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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簡介 

 

國內各大學設有企業管理或相關管理學博士班者比比皆是，然而企業管理較著重於

研究企業內部的改善，相關研究已有數十年的歷史。觀諸近年來企業經營日益艱困的原

因，應不在於企業內部的品質、績效或是成本等問題，產業環境不佳才是最令人無法掌

握；如何創建優質的產業環境、如何掌握產業脈動的資訊，才是下一階段企業經營者最

大的挑戰。本系設立之「台灣產業策略發展博士班」，以「產業經營策略」、「產業創新

與發展策略」及「產業國際化策略」三大領域進行課程設計，結合企業參訪、舉辦產業

論壇與國際研討會，了解產業和國際脈動及趨勢，培養學生在產業策略發展方面的評

估、診斷、分析、預測之能力。 

 

 

 

行政團隊 

職稱 姓名 e-mail 分機號碼 辦公室/研究室 

系主任 黃淑琴主任 schuang2@cyut.edu.tw 
7061 

4303 

T2-719 

T2-931 

系助理主任 徐茂練老師 mlshyu@cyut.edu.tw 4438 T2-937 

系助理主任 鄭安欽老師 chengac@cyut.edu.tw 4686 L-721 

台灣產業策略發
展博士班導師 

傅鍾仁老師 drfucj@gmail.com 4778 T2-935 

高階產業經營碩
士在職專班導師 

徐茂練老師 mlshyu@cyut.edu.tw 4438 T2-937 

碩士在職專班 
導師 

黃文星老師 wshuang@cyut.edu.tw  4316 T2-906 

碩士班導師 施依彤老師 itungshih99@gmail.com 4842 T2-907 

行政助教 李華蓉助教 hjlee@cyut.edu.tw 7065 T2-719.1 

行政助教 黃素芳助教 sophia@cyut.edu.tw 7063 T2-719.1 

 

 

 

 

 

 

https://acc.cyut.edu.tw/p/drfucj@gmail.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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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修業相關規定 

朝陽科技大學企業管理系台灣產業策略發展博士班修業準則 
Chaoyang University of Technology Guidelines and Rules for Ph.D. 

Program of Business Administration in Industrial Development, 

Department of Business Administration 
學程籌備會議審議通過(97.11.24) 

97 學年度第 2 學期第 2 次院務會議審議通過(98.03.19) 

97 學年度第 2 學期第 5 次院務會議審議通過(98.06.18) 

98 學年度第 1 學期第 1 次學程事務會議修正通過(98.10.16) 

98 學年度第 1 學期第 4 次院務會議審議通過(98.10.19) 

101 學年度第 1 學期第 1 次學程事務會議審議通過(101.10.15) 

102 學年度第 1 學期第 5 次系所務會議修訂(103.01.07) 

102 學年度第 1 學期第 3 次院務會議審議通過(103.03.27) 

105 學年度第 2 學期第 2 次院務會議通過(106.03.24) 

106 學年度第 1 學期第 1 次院務會議通過(106.08.22) 

108 學年度第 1 學期第 1 次系務會議修訂(108.09.05) 

108 學年度第 1 學期第 4 次院務會議通過(108.10.31) 

109 學年度第 1 學期第 1 次系務會議修訂(109.09.15) 

109 學年度第 1 學期第 1 次院務會議通過(109.09.28-30) 

109 學年度第 1 學期第 5 次系務會議修訂(109.11.10) 

109 學年度第 2 學期第 5 次院務會議審議(110.04.22) 

109 學年度第 2 學期第 4 次系務會議修訂(110.04.27) 

109 學年度第 2 學期第 7 次系務會議修訂(110.06.08) 

109 學年度第 2 學期第 7 次院務會議審議(110.06.24-28) 

 

一、目的：Goal:  

為增進本校企業管理系台灣產業策略發展博士班 (以下簡稱本博士班) 研究生之學

習成效及課程規劃之修習，特訂定「朝陽科技大學企業管理系台灣產業策略發展博士

班修業準則」（以下簡稱本準則）。 

In order to ensure the learning effectiveness and guide the study plans of the Ph.D. students, 

the " Chaoyang University of Technology Guidelines and Rules for  

Ph.D. Program of Business Administration in Industrial Development" (hereinafter referred 

to as the Guidelines) is set. 

二、修業學分：Course Credit Requirements: 

本博士班最低畢業學分為 33 學分（含博士論文 6 學分）。  

Ph. D. students are required to complete a minimum of 33 course credits (including 6 

doctoral thesis credits). 

三、修業年限：Length of Study: 

    本博士班修業期限 2 至 7 年，如有休學必要時，休學時間累計不得超過 2 年。  

The length of study for the doctoral program is from 2 years to 7 years. Ph. D. students are 

able to apply for a non-academic leave from one to four semesters (two academic years) 

each time. The maximum of the accumulated time of leave is two academic years. 

