學制碩士班新生，

惟已具學雜費、學分費全額減免之學生及公費生不適用。

三、核獎名額：每學年乙名。

四、核獎金額及年限：本獎學金以學雜費、學分費全額減免方式辦理，並

不得與校內其他獎學金重複兼領。最高減免二年。

五、申請資格：

錄取公告榜單正取生前 30%，且符合下列任一資格者。 
(一) 入學當學年度錄取任一國立大學英語教育及語言學相關領域研

究所。

(二) 通過符合相當於歐洲語言學習、教學、評量共同參考架構

(Common European Framework of Reference for Languages:
Learning, teaching, assessment)B2 級(含)以上英語考試檢定。

六、申請方式：

(一)申請時間：招生簡章考試結果公告日起至入學報到日止。 
(二)檢附資料：

1.本校招生考試入學成績單。

2.當年度錄取任一公立大學英語教育及語言學相關領域研究所或

通過英語考試鑑定之證明文件。

七、核獎程序：

(一)經本系系務會議審查後，獲獎名單送教務處。 
(二)教務處彙整新生獲獎名單並簽請校長核定後，全額減免學雜費、學

分費。

(三)每學期開學後一週內將續領學生名單造冊送教務處憑辦。

八、入學後每學期成績應達標準：

(一) 入學後每學期總成績及操行成績皆達85分（含）以上。而此總成

績計算採前一學期成績，僅計算本系專門必、選修課程：碩士班

二年級修習至少4學分（含）以上、碩士班一年級修習至少6學分

（含）以上。

附件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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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前一學期成績未有任一修習科目成績不及格或任一科目申請停修

。

(三) 每學期操行成績皆達 85 分（含）以上。 
九、終止核獎對象：

(一)入學當學期申請保留入學資格或休學者。

(二)就讀期間自願放棄或因退學、轉學或其他原因離校者。

(三)前一學期未達本系訂成績標準者。

因上述原因終止核獎者，缺額不予遞補。

十、本要點適用對象為一○五學年度起入學之新生。

十一、本要點未盡事宜，悉依本校學則暨相關法令規定辦理。

十二、本要點經系務會議、院務會議及教務會議通過，送校長核定後公告

施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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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臺北教育大學兒童英語教育學系（含英語教育碩士班）

109 學年度第 2 學期第 7 次系務會議紀錄 

時間：110 年 7 月 27 日（二）12：00 
地點：線上會議

主席：賴主任維菁

出席人員：如簽到簿所列 紀錄：吳明蒨

壹、 工作報告 (略)

貳、 提案討論

案由一：(略) 

案由二：有關本系「優秀新生全額獎學金設置要點」續領資格規定修正案，

提請討論。

說  明：

一、 本校於110年6月30日召開「優秀新生全額獎學金核獎及續領資格規

定研商會議」決議，須調整獲獎者之續領資格規定。碩士生續領資

格須修正為「前一學期學業平均成績為全班前三名」，會議紀錄如

附件2-1。 
二、 本系修正條文對照表及修正後草案如附件2-2。 

擬  辦：本案修正通過後，提送110學年度院務會議及教務會議審議。 
決  議：照案通過，提送110學年度院務會議及教務會議審議。 

案由三： (略) 
案由四： (略) 

參、臨時動議 (無) 

肆、散會 13:15

附件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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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 立 臺 北 教 育 大 學 人 文 藝 術 學 院 

110 學年度第 1 學期第 2 次院務視訊會議紀錄 

時    間：110 年 12 月 8日 (星期三) 上午 11時 00分 

地    點：線上視訊會議 

主 持 人：張院長欽全  紀錄：黃怡晶 

出席人員：如簽到表 

壹、主席致詞(略)

貳、提案討論

提案 1~2(略) 

