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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國語複譯研究所 

本所簡介｜自我設定 

本所的設立宗旨在於培育研究生具備「外語」和「翻譯」

之專業知能，以及多國語複譯能力，故課程設計上除以中

外互譯為主要教學內容之外，研究生亦將獲得第二外語之

語言訓練，培養多國語複譯之能力。(註：中外互譯之外語

為英、日語組之語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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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國語複譯研究所 

本所簡介｜專任師資 

姓名 職級 最高學歷 專長 

李姿瑩 助理教授 
英國 Heriot-Watt 大

學管理語言系博士 

口筆譯教學、口譯理論、口筆譯翻

譯實務研究 

翁慧蘭 副教授 
美國南達科他州立大

學教育博士 

口筆譯教學、英語教學、成人與高

等教育研究 

廖詩文 副教授 
輔仁大學比較文學博

士 
翻譯研究、比較文學 

黃翠玲 助理教授 

西班牙巴塞隆納自治

區大學翻譯系翻譯理

論博士 

翻譯理論與實務、跨文化研究與翻

譯、商標品牌翻譯 

朱耀庭 助理教授 
美國愛達荷大學教育

博士 

翻譯研究、文學理論、英語閱讀教

育 

黃育文 助理教授 
美國蒙特瑞國際學院 

口筆譯研究所碩士 
英日中同步逐步口譯 

李延輝 助理教授 
臺灣師範大學翻譯研

究所博士 
翻譯理論、電影研究 

林虹秀 助理教授 

天主教輔仁大學跨文

化研究所比較文學博

士 

跨文化研究、翻譯研究、口筆譯實

務與教學 

邱羽先 助理教授 台灣師範大學 口譯認知歷程、口筆譯教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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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國語複譯研究所 

對學生的設定｜ 

本所成立宗旨在於培育具備「外語」及「翻譯」的人才，

培養學生具備下列能力： 

1. 口筆譯之專業知能。 

2. 多國語高級口、筆譯實務能力。 

3. 翻譯編審、翻譯專案管理能力。 

4. 跨文化溝通口、筆譯能力。 

5. 跨學科知識的高階翻譯能力。 

 

給新生的建議 

因研究所沒有規定要班會，建議新生 

1.互相加入 line，以利往後課程與聚會聯繫。 

2.選出學生幹部(班代及總務)。 

3.汽機車停車位購買： 

機車：研究生機車、腳踏車停車證申請比照大學部的做

法，請推舉班上一個學生代表統一辦理。 

腳踏車：待機車審核名單印出，再填入腳踏車申請資料。 

汽車：停車證申請待總務處發信通知各所，因停車位有

限，一學期有 15 張汽車停車證之管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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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國語複譯研究所 

有關碩士班獎助學金 

本校畢業生獎助學金： 

 當學期全額學雜費 (在校總成績達班前百分之十/操行 80

分/無任何大過) 

 當學期半額學雜費 (在校總成績達班前百分之五十/操行

80 分/無任何大過) 

 未達前述入學獎勵標準者，入學當學期給予 1 萬元 

 

 

優秀學生入學獎助學金： 

 當學期半額學雜費 (以甄試入學、考試入學錄取研究所

碩士班就讀者，其成績為各所各入學管道最優者) 

 未達前述入學獎勵標準者，入學當學期給予 1 萬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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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國語複譯研究所 

專業習得｜課程目標 

一、多國語口、筆譯之專業技能與知識 

精進母語、英語以及第二外語能力 

二、跨文化、語言之口、筆譯議題訓練 

精進商務與法政專業術語與詞彙知能 

精進商務與法政母語與英語句型結構認知 

精進新聞影視相關術語及翻譯能力 

精進第二外語商務筆譯能力 

精進法政、科技、醫藥及工程等文體分析與翻譯能力 

三、專業口譯、筆譯訓練並增加實務經驗 

精進筆記技巧及逐步口譯能力 

具備口、筆譯之專業能力 

具備多國語高級口、筆譯實務能力 

具備翻譯編審、翻譯專案管理能力 

具備跨文化溝通口、筆譯能力 

具備跨學科知識的高階翻譯能力 

熟練電子翻譯工具並建立專業術語詞彙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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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國語複譯研究所 