四、 修課規定：Course Regulations: 

(一) 研究生應依其入學年度課程規劃表規定修課。 

Ph. D. students should take courses according to the relevant provisions of the annual 

curriculum plan. 

(二) 研究生每學期所選修之課程均須經指導教授同意，尚未確定指導教授者，由系

主任同意。 



5 

The courses selected by the Ph. D. students each semester must be approved by the 

thesis advisor(s). If a thesis advisor is not yet confirmed, it should be approved by the 

head of the department. 

五、 修業規定：Graduation Requirements:  

本博士班學生畢業條件可分為修課規定、資格考試及論文發表三項條件，本系博士班

研究生符合上述三項條件後，於修業準則中所規範時間備齊相關文件，始可向本系提

出博士學位考試申請。 

Doctoral students must meet the following 3 conditions before submitting a thesis defense 

application: the course requirements, the qualification examinations and the publication of 

the thesis. After doctoral students of the department have met all of the conditions above, 

they can prepare the relevant documents in the time specified in the Guidelines. 

六、指導教授：Thesis Advisor: 

(一) 每位研究生之指導教授以不超過 2 位為原則，惟其中至少 1 位須為本校管理學

院相關系所專任副教授以上擔任為原則。 

Each Ph. D. student can be guided by no more than 2 advisors. If the student have two 

advisors, one of them must be a full-time professor and employed at least at the level 

of associate professor in our college of management. 

(二) 研究生於第 2 學年結束前確定其指導教授為原則，並填寫「指導教授同意書」，

經指導教授、系主任、院長簽署後，備存於系辦公室。 

Each student must have the thesis advisor before the end of the second academic year, 

and complete the [Thesis Advisor Consent] sheet. The sheet must be signed by the 

thesis advisor(s), the head of department, and the dean of the management college.  

(三) 有關研究生與指導教授互動之相關規定，依本校「管理學院論文指導教授與研究

生互動準則」辦理。 

The Ph.D. students must follow the “Guidelines for the Interaction of Thesis Advisor 

and Postgraduates of the College of Management”. 

七、 博士學位候選人：Doctoral Candidates: 

    研究生於修畢畢業學分 (不含博士論文) ，並通過資格考試後，始為博士學位候選

人。資格考辦法依本系博士學位候選人資格考核實施辦法之規定實施之。   

Ph. D. students who have completed required credits (not including the doctoral thesis), 

and have completed the qualification examinations are allowed to be doctoral candidates. 

The qualification examinations are implemented in accordance with the department’s 

Doctoral Candidate Guidelines and Rules. 

八、論文發表審查：Doctoral Thesis Publication Review: 

(一) 研究生於取得發表之著作或專利累計點數達 50 點以上者，須填寫畢業資格點

數審查表，並檢附完整著作或專利之相關佐證資料後，送系所辦公室審查。 

Ph. D. students who have obtained more than 50 points of published works or patents 

must complete the graduation qualification point review form and provide the relevant 

supporting materials of the published works or patents to the department office for 

review. 

(二) 博士學位候選人所發表得採計點數之著作或專利，必須符合下列條件： (1)著作

投稿或專利申請 (件)日期必須在入學當年八月一日(含)以後；(2)著作或專利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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須以朝陽科技大學名義發表或取得；(3)著作或專利至少必須有一篇或一件與指

導教授共同發表； (4)著作至少必須有一篇為本系認列之 B 級期刊(含或以上)，

且該著作發表必須以第一作者或通訊作者名義發表；(5)著作或專利至少必須有

一篇或一件與博士論文內容相關。 

The works or patents published by the doctoral candidate must meet the following 

requirements: 

The work or patent application (piece) must be submitted after August 1(inclusive) of 

the year of enrollment;(2) The work or patent must be published or obtained in the 

name of Chaoyang University of Technology;(3) At least one of the works or patents 

must be published together with the thesis advisor(s);(4) At least one of the works must 

be published in the Grade B journals (including or above) recognized by the department, 

and the doctoral candidate must be the first author or corresponding author;(5) At least 

one of the works or patents must be related to the content of the doctoral thesis. 

(三) 研究生依其著作發表順序及專利取得方式決定計點權重如下：(1)著作發表以第

一或通訊作者發表計點 100%、以第二作者發表計點 60%、以第三作者發表計點

30%、以第四作者發表計點 20%、以第五作者發表計點 10%；(2)專利取得之創

作人或發明人 2 人以內者計點 100%、3 人者計點 90％、4 人者計點 80%，5 人

或 5 人以上者計點 70%。 

The points will be given according to the student's authorship orders of their published 

works or the numbers of inventors or creators of patents: (1) For the published works, 

the first or corresponding author gets 100% of the points, the second author gets 60%, 

the third author gets 30%, the fourth author get 20%, and the fifth author gets 10% of 

the points; (2) For the granted patents, if the number of inventors or creators of a patent 

is no more than 2, the student get 100% of points, followed by 90% for 3, 80% for 4, 

and 70% for 5 or above. 

