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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 國立高雄餐旅大學學則 

107 年 12 月 20 日校務會議修正通過（修訂§58）108 年 2 月 13 日教育部臺教技(四)字第 107007630 號函備查 

第 四 篇  研 究 所 

第 一 章  入 學 

第五十八條  凡在公立或已立案之私立大學、獨立學院或符合教育部採

認規定之國外大學、獨立學院有關學系畢業，得有學士學

位或具有同等學力規定之資格，經本校研究所碩士班入學

考試或甄試錄取者，得入本校研究所碩士班肄業。 

            凡在公立或已立案私立大學或獨立學院或教育部認可之國

外大學或獨立學院有關學系畢業得有碩士學位或具有同等

學力規定之資格，經本校研究所博士班招生考試錄取者，

得入本校研究所博士班就讀。本校碩士班研究生修讀期間

成績優異者，得申請逕行修讀博士學位，申請辦法另訂

之。 

            碩士班甄試錄取新生如已具入學資格者，可提前一學期註

冊入學，其報到後之保留入學資格及入學後之修業規定悉

依據本校學則及各所、學位學程修業規定辦理。 

第 二 章  繳 費 、 註 冊 、 選 課 

第五十九條  研究生於每學期註冊時，應依照規定繳交各項費用。 

第 六十 條  研究生應於規定時間內，經指導教授同意後選定論文題

目，並經研究所向教務處（或進修部）登記。 

第 三 章  修 業 年 限 、 學 分 、 成 績 

第六十一條  碩士班修業年限以 1 至 4 年為限。博士班修業年限以 2 至

7 年為限。在職進修研究生未於規定修業期限修滿應修課

程或未完成學位論文者，因特殊需要得酌予延長修業期限

以 1 年為限。 

            學生因懷孕、分娩或撫育三歲以下子女之需要持有相關證

明者，得依其需求延長修業年限。 

第六十二條  研究生應修學分總數由各研究所訂定，碩士班研究生至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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應修滿 24 學分及論文 6 學分。博士班研究生至少須修滿

36 學分及論文 6 學分。 

            為研究需要，碩士班經所長核可得修大學部所開課程，並

以 6 學分為限，但所修學分數不納入研究所最低應修學分

數內。博士班下修碩士班課程不納入畢業學分數內。 

第六十三條  研究生每學期所修科目與學分，由各研究所訂定。但第一

學年每學期所修學分數，不得少於 6 學分，不得多於 24

學分。 

第六十四條  研究生學業成績以 100 分為滿分，70 分為及格。不及格之

科目不得補考，必修科目不及格應重修。 

            研究生之畢業成績為其學業平均成績與學位考試成績之平

均數。 

第六十五條  研究生之學位考試，以口試為原則，其考試辦法另定之，

並報教育部備查後實施。 

第 四 章  請 假 、 休 學 、 復 學 、 退 學 

第六十六條  研究生請假、休學、復學、退學及違犯校規之處置比照本

學則有關條文之規定辦理。 

研究生因懷孕、分娩或撫育三歲以下子女之需要持有相關

證明者，其休學期間不計入休學年限計算，亦得亦其需求

延長修業年限，成績考核比照學則第三十七條規定辦理。 

第六十七條  研究生學業成績有下列情形之一者，應令退學： 

        一、修業期限屆滿，仍未修完應修科目與學分者。 

        二、學位考試不及格，不合重考規定或經重考 1 次仍不及格者。 

        三、除論文外，當學期所修科目學期考試全部曠考或學期成績全

部零分者。 

        四、博士班研究生入學後，未能於各研究所規定年限內，通過博

士學位候選人資格考核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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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五 章  畢 業 、 學 位 

第六十八條  研究生合於下列各項規定者，准予畢業： 

        一、在規定年限內修滿規定科目與學分。 

        二、通過本校規定碩、博士學位考試。 

        三、操行成績各學期均及格。 

        四、符合各所語文能力檢定、相關證照、基礎課程補修、完成修

習學術倫理教育課程等相關規定者。 

第六十九條  合於前條規定之碩士班研究生，由本校發給學位證書，授

予碩士學位。合於前條規定之博士班研究生，由本校發給

學位證書，授予博士學位。 

            所授予之學位，如發現其論文、創作、書面報告或技術報

告等有抄襲或舞弊情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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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因違反本校學生獎懲辦法相關規定，案涉應予退學或開

除學籍之重大過失行為，由於尚在調查處理程序中，恐因

其後續懲處處分影響其畢業條件之認定，得依本校學務處

專案簽准後，暫緩發給學位證書。 

第五篇  學 籍 管 理 

第 七十 條  本校學生學籍資料所登記之學生姓名、出生地、出生年月

日及身分證字號，應以身分證所載者為準。入學資格證件

所載與身分證所載不符者，應即更正。 

第七十一條  本校於新生及轉學生入學後，繕造新生（含保留入學資

格）、轉學生(懷孕、分娩或撫育三歲以下子女之需要申

請保留入學資格者)名冊建檔；學生退學後，繕造退學生

名冊建檔；學生畢業後，繕造畢業生名冊（含歷年成績

表）建檔，並永久保存。 

第七十二條  學生在校肄業之系（組）、班別、肄業年級、學業成績，

註冊、休學、復學、退學、轉系、輔系、雙主修等學籍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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錄，概以教務處（或進修部）各項學籍與成績登記原始表