專業習得｜修業規劃 

本所除了科目學分表學分外，還有許多畢業條件，請務必

要詳讀「文藻外語大學多國語複譯研究所修業辦法」，辦

法如下 QRcode。 

以下將會用修業辦法分析課程規劃。 

 

修業流程 

 

  

提出「論文」審查

「論文計劃書」審查 完成「碩士學位考試」

完成「相關考核」

通過「資格考試」

修完「科目學分表」學分

完成「學術倫理教育課程」 完成「第二外語4學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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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國語複譯研究所 

修業流程｜修完「科目學分表」學分 

畢業學分 38=28(必)+10(選)+第二外語 4 學分(同一語言) 

 

 一年級上學期 

英文組 日文組 

必修課 
一般筆譯(英語譯中)*3 學分 

一般筆譯(中譯英語)*2 學分 

一般筆譯(日語譯中)*3 學分 

一般筆譯(中譯日語)*2 學分 

共同必修 口譯技巧*3學分、研究方法*2學分、翻譯理論*2 學分 

選修 視譯(中英互譯)*2學分 視譯(中日互譯)*2學分 

學分 12+2=14 學分 12+2=學分 

 

 一年級下學期 

英文組 日文組 

必修課 

逐步口譯(英語譯中)*2 學分 

逐步口譯(中譯英語)*2 學分 

專業筆譯(英語譯中)*2 學分 

專業筆譯(中譯英語)*2 學分 

逐步口譯(日語譯中)*2 學分 

逐步口譯(中譯日語)*2 學分 

專業筆譯(日語譯中)*2 學分 

專業筆譯(中譯日語)*2 學分 

共同必修 電腦輔助翻譯與專案管理*2學分 

選修 影視翻譯(中英互譯)*2 學分 影視翻譯(中日互譯)*2 學分 

學分 10+2=12 學分 10+2=12學分 

 

 

科目學分表下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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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國語複譯研究所 

 

一升二 

依照本校本校學術倫理教育課程實習要點第二點：自 106學年度(含)

起入學之碩士班及碩士在職專班學生，均須於入學第一學年結束前修

習本課程。 

 

 二年級上學期 

英文組 日文組 

必修課 
專業逐步口譯(英語譯中)*2 學分 

專業逐步口譯(中譯英語)*2 學分 

專業逐步口譯(日語譯中)*2 學分 

專業逐步口譯(中譯日語)*2 學分 

共同必修   

選修 

文學筆譯(中英互譯)*2 學分 

同步口譯(英譯中)*2學分 

同步口譯(中譯英)*2學分 

科技筆譯(中英互譯)*2 學分 

文學筆譯(中日互譯)*2 學分 

醫學翻譯(中日互譯)*2 學分 

科技筆譯(中日互譯)*2 學分 

學分 4+8=12 學分 4+6=10學分 

 

 暑假 二年級下學期 相關考核 

 

論文計畫書 

 

碩士學位考試 

英文組 日文組 

必修課 1. 選修實習 4學分 

2. 繳交論文指導教授

申請書。 

3. 提出資格考申請。 

論文*2學分 

共同必修 

選修 

學分 2學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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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國語複譯研究所 

修業流程｜完成「學術倫理教育課程」 

教育部為提昇國人之高等教育學術倫理素養，近年來大力

推動學術倫理教育。本校特配合教育部政策，自 106 學年

度起，已將學術倫理教育融入碩士班研究生之必修課程，

亦即 106 學年度入學本校研究所之新生，申請碩士學位考

試前，須先通過本校「學術倫理教育課程實施要點」所訂

之學術倫理教育課程，方可依校內規定時間向所上提出學

位考試申請。 

依學術倫理教育課程實施要點規定，學生於入學第一學年

結束前，可至「臺灣學術倫理教育資源中心」線上平臺修

習指定課程，於課程總測驗成績逹及格標準後，即可線上

取得修課證明，作為申請學位考試前之必要條件。除此之

外，研究生亦可依所屬系所之特性與需求，採認所屬系所

認可之校內外學術倫理教育相關課程或替代措施。 

 

本校學術倫理專區 臺灣學術倫理教育資源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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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國語複譯研究所 

修業流程｜通過「資格考試」 

資格：修完科目學分表(除論文課程) 

申請方式：1.申請表 2.成績證明(電子檔) 