提案 3

國 立 臺 北 教 育 大 學 人 文 藝 術 學 院

1 1 0 學 年 度 第 1 學 期 第 2 次 院 務 會 議 提 案 單 

案由
有關兒童英語教育學系「優秀新生全額獎學金設置要點」續領資格規定修正，

提請討論。

說明

一、 本案業經 110 年 7 月 27 日 109 學年度第 2 學期第 7 次系務會議通過，

會議紀錄如附件 1。 
二、配合本校110年6月30日「優秀新生全額獎學金核獎及續領資格規定研商會

議」決議，須調整獲獎者之續領資格規定。碩士生續領資格須修正為「前

一學期學業平均成績為全班前三名」。

三、修正對照表、修正草案及修正後條文如附件2。 

辦法 經院務會議通過後，提送教務會議審議。  

決議 照案通過，提送教務會議審議。 

提案單位：兒童英語教育學系

提案 4~5(略) 

參、臨時動議(略) 

肆、散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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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 立 臺 北 教 育 大 學 人 文 藝 術 學 院 
1 1 0 學 年 度 第 1 學 期 第 2 次 院 務 視 訊 會 議 簽 到 表 

時間：110年 12月 8日(星期三)上午 11時 00分 

地點：線上視訊會議 

主持人：張院長欽全   紀錄：黃怡晶 

出席人員：(依姓氏筆劃排列) 

當 然 委 員 票 選 委 員 

人文藝術學院 

  張院長欽全 

音樂學系 

李老師之光 
上課 

臺灣文化研究所 

 何所長義麟 

藝術與造形設計學系 

林老師志明 

音樂學系 

  林主任玲慧 

語文與創作學系 

  廖老師卓成 

文化創意產業經營學系 

林主任義斌 

兒童英語教育學系 

  陳老師湄涵 
請假 

藝術與造形設計學系 

  游主任章雄 

文化創意產業經營學系 

蕭老師旭智 

語文與創作學系 

  鄭主任柏彥 

兒童英語教育學系 

  戴主任雅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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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案編號：10 

國立臺北教育大學 

110學年度第 1學期第 2次教務會議提案單 

案由 音樂學系修訂「優秀新生全額獎學金設置要點」，提請審議。 

說明 

一、 本次修訂依 110年 6月 30日本校優秀新生全額獎學金核獎及續

領資格規定研商會議決議辦理。 

二、 檢附本系「優秀新生全額獎學金設置要點」修正條文對照表【附

件 1】、修正後草案如附件【附件 2】及原條文如附件【附件 3】。 

三、 本案業經 110年 10月 18日本系 110學年度第 1學期第 1次系

務會議及本院 110學年度第 1學期第 2次院務會議通過，會議

記錄【附件 4】。 

辦法 教務會議通過後公告施行。 

決議 

一、 依據本校「優秀新生全額獎學金設置要點」第 6 點規定，本修

正案第 5 點第 1 款爰請修正為「本系於教務處公告期限內將新

生獲獎名單送教務處。」及修正第 5點第 3款為「本系(所)於每

學期教務處公告期限內將續領學生名單造冊送教務處憑辨。」

以符合實際執行現況。 

二、 修正後通過。 

提案單位：人文藝術學院音樂學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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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臺北教育大學音樂學系 

優秀新生全額獎學金設置要點 修正對照表 

修正條文 原條文 說明 

六、終止核獎對象： 

(三)前一學期未達全年級術科成

績 20%、學科成績 10%，或在學期

間轉系者則終止核發獎學金。  

六、終止核獎對象： 

(三)前一學期未達全年級術科成績

20%、學科成績 50%，或在學期間

轉系者則終止核發獎學金。 

依會議決議，修正續

領資格。 

八、本要點適用對象為 111學年

度起入學之新生。 

八、本要點適用對象為一○五學年

度起入學本校之新生。 
依會議決議修正。 

十、本要點經系務會議、院務會

議及教務會議通過後公告施行。 

十、本要點經系務會議及教務會

議通過，送校長核定後公告施行

。 

依相關規定辦理。 

附件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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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臺北教育大學音樂學系 
優秀新生全額獎學金設置要點(修正草案) 

一、 受獎對象： 

國立臺北教育大學音樂學系日間學制學士班新生，惟已具學雜費、學分費

全額減免之學生及公費生不適用。 

二、 核獎名額： 

每學年乙名。 

三、 核獎金額及年限： 

本獎學金以學雜費、學分費全額減免方式辦理，並不得與校內其他獎學金

重複兼領，學士班最高減免四年。 

四、 核獎資格： 

當學年度本系各主修樂器術科考試全國成績最高者，留用順序為1.鋼琴 2.