(四) 著作之點數認列如下，研究分級請參照附件一： 

(1) A 級：一篇計 50 點 

(2) B 級：一篇計 25 點 

(3) C 級：一篇計 15 點 

(4) D 級：一篇計 10 點 

(5) 其他：一篇計 5 點 

   The points of published works and patents are listed as below. The Grade of published 

works are listed in Annex I: 

(1) Grade A: 50 points 

(2) Grade B: 25 points 

(3) Grade C: 15 points 

(4) Grade D: 10 points 

(5) Others: 5 points 

(五) 專利之點數認列如下： 

(1) 取得國外發明專利， 一件計 50 點 

(2) 取得國內發明專利，一件計 40 點 

(3) 取得國外新型專利，一件計 20 點 



7 

(4) 取得國內新型專利，一件計 15 點 

(5) 取得國外新式樣專利，一件計 10 點 

(6) 取得國內新式樣專利，一件計 5 點 

Patent Point Recognition: 

(1) Foreign Invention Patent, 50 points 

(2) Domestic Invention Patent, 40 points 

(3) Foreign Utility Patent, 20 points 

(4) Domestic Utility Patent, 15 points 

(5) Foreign Design Patent, 10 points 

(6) Domestic Design Patent, 5 points 

九、 學位考試：Thesis Defense:  

(一) 申請資格 Requirements  

研究生於取得博士學位候選人資格，且符合下列二項條件，經指導教授同意

後，始得提出博士學位考試申請。 

A doctoral candidate who had satisfied the following conditions, and with the approval 

o f  t h e  t h e s i s  ad v i s o r ( s )  c an  ap p l y  f o r  a  d o c t o r a l  t h e s i s  d e f e n s e . 

(1) 發表之著作或專利累計點數達 50 點以上者。 

who has obtained 50 points or more for the published works and patents. 

(2) 修習「學術研究倫理教育」相關課程，並通過課程測驗成績及格者。 

A doctoral candidate must take the academic ethics lesson and pass the related 

examination according to the "Implementation of the Academic Research Ethics 

E d u c a t i o n  C u r r i c u l u m " 

(二) 博士班研究生，論文題目須符合本系教育目標與專業領域，且應於學位考試前

完成「論文原創性比對」作業，並於學位考試當日送交學位考試委員參考。 

The title and content of the dissertation, which a Ph. D. student applies to a doctorate, 

must be related to the areas of business decisions, processes, and activities within the 

actual business setting. Before the day of doctoral degree examination, Ph. D. 

students must finish the examination of checking for plagiarism and ensuring 

authenticity across all subject areas with the plagiarism detection software of the 

CYUT library, such as iThenticate, Turnitin or SYMSKAN. The results of checking 

must be handed in during the doctoral degree examination. 

(三) 博士學位考試委員會置委員 5 至 9 人，其中校外委員人數不得少於委員總數三

分之一。學位考試委員資格應符合如下規定之一： 

1. 現任或曾任教授、副教授。 

2. 中央研究院院士、現任或曾任中央研究院研究員、副研究員。 

The Ph.D. degree examination committee consists of five to nine members, and non-

CYUT committee members should count for at least one third of all members in the 

committee. All committee members should meet one of the following criteria: 

1. Being a Professor or an Associate Professor now or before. 

2. An Academician or being a Researcher or an Associate Researcher of Academia 

Sinica now or before. 

(四) 學位考試相關規定依本校博士班學位考試辦法實施之。 



8 

The degree examination must be implemented in accordance with Chaoyang 

University of Technology’s Guideline and Rules for Graduate Institutes. 

十、外籍研究生若有領取本校「Elite Scholarship」或「Excellence Scholarship」等入學獎

學金者，除須遵守本修業準則外，另須符合「Foreign Student/Overseas Chinese 

Scholarship Review Standard Table. Chaoyang University of Technology」相關規定。 

Foreign students that have received our school’s 「Elite Scholarship」or 「Excellence 

Scholarship」and other scholarships have to not only follow this guidelines, but also 

「 Foreign Student/Overseas Chinese Scholarship Review Standard Table, Chaoyang 

University of Technology」regulations and guidelines. 

十一、本準則未盡事宜，依教育部及本校相關規定辦理。  

Any matters not covered in this guidelines are handled in accordance with the relevant 

regulations of the Chaoyang University of Technology and R.O.C. Ministry of Education. 