考試規定： 

1.第 1 次沒過，只能補考一次，再沒過就退學。 

2.考試分為筆譯組或口譯組，可擇一。 

3.雙向考試。(如中進英和英進中) 

4.達 70 分及格分數(滿分為 100 分)，即為通過資格考試。 

 

  

多國語複譯研究所 

資格考試申請表 

學生姓名： 

學號： 

班級： 

組別： 

申請日期： 

考試科目 出題委員 監考委員 考試日期 

(由學生勾選) (由所辦填寫) 

□中外(法德西日英)專業筆譯(雙向)    

□中外(法德西日英)逐步口譯(雙向)    

□已通過教育部中英文翻譯能力檢定。 

(可抵免相對應之資格考試科目。請附佐證。) 

※ 請附歷年成績單 

 

申請人：               

所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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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國語複譯研究所 

修業流程｜完成「相關考核」 

申請方式：填寫表格 

務必自行保管證明，並於提出論文計畫書審查時檢附資料! 

 

 

 

 

 

  

•學術研討會/研習會

4次

•專題演講/讀書會

16小時

•口譯150小時

筆譯30000字數

口譯75小時+筆譯15000字數

口筆譯

各式表單下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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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國語複譯研究所 

修業流程｜論文 FAQ 

★論文解惑 

很多學長姊常會搞混科目學分表的論文跟論文計畫書以及

碩士學位考試(論文)差別? 

論文課程 

這是課程 2學分。研究生於修習「論文」課程階段，即可開

始與指導教授商談論文寫作及研究方向，並於規定時間提

交論文計畫書審查申請。研究生「論文」課程成績僅代表

學生修習課程之過程努力與績效，並不代表通過論文「口

試」成績。 

論文計畫書 

研究生可在口筆譯領域中選一論文題目，並在指導教授同

意後，提出論文計畫書。本所採口試。 

碩士論文及學位考試 

研究生修畢所規定學分，通過資格考試，並完成本所相關

考核規定與論文計畫書審查通過二個月後，始得申請學位

論文考試。本所採口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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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國語複譯研究所 

論文計畫書審查流程 

多國語複譯研究所論文計畫書(Proposal)審查申請流程 

 106 學年入學後之研究生一定要通過學術倫理測驗，方能提出口試。 

 請研究生務必與指導老師確認可以進行論文計畫書審查，再詢問所助論

文計畫書審查申請事宜。 

 請繳交資格考試通過證明，方可提出申請。(可電子檔或紙本) 

1. 務必先確認口試教室(非常重要) 

 請先與指導教授確認口試時間，並進行教室借用事宜。建議參考至

善樓 12 樓(如 Z1208 及 Z1209。請親自上樓確認教室，避免屆時教

室不符合所需)。 

教室確認：校務資訊系統總務系統全校空間使用狀況查詢。確

認要借的教室後，再寫信至 97176@mail.wzu.edu.tw，請助理協

助上系統借用。記住如口試時間為 10:00-12:00 開始，請從 9 點開

始借，因需要先行前往佈置。待口試教室確認後，再送出申請表。 

2. 繳交相關電子檔資料(最慢請於口試日期前四週將電子檔寄給助理) 

(1) 論文計畫書申請表【參照表格連結】 

(2) 論文計畫書評分表【參照表格連結】 

(3) 論文計畫書成績表【參照表格連結】 

(4) 委員基本資料【需寄送論文等相關資料(會另寄檔案範本)】 

(5) 邀請卡內容(依照委員幾位)【會另寄檔案範本】 

(6) 論文計畫書 PDF 檔(請確認內容，將會寄給委員，檔名為：論文計畫

書-000) 

3. 繳交紙本論文計畫書申請表+紙本論文計畫書 4 冊(請務必膠裝)至系辦。

(務必要紙本，並請指導教授簽名) 請確認申請書內容(題目)務必與論文計畫書一致(最

慢請於口試日期前三週將紙本資料給助理) 

 請依照本校研究生論文格式規範 

 論文計畫書至少 4 冊(如指導教師多人，就新增幾冊，1 冊為留在辦

公室) 

 相關表格連結 http://d001.wzu.edu.tw/category/136768  

 

 

 

mailto:再寫信至97176@mail.wzu.edu.tw
http://d001.wzu.edu.tw/category/13676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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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國語複譯研究所 

4. 將資料寄送給審查委員(助理處理) 