聲樂 3.作曲 4.弦樂-小提琴 5.管樂-單簧管 6.撥弦-古典吉他 7.管樂-

小號 

五、 核獎程序： 

(一)放榜後二週內將新生獲獎名單送教務處。 

(二)教務處彙整新生獲獎名單並簽請校長核定後，全額減免學雜費、學分

費。

(三)本系(所)於每學期開學後一週內將續領學生名單造冊送教務處憑辦。

六、 終止核獎對象： 

(一)入學當學期申請保留入學資格或休學者。

(二)就讀期間自願放棄或因退學、轉學或其他原因離校者。

(三) 前一學期未達全年級術科成績20%、學科成績10%，或在學期間轉系

者則終止核發獎學金。

(四)因上述原因終止核獎者，缺額不予遞補。

七、 獲本獎學金者，優先提供校內工讀或教學助理之機會，每學期需義務服務

40小時(含各項音樂會、大師班、專題講座等)。
八、 本要點適用對象為111學年度起入學本校之新生。 

九、 本要點未盡事宜，悉依本校學則暨相關法令規定辦理。 

十、 本要點經系務會議、院務會議及教務會議通過後公告施行。 

附件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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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臺北教育大學音樂學系 
優秀新生全額獎學金設置要點(原要點) 

一、 受獎對象： 

國立臺北教育大學音樂學系日間學制學士班新生，惟已具學雜費、學分費

全額減免之學生及公費生不適用。 

二、 核獎名額： 

每學年乙名。 

三、 核獎金額及年限： 

本獎學金以學雜費、學分費全額減免方式辦理，並不得與校內其他獎學金

重複兼領，學士班最高減免四年。 

四、 核獎資格： 

當學年度本系各主修樂器術科考試全國成績最高者，留用順序為1.鋼琴 2.

聲樂 3.作曲 4.弦樂-小提琴 5.管樂-單簧管 6.撥弦-古典吉他 7.管樂-

小號 

五、 核獎程序： 

(一)放榜後二週內將新生獲獎名單送教務處。 

(二)教務處彙整新生獲獎名單並簽請校長核定後，全額減免學雜費、學分

費。

(三)本系(所)於每學期開學後一週內將續領學生名單造冊送教務處憑辦。

六、 終止核獎對象： 

(一)入學當學期申請保留入學資格或休學者。

(二)就讀期間自願放棄或因退學、轉學或其他原因離校者。

(三) 前一學期未達全年級術科成績20%、學科成績50%，或在學期間轉系

者則終止核發獎學金。

(四)因上述原因終止核獎者，缺額不予遞補。

七、 獲本獎學金者，優先提供校內工讀或教學助理之機會，每學期需義務服務

40小時(含各項音樂會、大師班、專題講座等)。
八、 本要點適用對象為一○五學年度起入學本校之新生。 

九、 本要點未盡事宜，悉依本校學則暨相關法令規定辦理。 

十、 本要點經系務會議及教務會議通過，送校長核定後公告施行。 

附件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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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 立 臺 北 教 育 大 學 1 1 0 學 年 度 第 1 學 期 
音 樂 學 系 ( 碩 士 班 ) 第 1 次 系 務 會 議 紀 錄 

時    間：110 年 10 月 18 日（星期一）12 時 10 分 
地    點：藝術館 3 樓 M302 會議室。 
主 持：林玲慧主任。

出席委員：音樂系全體專任教師。

列    席：林巧珮小姐。

記    錄：歐宛綺小姐。

一、 110.05.24 系務會議執行情形：略 

二、 提案討論：

提案 1 – 3：略     

提案 4
案由：優秀新生獎學金修正。

說明：依 110 年 6 月 30 日會議修訂本校優秀新生全額獎學金核獎及續領資格，

本系依規定調整內容，相關資料如附件 4-1，提請討論。 
決議：照案通過

二、臨時動議：無 

三、散會：12：25 

附件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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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 立 臺 北 教 育 大 學 人 文 藝 術 學 院 