十二、本準則經系務會議通過，院務會議決議，送請院長核轉校長核定後實施，修正時

亦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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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一 Annex I 

台灣產業策略發展博士班期刊論文等級對照表 

Ph.D. Program in Taiwan Industrial Strategy and Development,  

Department of Business Administration 

Thesis Grading System 

 

 

等級
Grade 

代號 

Code 
說明 Context 

收錄期刊清單 

Publication List 

A 級 

Grade 

A 

A1 

SCOPUS 資料庫 Database 

SJR RANKING-Q1/Q2（R≦50%） 

期刊收錄 Journal Inclusion 

【註 Note 1】【註 Note 2】   

A2 SSCI 收錄 Inclusion 

A3 SCIE/SCI 收錄 Inclusion  

A4 AHCI 收錄 Inclusion   

A5 TSSCI 收錄 Inclusion   

B 級 

Grade 

B 

B1 

SCOPUS 資料庫 Database 

SJR RANKING-Q3（50%＜R≦75%） 

期刊收錄 Journal Inclusion 

【註 Note 1】【註 2 Note 2】 

  

B2 

具嚴謹審查制度之國內學術期刊【註

3】 

Domestic Journals with strict evaluation 

and review procedures. [Note 3] 

正向表列名單： 

產業管理評論 Industry 

Management Review 

商略學報 IJCS 

企業管理學報 Journal of 

Business Administration 

亞太經濟管理評論 Asia-

Pacific Economic and 

Management Review 

商管科技季刊 BMT 

台灣管理學刊 Taiwan 

Academy of Management 

Journal  

東吳經濟商學學報 Soochow 

Journal of Economics and 

Business 

輔仁管理評論 Fu Jen 

Management Revie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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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級

Grade 

代號 

Code 
說明 Context 

收錄期刊清單 

Publication List 

   

台灣企業績效學刊 Taiwan 

Business Performance Journal 

中原企管評論 Chung Yuan 

Management Review  

文大商管學報 

管理研究學報 Management 

Research  

行銷評論 Marketing Review 

顧客滿意學刊  Journal of 

Customer Satisfaction 

醫務管理期刊  Journal of 

Healthcare Management 

會計學報 Soochow Journal of 

Accounting 

會計與公司治理風險管理學

報 Journal of Management and 

Business Research 

中國統計學報 JCSA 

休閒暨觀光產業研究 JLTIR 

休閒產業管理學刊 Journal of 

Leisure and Recreation 

Industry Management 

休閒與遊憩研究 Annals of 

Leisure and Recreation 

Research 

鄉村旅遊研究 Journal of 

Rural Tourism Research 

島嶼觀光研究 Journal of 

Island Tourism Research 

餐旅暨家政學刊 Journal of 

Hospitality and Home 

Economics 

博物館學季刊 Museology 

Quarterly 

運動休閒管理學報 Journal of 

Sport and Recreation 

Management 

運動與遊憩研究 Journal of 

Sport and Recreation Researc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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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級
Grade 

代號
Code 

說明 Context 
收錄期刊清單 

Publication List 

C 級 

Grade C 

C1 

SCOPUS 資料庫 Database 

SJR RANKING-Q4（75%＜R≦100%） 

期刊收錄 Journal Inclusion 

【註 Note 1】【註 2 Note 2】 

 

C2 

SCOPUS 資料庫 Database 

SJR RANKING（尚無排名 Not yet 

ranked）期刊收錄 Journal Inclusion 

【註 Note 1】【註 2 Note 2】 

  

C3 
期刊論文收錄於 EI  

Included in EI 
 

C4 
本校學院學刊（或學報） 

Our college’s Journal 
 

C5 

其他有審查制度之中文學刊（或學報） 

Other Chines Journal with Review 

Procedures 

 

D 級 

Grade D 

D1 
研討會論文收錄於 Scopus 

Conference thesis included in Scopus 
 

D2 
研討會論文收錄於 EI 

Conference thesis included in EI 
 

D3 
本校院級以上研討會論文集 

Our college’s level conference thesis papers. 
 

其他 

Others 

具審查制度之研討會(須檢具審查證明) 

Conferences with review procedures. (Need to hand 

in review procedure proof)  

 

 【註 Note 1】：SCOPUS 資料庫期刊收錄之排名須以排除「研討會論文集」後之期刊排

名為準。 

The rankings of the SCOPUS database journals must be based on the journal 

rankings after the exclusion of the Symposium Proceedings. 

【註 Note 2】：SJR 依 SCImago Journal & Country Rank 網站公告為主，並依以下標準 SJR 

is based on the SCImago Journal & Country Rank website announcement and is 

based on the following criteria:： 

１、 論文刊登日於 6 月 30 日以前者，以前一年度公告之 SJR 排名為準。 

If the paper is published before June 30, the SJR ranking of the previous year's 

announcement shall prevail. 