資料袋內含 mail 給委員 

 論文計畫書 

 領據(指導老師並無審查費用) 

 聘書 

 論文計畫書評分表 

 邀請卡  

 評分表電子檔 

 論文計畫書 PDF 

5. 口試當天 

 提早確認教室是否有開及佈置及設備測試。 

 請準備簽到簿【會另寄檔案範本，請自行列印，並於當天簽到】 

6. 口試結束 

繳交委員領據/各委員評分表/簽到簿(請務必依序完成各流程並確認各文件內

容，祝一切順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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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國語複譯研究所 

碩士學位審查流程 

多國語複譯研究所碩士學位考試(論文 Thesis)申請流程 

1070829製表 

一、 學位論文口試申請截止時間：第 1 學期為 1 月 10 日、第 2 學期為

7 月 10 日。 

二、 學位論文口試舉行日期：第 1 學期為 11 月 1 日至 1 月 31 日，第 2

學期為 5 月 1 日至 7 月 31 日。 
 

 

 核對其他考核，完備方可提出申請。(請務必擇日來系辦確認) 

 確認口試教室(非常重要) 

 請先與指導教授確認口試時間，並進行教室借用事宜。建議參考至

善樓 12 樓(如 Z1208 及 Z1209。請親自上樓確認教室，避免屆時教

室不符合所需)。 

教室確認：校務資訊系統總務系統全校空間使用狀況查詢。確

認要借的教室後，再寫信至 97176@mail.wzu.edu.tw，請助理協助上

系統借用。記住如口試時間為 10:00-12:00 開始，請從 9 點開始

借，因需要先行前往佈置。待口試教室確認後，再送出申請表。 

 繳交紙本碩士學位考試申請表+碩士學位考試委員名冊+紙本論文 4 冊至

系辦。(務必要紙本，並請指導教授簽名) 

 請依照本校研究生論文格式規範 

 論文至少 4 冊(如指導教師多人，就新增幾冊，1 冊為留在辦公室) 

 相關表格連結 http://d001.wzu.edu.tw/category/136768 

請確認申請書內容(論文題目)務必與論文一致 

 送碩士學位考試委員名冊至校長(助理負責，要封裝) 

 繳交相關電子檔資料(最慢請於口試日期前三週將電子檔寄給助理) 

(1) 碩士學位考試申請表【參照表格連結】 

(2) 碩士學位考試委員名冊【參照表格連結】 

(3) 碩士學位考試評分表【參照表格連結】 

(4) 碩士學位考試成績表【參照表格連結】 

(5) 論文 PDF(請確認內容，將會寄給委員，檔名為：論文-000) 

(6) 委員基本資料【需寄送論文等相關資料(會另寄檔案範本)】 

(7) 邀請卡內容(依照委員幾位)【會另寄檔案範本】 

請確認電子檔內容(論文題目)務必與論文一致 

mailto:再寫信至97176@mail.wzu.edu.tw
http://d001.wzu.edu.tw/category/13676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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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將資料寄送給審查委員(助理處理) 

資料袋內含 mail 給委員 

 論文 

 領據(指導老師領據/口試委員領據) 

 聘書(如委員要電子檔論文，聘書考

試當天給) 

 碩士學位考試評分表 

 邀請卡 

 評分表電子檔 

 論文 PDF 

 

 考試當天 

 提早確認教室是否有開及佈置及設備測試。 

 準備簽到簿【會另寄檔案範本，請自行列印，並於當天簽到】 

 準備回郵信封給委員(外縣市委員方便寄回交通票根) 

 請預先準備多份評分表(未必會使用)，以防委員忘了帶。 

 考試結束 

 繳交領據/各委員評分表/簽到簿 

 論文修改完整後 

 繳交碩士論文定稿確認書(需指導教授簽名) 

 論文口試委員會審定書樣本(於研究生論文格式規範附件三，因口試

委員需要親簽名。) 

 

 

(請務必依序完成各流程並確認各文件內容，祝一切順利) 

其他： 

 論文上傳注意事項 http://lib.wzu.edu.tw/?page=help&pos=dissUpload 

(內文不需要放入授權書，但辦理離校要繳交給圖書館) 

 

 http://d001.wzu.edu.tw/article/293000(請下載最新研究生畢業離校手續

單) 

 