110 學年度第 1 學期第 2 次院務視訊會議紀錄 

時    間：110 年 12 月 8日 (星期三) 上午 11時 00分 

地    點：線上視訊會議 

主 持 人：張院長欽全   紀錄：黃怡晶 

出席人員：如簽到表 

壹、主席致詞(略)

貳、提案討論

提案 1(略) 

提案 2

國 立 臺 北 教 育 大 學 人 文 藝 術 學 院

1 1 0 學 年 度 第 1 學 期 第 2 次 院 務 會 議 提 案 單 

案由 音樂學系修訂「優秀新生全額獎學金設置要點」，提請討論。

說明

一、 本案業經 110 年 10 月 18日本系 110 學年度第 1學期第 1 次系務會議通過，

會議記錄【附件 1】。 
二、 本次修訂依 110 年 6 月 30 日本校優秀新生全額獎學金核獎及續領資格規

定研商會議決議辦理。

三、 檢附本系「優秀新生全額獎學金設置要點」修正條文對照表【附件 2】、
修正後草案如附件【附件 3】及原條文如附件【附件 4】。 

辦法 經院務會議通過後，並送教務會議審議。 

決議 照案通過，提送教務會議審議。 

提案單位：音樂學系

提案 3~5(略) 

參、臨時動議(略) 

肆、散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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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 立 臺 北 教 育 大 學 人 文 藝 術 學 院 
1 1 0 學 年 度 第 1 學 期 第 2 次 院 務 視 訊 會 議 簽 到 表 

時間：110年 12月 8日(星期三)上午 11時 00分 

地點：線上視訊會議 

主持人：張院長欽全   紀錄：黃怡晶 

出席人員：(依姓氏筆劃排列) 

當 然 委 員 票 選 委 員 

人文藝術學院 

  張院長欽全 

音樂學系 

李老師之光 
上課 

臺灣文化研究所 

 何所長義麟 

藝術與造形設計學系 

林老師志明 

音樂學系 

  林主任玲慧 

語文與創作學系 

  廖老師卓成 

文化創意產業經營學系 

林主任義斌 

兒童英語教育學系 

  陳老師湄涵 
請假 

藝術與造形設計學系 

  游主任章雄 

文化創意產業經營學系 

蕭老師旭智 

語文與創作學系 

  鄭主任柏彥 

兒童英語教育學系 

  戴主任雅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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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案編號：11 

國立臺北教育大學 
110學年度第 1學期第 2次教務會議提案單 

案由 本校 110學年度第 1學期第 2次課程委員會議，提案計 3案，提請審議。 

說明 

一、 本校110學年度第1學期第2次課程委員會議，訂於110年12月1日召
開，計有提案共3案。 

二、檢附110學年度第1學期第2次課程委員會紀錄如附件，各提案內容

及決議如下： 

案由 內容 決議結果 提案單位 頁碼 

提案 1 

社會與區域發展學系

111 學年度日碩班「社
會與教育發展組」更名

案，提請 審議。 

照案通過。 
教育學院、

社會與區域

發展學系 
p.199 

提案 2 

社會與區域發展學系

111學年度「學士班」
課程計畫修訂案，提

請 審議。 

照案通過。 
教育學院、

社會與區域

發展學系 
p.246 

提案 3 

台文所擬提報教育部

「國民小學教師加註

語文領域本土語文閩

南語文專長專門課程

規劃計畫書」乙案，

提請討論。 

照案通過。 
人文藝術學

院、台灣文

化研究所 
p.283 

 

辦法 通過後依會議決議辦理。 

決議 照案通過。 

                提案單位：教務處註冊與課務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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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nglish for General Academic Purposes 

 
This course aims to help students develop English language skills in 
general academic contexts. The focus is mastery of study and academic 
skills for studying at university in English without being geared to a 
specific content area. Accordingly, authentic content from various 
academic disciplines will be presented through academic tasks to 
familiarize students with essential English language and academic skills.    