２、 論文刊登日於 7 月 1 日以後者，以當年度公告之 SJR 排名為準。 

If the paper is published on July 1st, the SJR ranking of the annual announcement 

shall prevail. 

【註 Note 3】：具嚴謹審查制度之國內學術期刊清單係由本系推薦並彙整國內學術期刊

及相關文獻資料庫收錄之期刊而成。 

The list of domestic academic journals with strict review system is made by 

the department's recommendation and collection of journals included in 

domestic academic journals and related literature databas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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朝陽科技大學企業管理系台灣產業策略發展博士班博士學位候選人資格考核實施辦法 

The Implementation Regulations for the Evaluation of Ph.D. Candidate Qualification in the Ph.D. 

Program of Business Administration in Industrial Development of Chaoyang University of 

Technology 
 

98 學年度第 1 學期第 2 次學程事務會議訂定(98.12.22) 

98 學年度第 1 學期第 7 次院務事務會議審議通過(98.12.28) 

98 學年度第 2 學期第 1 次學程事務會議訂定(99.3.30) 

98 學年度第 2 學期第 2 次院務會議審議通過(99.4.8) 

101 學年度第 1 學期第 1 次學程事務會議審議通過(101.10.15) 

102 學年度第 1 學期第 5 次系所務會議修訂(103.01.07) 

102 學年度第 1 學期第 3 次院務會議審議通過(103.03.27) 

108 學年度第 1 學期第 4 次系務會議修訂(108.11.12) 

108 學年度第 1 學期第 7 次院務會議通過(108.12.05) 

109學年度第 1學期第 1次系務會議修訂(109.09.15) 

109學年度第 1學期第 1次院務會議通過(109.09.28-30) 

第一條 依據本校「博士學位候選人資格考核實施要點」及「企業管理系台灣產業策略

發展博士班修業準則」，訂定「企業管理系台灣產業策略發展博士班博士學位

候選人資格考核實施辦法」（以下簡稱本辦法）。 

The current “Chaoyang University of Technology Directions for Implementing the 

Evaluation of Ph.D. Candidate Qualification” and “Chaoyang University of 

Technology Guidelines and Rules for the Ph.D. Program of Business Administration 

in Industrial Development” form the legal framework for “The Implementation 

Regulations for the Evaluation of Ph.D. Candidate Qualification in the Ph.D. Program 

of Business Administration in Industrial Development of Chaoyang University of 

Technology”(hereinafter referred to as “the Implementation Regulations”). 

第二條 企業管理系台灣產業策略發展博士班（以下簡稱本博士班）博士學位候選人資

格考核（以下簡稱資格考核），除依本校「博士學位候選人資格考核實施要

點」、本校「博士學位考試辦法」及本博士班「修業準則」之規定外，依據本

辦法辦理。 

The implementation regulations for the evaluation of Taiwan Industrial Strategy 

Development Ph.D. candidate qualification hereto are set forth according to the 

“Chaoyang University of Technology Directions for Implementing the Evaluation of 

Ph.D. Candidate Qualification”, “Chaoyang University of Technology Regulations 

for Ph.D. Degree Examiniation”, and “ Chaoyang University of Technology 

Guidelines and Rules for Ph.D. Program of Business Administration in Industrial 

Development”.    

第三條 研究生修畢學分後，向本系提出資格考核申請。 

資格考核以筆試方式進行： 

On completion of the Ph.D. programme, the Ph.D. student can submit the application 

for Ph.D. candidate qualification. The evaluation of Ph.D. candidate qualification is 

implemented by a written examination. 

一、 筆試科目為「台灣產業策略發展」共 1 科。 

There is only one written examination subject, namely “Taiwan Industrial 

Strategy Develop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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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筆試科目由本系主任協調相關教師負責命題及評分，以一百分為滿分，

七十分為及格，並以命題委員評定分數平均決定之（計算至整數）。 

The Chair of Business Administration Department is in charge of inviting 

drafters to implement the question drafting and grading for the Ph.D. candidate 

qualifying examination. The total score is determined by the average score of 

drafters’ grading. The total score ranges from 0 to 100 points and the passing 

score is 70 points (the score is rounded to the nearest integer). 

三、 研究生於休學期間不得申請及參加資格考筆試。 

The Ph.D. student should not allowed to submit the application for Ph.D. 

candidate qualification or take the qualifying examination during the period of 

suspension.. 