 

http://lib.wzu.edu.tw/?page=help&pos=dissUpload
http://d001.wzu.edu.tw/article/293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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檢視表 

姓名： 

學號： 

組別： 

連絡電話： 

項目 說明 確認簽名 

科目學分表 

修滿 36 學分 不含論文課程  

修滿 2 學分論文   

第二外語 4 學分 修讀語言：  

學術倫理課程 是否取得證書 請附上證書  

資格考試 是否通過考核 請附上公告成績  

其他考核 

(填寫相關表格) 

學術研討會/研習會 至少四次  

專題演講/讀書會 累積至少 16 小時  

實習經驗證明(擇一) 

口譯 150 小時  

筆譯 30000 字數  

口譯 75 小時及 

筆譯 15000 字數 
 

論文計畫書審查 完成以上才准予參加論文計畫書審查。  

碩士學位考試 完成論文計畫書審查後 2 個月方可考試。  

所辦確認完成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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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際交流｜交換生 

交換生代表學校赴國外交流，期望同學在國外的學習能獲

得預期的成效，同時拓展國際視野。本校國際暨兩岸合作

處每個學期都會舉辦交換生甄選，姊妹校交換的名額也相

當多，可多留意相關的甄選訊息以及學校的資料，找尋適

合自己的交流機會。 

 

 

  

107學年度

• 1位研究生前往日本名古屋學院大學交換

• 1位研究生前往日本名古屋市立大學交換

交換生資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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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際交流｜實習 

本所實習為選修課程，只限於暑假時間實習。 

我們鼓勵研究生自行開發實習單位及機會，任何產業型態的實習皆

可嘗試申請，本校生涯發展中心也提供許多不同的實習機會。 

為了確保同學在實習期間可以一切順利與安全，在實習之前有一些

流程需要進行，包括一定要參加實習行前說明會、填寫需求表、計

畫書以及簽訂實習合約等。為確保實習的品質，在實習期間，也會

請廠商考核，並由指導老師從旁指導，讓同學吸取寶貴的業界經驗，

順利完成實習。 

 

實習機構 國內/外 

卓洋國際顧問有限公司 國內 

萬象翻譯股份有限公司 國內 

財團法人台灣基督長老教會宣教基金會 國內 

高雄美國商會 國內 

百年國際商務有限公司 國內 

邁克兄弟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國內 

高雄市政府秘書處國際事務科 國內 

劍譯信息技術(上海)有限公司 國外 

財團法人人間文教基金會 國內 

德國公司 D. O. G. Gmbll 國外 

實習申請流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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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來就業方向｜ 

翻譯社、電台與電視、報社、金融業、廣告業、公共關係、

政府服務處、法庭、外交部門、非政府組織、亞太經合會、

東南亞國協等國際組織 

 

 

 

 

 

 

電台與電視

• 慈濟傳播人文志業基金會

• 財團法人人間文教基金會

翻譯社

• 萬象翻譯股份有限公司

• 百年國際商務有限公司

金融業

• 台灣真原商務諮詢有限公司

政府服務處

• 高雄市政府秘書處國際事務科

其他

• 深圳航空有限责任公司，Shenzhen Airlin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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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藻外語大學多國語複譯研究所研究生修業辦法 