 
Upon completion of this course, students will be able to 
 expand and employ their repertoire of study skills (e.g., academic 

reading and listening strategies and note-taking skills) to understand the 
main ideas of complex text in English on their specialized subjects.  

 interact and discuss with a degree of fluency in English on various 
topics.  

 give oral presentations and written reports in an appropriate academic 
manner. 

 build confidence in studying at university in Englis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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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entative Schedule  
Week 1 Introduction and Needs Analysis  
Week 2 Discipline: Biology  

Skill Focus: Main ideas and supporting details  
Task: Write a compare and contrast paragraph   

   
 
 

Week 3 

Week 4 Discipline: Business 
Skill Focus: Organizational structure/note-taking 
Task: Discuss choosing pricing strategies 

   
 

 

Week 5 

Week 6 Discipline: Social Psychology 
Skill Focus: Coherence and cohesion 
Task: Write body paragraphs and connect ideas 

   
 

 

Week 7 

Week 8 Group Presentation  

Week 9 Midterm Exam  

Week 10 Discipline: Architecture 
Skill Focus: Summarizing 
Task: Summarize the main points of the discussion 

   
 
 

Week 11 

Week 12 Discipline: Transportation Engineering 
Skill Focus: Synthesizing information 
Task: Write a report conclusion 

   
 

 

Week 13 

Week 14 Discipline: Art History 
Skill Focus: Fact and opinion 
Task: Give an oral presentation 

  
 

 

Week 15 

Week 16 Discipline: Business 
Skill Focus: Inference 
Task: Mediate a conflict 

   
 
 

Week 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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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eek 18 Final Exam  
 

This course adopts a task-based language learning approach to prepare 
students for academic and learning tasks. With explicit strategy instruction 
and scaffolding guidance, students are expected to actively participate in 
learning activities and work on academic writing and presentation tasks.
 Attendance and Participation 20%
 Task Performance (writing assignments and presentations) 
30%

  Group Presentation 10%
 Midterm Exam 20%
 Final Exam 20%

Williams, J. & Hill, D. (2010). Academic Connections 3. Pearson 
Educ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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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nglish for Cultural Interpretation 

 
This project-based course is designed to equip learners with the 
knowledge and skills necessary for effective communication and cultural 
interpretation in an English as a lingua franca context. The course 
introduces learners to the strategies and English language crucial in 
achieving desired communication outcomes for cultural interpretation, 
followed by authentic communication activities for them to put into 
practice the techniques for compelling and interactive cultural guiding 
both individually and as a team. Moreover, it adopts a project learning 
approach to encourage learners to explore their native culture with 
intercultural awareness and conduct a cultural interpretation project.  
 

 
 ;  
 ;  
 ; 
  

Upon completion of this course, students will be able t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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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rticulate their understanding of cultural aspects of selected 
destinations in English, 

 design and deliver cultural interpretation in English with confidence 
and clarity, 

 develop essential skills for effective communication and presentations 
in English, and 

 identify and incorporate into their discourse the English usage closely 
related to the field of cultural interpretation. 

Tentative Schedule 
Week 1 Introduction and Needs Analysis 

 
Week 2 The trends and aspects of cultural tourism 

 
Week 3 The Cultural Heritage of Taiwan 

 
Week 4 Cultural Tourism in Taiwan: Case Study 

 
Week 5 Techniques of Interpretation: Getting Organized 

 
Week 6 Field Trip: National Palace Museum 

 
Week 7 Lecture-Discussion, Inquiry-Discussion, Guided 

Discovery and Other Interpretive Techniques 
 

Week 8 The language of brochures, itineraries, and tours 
 

Week 9 Pitch: Promoting a one-day cultural tour in Taipei 
 

Week 10 Intercultural Communication: Cultural Exchange with 
International Student at NTUE 