第四條 研究生通過資格考筆試，並符合本校博士學位候選人資格考核實施要點、博士

學位考試辦法和本博士班修業準則相關規定者，由系主任向教務處提出為博士

學位候選人。 

The Ph.D. student who passes the qualifying examination on schedule without 

violating will be allowed to be the Ph.D. candidate. The Chair of Business 

Administration Department should submit the application for the approval of Ph.D. 

candidate qualification for the Ph.D. student. 

第五條 本辦法經系務會議、院務會議通過後公告實施，並送教務處備查，修正時亦

同。 

 The regulations are implemented or modified after approval of the Department Affairs 

Council, and College Affairs Council, and are kept on file for reference by Academic 

Affairs Offi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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朝陽科技大學博士學位候選人資格考核實施要點 
90 學年度第 2學期第 1 次教務會議訂定(91.03.13) 
91 學年度第 1學期第 1 次教務會議修正(91.10.14) 

108 學年度第 1 學期第 1次教務會議修正(109.01.08) 

 

一、本校之博士學位候選人資格考核（以下簡稱資格考核）實施要點(以下簡稱本要點)

係依據大學法及其施行細則、學位授予法之規定訂定之。 

二、博士班研究生應嚴予考核經資格考核及格後，始得由該所提出為博士學位候選人。

資格考核每學期結束前得辦理一次，由各該系(所)公告考試日期並受理申請。 

三、資格考核應於入學後各博士班規定期限之內完成，屆時未通過者應由各該系(所)通

知註冊組勒令退學。 

四、資格考核以筆試方式為原則，必要時得輔以其他方式為之，其考核科目及辦法，由

各系(所)自訂。 

五、資格考核完畢後，其成績應於兩週內由各系(所)送交註冊組登入，並於歷年成績單

備註欄內填註「該生已通過資格考核，審核無誤」。 

六、資格考核每科以七十分為及格，考生如第一次考核不及格，得申請重考一次。重考

再不及格，均應予退學。 

七、各系(所)應根據本要點訂定該系(所)博士學位候選人資格考核實施規定，經系(所)

務會議通過後公告實施並送教務處備查。 

八、本要點經教務會議通過，校長核定，報請教育部核備後實施，修正時亦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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朝陽科技大學博士學位考試辦法 

 

90 學年度第 2 學期第 2 次教務會議訂定(91.05.29) 

101 學年度第 2 學期第 1 次教務會議修正(102.06.19) 

教育部臺教技(四)字第 1020132715 號函備查(102.09.05) 

104 學年度第 2 學期第 1 次教務會議修正(105.06.08) 

教育部臺教技(四)字第 1050085375 號函備查(105.07.01) 

106 學年度第 2 學期第 1 次教務會議修正(107.06.13) 

教育部臺教技(四)字第 1070099444 號函備查(107.07.06) 

107 學年度第 1 學期第 1 次教務會議修正(108.01.02) 

教育部臺教技(四)字第 1080011999 號函備查(108.01.24) 

108 學年度第 1 學期第 1 次教務會議修正(109.01.08) 

108 學年度第 2 學期第 1 次教務會議修正(109.06.24) 

教育部臺教技(四)字第 1090106039 號函備查(109.09.04) 

109 學年度第 1 學期第 1 次教務會議修正(109.12.30) 

教育部臺教技(四)字第 1100002337 號函備查(110.02.22) 

第一條 依據大學法及其施行細則、學位授予法之規定，訂定「朝陽科技大學博士學位

考試辦法」（以下簡稱本辦法）。 

第二條 博士班修業年限以二至七年為限，博士班研究生符合下列各項規定者，並經指

導教授與系（所）主任同意且已註冊在學者，方可申請為博士學位候選人，參

加學位考試： 

一、 通過博士學位候選人資格考核，其考核依「本校博士學位候選人資格考核

實施要點」。 

二、 於修業年限內修畢各該系（所）規定課程及學分。 

三、 通過本校「學術研究倫理教育課程實施要點」所訂之學術倫理教育課

程。 

四、 完成論文初稿。 

第三條 學位考試，由各系（所）排定時間與地點，原則上依行事曆所訂期間內舉行，

但第一學期最遲於一月三十一日前，第二學期最遲於七月三十一日前通過學位

考試。 

博士班研究生，應於學位考試前完成「論文原創性比對」作業，並於學位考試

當日送交學位考試委員參考。 

第四條 學位考試以論文考試為原則，必要時，各研究所得依其自訂細則，自行舉行學

科考試。 

藝術類、應用科技類或體育運動類博士班研究生，其博士論文得以作品、成就

證明連同書面報告或以技術報告代替，惟其基準應與該級論文水準相當。各該

類科之認定基準及應送繳資料，經院、系（所）務會議及教務會議通過後實施。 

前項之各該類科，得以作品、成就證明連同書面報告或技術報告，代替博士論

文之認定範圍、資料形式、內容項目及其他相關事項之準則，另依教育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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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規定辦理，並公