101 年 9 月 6 日系所課程規劃小組及系所務會議修正 

101 年 10 月 09 日教務會議修訂通過 

103 年 10 月 15 日系所課程規劃小組及系所務會議修正 

103 年 12 月 10 日院務會議審議通過 

104 年 01 月 06 日教務會議修訂通過 

106 年 09 月 15 日系所務會議修正 

106 年 10 月 6 日院務會議審議通過 

壹、 總則 

文藻外語大學多國語複譯研究所(以下簡稱本所)處理研究生之修業事宜，悉依本

「文藻外語大學多國語複譯研究所研究生修業辦法」(以下簡稱本辦法)辦理。 

貳、 修業期限 

本所修業期限以四年為限。 

參、 修課規定 

一、 本所碩士班研究生修業規定以當年入學學分科目表為準。 

二、 研究生如以同等學力或非相關科系畢業錄取者，經本所評核如有需要，在學

期間應至大學部修習相關之必要課程。其大學部修習課程成績不列入研究所

畢業學分，但得將修習科目列於成績單上，以供參考。 

肆、 抵免學分 

一、 曾於相關研究所修讀碩士學位者，得申請抵免學分，依本校抵免學分之相關

規定辦理之。 

二、 抵免學分之範圍如下： 

(一) 限近七年內所修學分。 

(二) 抵免至多十二學分。 

(三) 以本所科目學分表內之專業科目為原則，並經本所評定認可，始可抵免。 

三、 新生以入學時規定之時間內辦理一次為原則。 

伍、 論文指導教授 

一、 研究生得於二年級上學期結束前，提出論文指導教授之申請。需填交指導教

授申請表及論文計畫或研究方向﹝須與本所屬性之領域相關﹞。研究生指導

教授聘定後，始得修習「論文」課程。 

二、 碩士班指導教授以任教於各大專校院之助理教授(含)以上教師為原則，以本

校教師為主。 

三、 指導教授須具口試委員資格，若兩人共同指導，至少須一人具口試委員資格。 

四、 本系所教師以至多同時指導四位研究生為原則。 



 

23 
 

多國語複譯研究所 

五、 外系所教師以至多同時指導本所研究生三人為原則。 

六、 兩位教師共同指導以 0.5 人計；碩四指導教授之指導員額不納入計算。 

陸、 相關考核規定 

研究生於修讀學位期間，除完成應修習學分外，尚須完成下列事項，始准予參加

論文學位口試： 

一、 研究生在修業期間，應參加校內外相關之學術研討會或研習會至少四次，及

參加專題演講或讀書會累計至少 16 小時，並撰寫心得報告書及附上相關證明。 

二、 須取得下列任何一項實習經驗證明： 

(一) 口譯 150 小時 

(二) 筆譯 30,000 字數 

(三) 口譯 75 小時及筆譯 15,000 字數 

三、 106 學年度起入學之研究生申請碩士學位考試前，須先通過本校「學術倫理

教育課程實施要點」所訂之學術倫理教育課程，並依照校內規定時間提出申

請，通過後方可提出學位考試申請。 

柒、 資格考試 

一、 學生得於預定修完學分當學期參加資格考試(Qualifying Examination)。學生

於修完學分後次學期開學前一週提出資格考試申請，提交所長審核，所上統

一訂定考試時間後上網公告。 

二、 資格考試科目分為口譯組和筆譯組，學生應於考試前決定參加口譯組或筆譯

組。 

(一) 口譯組考試科目為： 

中外(法德西日英)逐步口譯(雙向) 

(二) 筆 譯 組 考 試 科 目 為 ： 

中外(法德西日英)「專業筆譯」(雙向) 

(三) 如通過「教育部中英文翻譯能力檢定考試」者，可抵免相對應之資格考

試科目。 

(四) 口譯組或筆譯組考試的各科成績皆達 70 分及格分數(滿分為 100 分)，即

為通過資格考試。 

(五) 資格考試不及格科目，以補考一次為限。 

(六) 資格考試通過後，方可提交論文計畫書審查申請。 

捌、 論文計畫書審查 

一、 研究生於修習「論文」課程階段，即可開始與指導教授商談論文寫作及研究

方向，並於規定時間提交論文計畫書審查申請。研究生「論文」課程成績僅

代表學生修習課程之過程努力與績效，並不代表通過論文「口試」成績。 

二、 研究生可在口筆譯領域中選一論文題目，並在指導教授同意後，提出論文計

畫書。論文計畫書審查委員共三位，指導教授或共同指導教授其中一位為當

然委員，校外委員一位，另一位由校內助理教授(含)以上之教師擔任之。計

畫書審查委員名單於審查前 20 日由指導教授推薦，經所長審查後聘任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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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各學年度論文計畫書審查截止日期：上學期為一月三十一日，下學期為七月