 
Week 11 Principles and Skills for Interpretation: Case Study 

 
Week 12 Principles and Skills for Interpretation: Workshop 

 
Week 13 English for Cultural Interpretation 

 
Week 14 Questioning Strategies for Cultural Interpretation 

 
Week 15 Developing Guiding Activities 

 
Week 16 Multi-media Aids for Cultural Interpret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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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eek 17 Oral Exam 
 

Week 18 Final Project Presentation: Online & Onsite 
 

  Lecture 
  Discussion 
  Workshop 
  Presentation 
  In-class and Fieldwork activities 
 Attendance and Participation 10% 
  Task Performance 15% 
  Pitch 20% 
  A Cultural Tour Brochure 15%  
  Final Oral Exam 10%
 Final Project Presentation 30%

Grinder, A.L. & McCoy, E.S. (1985). The Good Guide: A Sourcebook for 
Interpreters, Docents, and Tour Guides. Arizona: Ironwood Press. 

O’Hagan, P., Tinsley, P. & Mckimm, O. (2013). Taiwan in simple 
English: The best guidebook for travelers and tour guides. Cosmos. 

Picello, R. (2017). English for Cultural Tourism Management and 
Interpretation. libreriauniversitaria.it. 

Taiwan Panorama: https://www.taiwan-panorama.com/en 
Tourism Bureau, Taiwan: http://eng.taiwan.net.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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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nglish Briefing and Presentation 

 
This course intends to help students become confident and competent in 
using English in academic environments for presentation purposes. The 
course will familiarize students with the process and techniques for 
preparing and delivering efficient presentations and guide them to analyze 
and evaluate diversified talks. Moreover, they will be engaged in various 
activities to practice and polish presentation skills.  

 
  
  
  

Upon completion of this course, students will be able to 
 develop and deliver well-structured English presentations confidently 

and fluently,  
 exploit multimodal aids to facilitate their presentations, and  

 respond to the questions from the audience calmly and clearly. 
Tentative Schedule 

Week 1 Introduction and Needs Analysi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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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eek 2 Managing Stage Fright 
TED Talk: Your body language shapes who you are  

 
Week 3 Analyzing your subject, purpose, and audience 

TED Talk: TED’s secret for great public speaking 
 

Week 4 Finding data or brainstorming with mind maps 
TED Talk: How great leaders inspire action 

 
Week 5 Creating a well-structured outline 

TED Talk: The secret structure of great talks 
 

Week 6 Exploring effective openings and useful expressions for the 
introduction 

 
Week 7 Exploiting visuals 

TED Talk: The beauty of data visualization 
 

Week 8 Using your voice 
TED Talk: How to speak so that people want to listen 

 
Week 9 Midterm Evaluation: Informative Presentation 

 
Week 10 Techniques: Emphasis and focusing 

 
Week 11 Techniques: Softening and repetition 

 
Week 12 Techniques: Rhetorical questions 

 
Week 13 Techniques: Drmmatic contrats 

 
Week 14 Techniques: Creating rapport (1) 

 (1) 
Week 15 Techniques: Creating rapport (2) 

 (2) 
Week 16 Handling questions 

 
Week 17 Final Evaluation: Persuasive Presentation 

 
Week 18 Feedback and Reflec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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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course incorporates lectures along with discussions, individual and 
group practice activities, and learners’ presentations. Lectures will be given 
as springboards to discuss and explore strategies and English usages 
required to deliver effective presentations. Individual or group practice 
activities will be conducted in a task-based problem-solving manner for 
learners to demonstrate their communication skills in English. Both 
impromptu and planned presentations will be assigned to provide learners 
opportunities to polish their English-speaking skills. 
 Attendance and Participation 20% 
  Task Performance 30% 
 Midterm Presentation 25%  
 Final Presentation 25%

Mckinnon, I. A. (2014). Essential presentation skills: Keywords, phrases, 
and strategies. Cosmos.  

Powell, M. (2011). Presenting in English: How to give successful 
presentations. Heinle ELT. 