告於學校網站校務資訊公開專區。 

第五條 學位考試應成立考試委員會辦理之;考試委員五至九人，其中校外委員人數不得

少於三分之一。委員名單由系（所）主任報請校長聘請之，並指定委員一人為

召集人，指導教授為當然委員，但不得擔任召集人。 

第六條 學位考試委員，應對博士學位候選人之研究領域有專門研究，並具有下列資格

之一： 

一、 現任或曾任教授、副教授。 

二、 中央研究院院士、現任或曾任中央研究院研究員、副研究員。 

三、 獲有博士學位，且在學術上著有成就。 

四、 研究領域屬於稀少性或特殊性學科，且在學術或專業上著有成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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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項第三款、第四款之提聘資格認定標準，由各系（所）務會議訂定。 

第七條 學位考試委員應親自出席委員會，不得委託他人代理。必要時，經系務會議通

過得以同步視訊方式進行，並應全程錄影存檔備查。學位考試須有校外委員三

分之一以上出席，且出席委員在五人以上，始得舉行。 

第八條 申請學位考試者，其所撰論文及其提要經指導教授審閱認可，並於學位考試日

期一個月前，依規定格式填寫參加學位考試申請書（一式兩聯），經指導教授及

系所主任核准後，正本送教務處彙辦，影本系（所）存檔。 

第九條 研究生之論文（含提要），均須用中文或英文撰寫。所提之論文（含提要）並由

各研究所於考試十五天前分送各考試委員審閱。已於國、內外取得學位之論文、

作品、成就證明、書面報告或技術報告，不得再度提出。但國內學校經由學術

合作，與境外學校共同指導論文，並分別授予學位者，不在此限。 

第十條 學位考試以口試行之，地點、時間應於事前由各研究所公布或通知應試學生，

口試時就應試人所撰論文內容提出問題，必要時並得舉行筆試。 

第十一條 學位考試成績，以七十分為及格，一百分為滿分，並以出席委員評定分數平

均決定之（計算至整數），但有二分之一以上委員評定不及格者，以不及格論，

評定以一次為限。如論文、作品、成就證明、書面報告或技術報告有違反學

術倫理之情事，經博士學位考試委員會審查確定者，以不及格論；考試成績

不及格而其延長修業年限尚未屆滿者，得於次學期後或次學年後舉行重考，

重考以一次為限，再不及格，以退學論處。 

為維持學位考試之公平性，研究生與其指導教授、學位考試委員不得為其配

偶、前配偶、四親等內之血親、三親等內之姻親關係或曾有此關係者。 

第十二條 通過學位考試之研究生，應於考試通過後將論文電子檔案或報告繳送系（所）

辦公室，並檢具經指導教授簽字同意已修訂完成之紙本論文或報告之正本兩

冊至教務處，並以文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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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且以不得抽換為原則，並應依本校「數位

化學位論文蒐集辦法」上傳論文或報告。 

國家圖書館保存之論文、書面報告或技術報告，應提供公眾於館內閱覽紙本，

或透過獨立設備讀取電子資料檔；經依著作權法規定授權，得為重製、透過

網路於館內或館外公開傳輸，或其他涉及著作權之行為。但涉及機密、專利

事項或依法不得提供，並經本校認定者，得不予提供或於一定期間內不為提

供。 

前二項圖書館之保存或提供，對各該論文、書面報告或技術報告之著作權不

生影響。 

論文或報告之繳交期限，第一學期為二月二十八日，第二學期為八月三十一

日。 

第十三條 通過學位考試但無法於規定期限內完成論文或報告修正及繳交者，將視為延

修生，論文或報告之修正期間，不需再提學位考試申請，次學期仍須完成註

冊程序。論文或報告之修正如未能於學位考試次學期行事曆第十五週內完成

者，其學位考試成績不予採認，以一次不及格論，惟交換生、雙聯學制學生

及修習教育學程者不在此限。 

第十四條 通過博士學位考試之研究生且已授予學位者，如發現論文、作品、成就證明、

書面報告或技術報告有違反學術倫理之情事，經調查屬實者，應予撤銷，並

公告註銷其已發之學位證書後，應通知當事人繳還該學位證書，並將撤銷與

註銷事項，通知其他大專校院及相關機關（構）。 

第十五條 本辦法如有未盡事宜，依教育部有關法令與本校相關規章辦理之。 

第十六條 本辦法經教務會議通過，校長核定後實施，並報請教育部備查，修正時亦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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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重要時程及課程規劃 