三十一日。 

四、 論文計畫書審查須全體委員出席始得進行。成績以通過、修改後通過及不通

過為標準。二位(含)以上委員評定不通過者，以不通過論。未通過者，得於

一個月後再提出審查申請。 

五、 研究生提交論文計畫書後，如欲更換論文題目，須原指導教授簽名同意， 並

填妥「論文題目更換申請表」後，送交所務會議報備存查。 

六、 如遇特殊狀況而需更換指導教授時，需依規定程序提出書面申請，並經所長

審查協商後，重提論文計畫書審查之申請。 

玖、 碩士論文及學位考試 

一、 研究生修畢所規定學分，通過資格考試，並完成本所相關考核規定與論文計

畫書審查通過二個月後，始得申請學位論文考試。 

二、 各學年度學位考試截止日期：上學期為一月三十一日，下學期為七月三十一

日，逾期者視為該學期未畢業。 

三、 碩士學位考試委員會置考試委員三位，指導教授或共同指導教授其中一位為

當然委員，校外委員一位，另一位由校內助理教授(含)以上之教師擔任之，

委員人選如為該學期在本所授課之兼任教師則須視為校內委員。考試委員得

由指導教授推薦經所長審查後聘任之。指導教授二位以上者，以一位代表參

與學位考試為原則。若有需要二位同時出席，則論文考試之成績計算，須先

將二位分數平均後再與其他委員分數平均之。 

四、 本所學位考試委員，除對該研究生所提出論文有專門研究外，並應具有下列

資格之一： 

(一)助理教授(含)以上之教師。 

(二)獲有博士學位。 

(三)屬於稀少或特殊學科，在學術或專業上著有成就者。 

五、 考試委員不得與應考研究生有配偶、前配偶、三親等內之血親、或二親等內

之姻親或曾有此親屬關係，或有僱傭等利害關係。考試委員經提聘後，始察

覺與應考研究生有上述關係者，應自動申請迴避。如未自行迴避，本所於確

認後，亦應重新辦理提聘。 

六、 考試委員應親自出席委員會，不得委託他人代表，考試需全體委員出席始得

進行。 

七、 考試申請經本所審查合於規定者，由本所將論文與摘要、考試方式、時間、

地點及擬聘校內外考試委員名單，提經教務處複核無誤後，簽請校長核定後

辦理，並至遲於一週前通知應試人。考試應秉持公平、公正、公開之原則辦

理。 

八、 考試成績以七十分為及格，一百分為滿分，評定以一次為限，並以出席委員

評定分數平均決之；但有 2 位(含)以上委員評定不及格者，即以不及格論。

論文有抄襲或舞弊情事，經考試委員會審查確定者，以不及格論。 

九、 考試成績不及格而其修業年限尚未屆滿者，得於四個月後再提出審查申請，

重考以一次為限，重考成績七十分以上者，概以七十分計算；重考成績仍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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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格者，以重考前成績為準，應令退學。 

十、 已申請學位考試之研究生，若因故未能如期舉行考試且其修業年限未屆滿者，

應於次學期開學日前填具「取消學位考試通知單」，經指導教授及所長核可

後送教務處並完成註冊後即可再提出學位考試之申請。逾期未撤銷者，以一

次不及格論。 

十一、 學生應於學位考試通過後一個月內，繳交附有考試委員簽字同意之論文

正本四冊及論文電子檔至所辦公室，辦理畢業相關手續；逾期未繳交，其修

業年限已屆滿者，應予退學；未達修業最高年限者，次學期仍應註冊，並於

該學期繳交論文最後期限前繳交，屬該學期畢業。至修業年限屆滿時仍未繳

交論文者，該學位考試以不及格論，並依規定退學。 

十二、 研究生完成之論文，應於辦理畢業離校程序前，配合本校及教育部國家

圖書館推廣全國博碩士論文摘要線上建檔。 

十三、 研究生畢業日期，以繳交論文之當學期上課結束日為準。當學期通過學

位考試，論文展延至次學期開學前繳交者，仍屬當學期。 

十四、 對於已授予之學位，如發現論文有抄襲或舞弊之情事，經論查屬實者，

應予撤銷，並公告註銷已發之學位證書，並予退學；且有違反其法令者，並

依相關法令處理。 

壹拾、 學位名稱 

碩士班研究生修業期滿，完成碩士學位應修課程及相關考核規定，提出論文，

經碩士學位考試委員會考試通過者，授予文學碩士學位。 

壹拾壹、 附則 

一、 本辦法未盡事宜，依大學法、學位授予法、本校碩士學位考試辦法、各所聘

任研究生指導教授暨口試委員相關作業要點及其他相關規定辦理。 

二、本辦法經院務會議及教務會議通過後，公告實施，修正時亦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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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藻外語大學英語暨國際學院所屬系所學生提

升就業力相關專業證照參考表 

 

本所碩士相關表格 

 

本校論文考核相關表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