TED: How to make a great presentation 
https://www.ted.com/playlists/574/how_to_make_a_great_presentatio
n 

TED: Ideas worth spreading https://www.ted.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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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tercultural Communication 

They will be guided 
to explore core issues of language and intercultural communication in 
today’s globalized world, challenge their assumptions of their own and 
others' cultures, and develop an intercultural communication 
awareness. Additionally, they will learn skills to interpret and 
communicate with culturally different others. 

 
  
  
  
  

Upon completion of this course, students will be able to  
 raise their awareness of intercultural communication in contexts of 

English as a lingua franca,  
 respect individual culture and valu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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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understand core issues related to language and intercultural 
communication in the context of globalization,  

 move beyond their worldview assumptions. 

Tentative Schedule 
Week 1 Course overview and ice breakers 

 
Week 2 Why study language and intercultural communication? 

 
Week 3 Understanding your native culture from others’ 

perspectives   
 

Week 4 Culture and the primary socialization process 
 

Week 5 Language, communication, culture, and power in 
context 

 
Week 6 Language and nonverbal communication 

 
Week 7 Language and identity in intercultural communication 

 
Week 8 Analysis and discussion of an intercultural film  

Identity 
 

Week 9 Midterm Evaluation: Intercultural Communication 
 

Week 10 Ethnocentricism and othering: Barriers to intercultural 
communication 

 
Week 11 Intercultural transitions: From language and culture 

confusion to adaptation  
 

Week 12 Language and intercultural relationships 
 

Week 13 Language and intercultural conflict 
 

Week 14 Analysis and discussion of an intercultural film: 
Conflicts 

 
Week 15 Language and intercultural communication in the global 

workpla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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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eek 16 Language, interculturality, and global citizenship 
 

Week 17 Final Evaluation: Presentation 
 

Week 18 Final Evaluation: Presentation 
 

  Lecture 
  Discussion 
  Presentation 
  Collaborative learning activities 
  Analysis and discussion of intercultural films 
  Intercultural telecollaboration 
  Reflection 
 Attendance and Participation 10% 
  Task Performance 30% 
 Midterm Evaluation 20%  
 Final Evaluation 20%
 Portfolio 20%

Textbook 
Jackson, J. (2014). Introducing language and intercultural 

communication. Routledge.  
References 
Dignen, B. (2011). Communicating across cultures. Cambridge. 
Samovar, L. A., Porter, R. E., & McDaniel, E. R. (2010). 

Communication between cultures. Cengag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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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cademic English Writing 

 
This course is designed to foster students’ abilities to compose 
college-level of essays in English. Students will explore the conventions of 
academic writing in English through example papers. They will raise 
awareness of plagiarism and learn to use sources properly. More 
importantly, they will familiarize themselves with writing skills to 
compose accurate, coherent, and logical essays through a process approach 
to writing.       

 Students will raise awareness of 
the conventions of academic writing in English.

 Students will cite sources in a proper 
academic manner.

 Students will master writing skills for 
accurate, coherent, and logical essay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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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entative Schedule 

Week Topic 

1 
Introduction and Needs Analysis  

 

2 
Identifying the Task  

 

3 
Taking a Position 

 

4 
Doing Research 

 

5 
Planning the Essay – Drafting Paragraphs 

 

6 
Planning the Essay – Quoting, Paraphrasing, and 
Summarizing 

 

7 
Planning the Essay – Incorporating Evidence 

 

8 
Teacher-student Conference on Proposals 

 

9 
Introductory Paragraphs 

 

10 
Body Paragraphs 

 

11 
Logical Fallacies 

 

12 
Concluding Paragraphs 

 

13 
Teacher-student Conference on the Drafts 

 

14 
Evaluating and integrating sources 

 

15 
Citing sources and Using Reporting Verbs and Phrases 

 

16 
Hedging and Intensifying 

 

17 
Editing 

 

18 
Term Paper Present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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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Lecture 
  Discussion 
  Workshop 
  Presentation 
  Attendance and Participation 20% 
   Task Performance 40% 
 Term Paper 30%  
  Presentation 10%

Chin, P., Reid, S., Wray, S. & Yamazaki, Y. (2013). Academic Writing 
Skills 3.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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