重點事項與時程 

 重點事項 填具表單 相關程序或辦

法 

時間 

1 選課 

 採線上系統選課  修業準則 

 課程規劃 

 依據該年度本

校行事曆時程

進行。 

 開學第一週為

加退選週。 

 在校生初選依

據該年度本校

行事曆進行：預

計上學期為 12

月，下學期為 8

月。 

2 
先修科目免

修申請審查 

 採書面申請，並提交系辦審

查 

 課程規劃  於提出博士學

位候選人資格

考前完成申請

及審查。 

3 
論文指導老

師確認申請 

 博士學位論文指導教授同

意書 

 修業準則  第 2 學年結束

前提出申請。 

4 

博士學位候

選人資格考

申請 

 修畢畢業學分並完成先修

課審查後始得申請 

 採書面申請，並提交系辦審

查 

 修業準則  第 2 學年結束

前提出申請。 

5 
畢業資格點

數審查 

 採書面申請，並提交系辦審

查 

 修業準則  於提學位考試

前完成 

6 

修習「學術研

究倫理教育」

相關課程，並

通過課程測

驗成績及格 

 「臺灣學術倫理教育資

源 中 心 」 線 上 平 台

(https://ethics.nctu.edu.tw/) 

 透過「臺灣

學術倫理教

育 資 源 中

心」網路教

學平台自行

修習課程， 

 學生應於入學

後，最遲須於申

請學位考試前，

完成課程並通

過總測驗，即可

於網站申請下

載修課證明。 

7 
學位考試申

請 

 朝陽科技大學博士班學位

考試申請書(最新表單與相

關表單請至教務處註冊組

網頁下載) 

 修業準則 

 博士班研究

生申請學位

考試流程 

 請參考博士班

研究生申請學

位考試流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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博士班研究生申請學位考試流程 

項

次 
重點事項 填具表單 相關程序或辦法 承辦單位 

1 

申請學位考試條

件： 

 修畢規定課

程與學分。 

 完成先修科

目審查。 

 修習「學術研

究倫理教育」

相關課程，並

通過課程測

驗成績及格。 

 完成畢業資

格點數審查。 

 通過資格考

試。 

 指導教授同

意提學位考

試。 

 學位考試申請書 

 

 博士學位考試

辦法。 

 由指導教授確

認並邀請至少

5 位之口試委

員。 

 學位口試日期前

一個月提送申請

表予系辦公室。 

 由系辦公室排定

口試地點。 

2 學位考試 

 學位考試申請書 

 中、英文審定書 

 考試結果通知書 

 考試評分表 

 學位考試前完成

「論文原創性比

對」作業 

 博士學位考試

辦法。 

 口試學生提早

至口試地點預

作準備。 

 考試結束依委

員意見修改論

文。 

 論文相似度檢

測結果依管院

規定：以不超

過 30%為原則 

 系辦公室備妥口

試委員聘書、審查

費收據，於口試前

交予指導教授或

學生。 

 考試結束繳回已

完成之審查費收

據、中、英文審定

書、考試結果通知

書、考試評分表等

表格予系辦公室。 

3 離校程序 

 依圖資處規範上傳

電子論文，並線上

申請電子論文授權

書。 

 填具紙本論文授權

書。 

 博士學位考試

辦法。 

 修改後之論文

經指導教授認

可，始得辦理

 圖資處：線上論文

上傳。 

 註冊組：繳交紙本

論文 2 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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畢 業 資 格 審

查。 

 系辦公室：繳交紙

本論文 1冊及電子

檔。 

4 領取畢業證書  無  完成離校程序  註冊組 

注意事項： 

1. 學位考試申請書請至教務處註冊組網站下載。 

2. 博士論文格式規範請至教務處註冊組網站下載。 

3.學位考試申請時程： 

辦理事項 第一學期 第二學期 

學位考試申請 12 月 31 日前 6 月 30 日前 

學位考試日期 次年 1 月 31 日前 7 月 31 日前 

論文繳送截止日 次年 2 月 28 日前 8 月 31 日前 

未於上述時程完成離校手續者，視同未畢業，並依本校學則於下一學期辦理註冊或休學。 

4.論文電子檔案應上傳至本校『博、碩士論文系統』，其上傳之帳號及密碼，即為個人在學

校所申請之電子郵件之帳號及密碼，若無帳號及密碼同學，請及早向圖資處申請。 

5.研究生已通過學位考試但無法於規定期限內完成論文修正及繳交者，將視為次學期延修生，並將

學位考試成績保留於系（所）辦公室，俟論文修正完成並繳交後，始符合畢業資格，且視為論文

繳交學期之畢業生，論文或報告之修正期間，不需再提學位考試申請，次學期仍須完成註冊程

序。論文或報告之修正如未能於學位考試次學期行事曆第 15 週內完成者，其學位考試成績不予

採認，以 1 次不及格論，惟交換生、雙聯學制學生及修習教育學程者不在此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