冊為準。 

            本校學生學籍資料，應由本校教務處永久保存。 

第七十三條  在校生及畢（肄）業生申請更改姓名、出生地、出生年月

日或身分證字號者，應檢具戶政機關發給之有效證件，向

教務處（或進修部）申請核准更改。 

第七十四條  前項學生學籍資料由本校永久保存，除學生本人、家長或

監護人，或因本校校務或學籍資料維護所需之調閱，應依

個人資料保護法之規定辦理。 

第六篇  附 則 

第七十五條  學生出國期間，有關學業及學籍處理之規定另訂之。 

第七十六條  學生因重大獎懲、重大案件或本校行政措施致嚴重影響其

權益者，得向本校學生申訴評議委員會提出申訴，其辦法

另訂之。 

第七十七條  學生突遭經教育主管機關認定之重大災害，經校內會議決

議後，有關該生入學考試及資格、註冊、繳費及選課、請

假、成績考核及學分抵免、休學、退學、復學、退費及修

業期限與畢業資格條件等彈性修業機制規定另訂之。 

第七十八條 本學則如有未盡事宜，依其他有關法令辦理。 

第七十九條  本學則經校務會議通過，並報經校長核定後，報請教育部

備查施行，修正時亦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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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 博士班研究生修業程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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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博士班修業規定 

國立高雄餐旅大學觀光研究所博士班修業規定 

National Kaohsiung University of Hospitality and Tourism 

Doctoral Degree Regulations for the Institute of Tourism Management 

(108 學年度(含)以後入學生適用) 

Application for the 2018 Academic Year 
 

107 年 11 月 29 日第 107 學年度第 1 學期教務會議修正通過 

 

一、 本所博士班研究生分為「學術研究型」及「產學合作型」，入學後不能轉另一類

別，其修業規定如本要點。 

Doctoral program is divided into sub-divisions, research-oriented and industry-academia 

collaboration division. Students have to choose a division as their major. Students are 

unable to change their major after enrollment. National Kaohsiung University of 

Hospitality and Management (NKUHT) has set the following program regulation for 

Doctoral students.  

二、 修業年限：修業年限以 2 至 7 年為限 

Period of study of the Doctoral Degree Program is limited from 2 to 7 years  

三、 修課、選組及考試： 

Courses、specialization and Qualifying Examination: 

(一) 本博士班最低畢業學分數為 36 學分，包含專業必修 12 學分，專業選修至少 24

學分(不含畢業論文 6 學分)。 

Required graduation credits are at least 36 credits, which includes 12 credits of core 

courses and minimum 24 credits of elective courses. The 6-credit doctoral dissertation 

is excluded.  

必修課程：方法論(3 學分)、質性研究(3 學分)、高等數量方法(3 學分)、觀光暨

餐旅專論(3 學分)，共 12 學分。 

Core courses: Methodology (3 credits), Qualitative Research (3 credits), Advanced 

Quantitative Methods (3 credits), and Lecture on Tourism and Hospitality (3 credits).   

(二) 博士研究生每學期修讀課程，需經指導教授同意後確定，指導教授未選定前，

需經博士召集人同意後確定。 

The courses for each semester should be arranged by thesis advisor. Before the students 

declare an advisor, a convener appointed by the director will be responsible for the 

course plann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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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博士生為研究需要，經指導教授及所長核可，得修習本校或其他國內外相關博

士班所開授之課程，如欲採計畢業學分時，跨所及外校最多合併承認 6 學分。 

A Maximum of 6 credits of courses taken in other institutes may be used toward the 

degree.  

(四) 碩士非取得觀光及餐旅相關學歷者，由博士班召集人認定其抵免科目，未達抵

免標準者，則必須補修基礎課程；基礎課程包括 1.觀光休閒研究、2.數量方法、

3.觀光個案分析、4.行銷管理研究、5.人力資源管理研究、6.財務管理研究、7.觀

光資訊科技研究等七門相關課程中任選三門為原則。研究生需至碩士班補修不

足之科目，所修基礎課程應在參加論文寫作計劃前修畢。但因已於大學部修習

前項課程，而在就讀碩士班時抵免修習者，是否可免補修，由博士班召集人洽

請相同專業之教授或副教授認定之。 

Students of graduate program hold a non-major related master degree must fulfill the 

requirements by taking three of the following courses requested by the convener 

appointed by institute director: tourism and leisure research, quantitative methods, 

case studies in tourism, marketing management, human resources management, 

financial management, and information technology research in tourism industry. The 

credits will not be counted towards graduate degree.  

Students must finish three master program courses before starting research proposal. 

Students who have completed courses which are listed prior to entering the PhD 

program, his or her credit exemption will be discussed by the convener and professors 

or associate professors in GITM. 

(五) 選定主修組別，至通過分組專門學科考試為止。 

Students must choose one area of specialization.  

1. 博士班主修組別分成以下三組，分組修習之課程依博士班課程標準架構規定。  

There are three areas of specialization. The courses are listed in Ph. D. Course 

Structure.  

(1) 觀光暨遊憩組。 

Tourism and Recreation 

(2) 餐飲暨旅館組。 

Food and Beverage & Hotel 

(3) 全英課程組。(以外籍生入學修讀為原則) 

English-taught Program (International students only) 

2. 選組研究生最遲應於入學後第四學期開學前提出，課程研修計畫經「博士班召

集人」同意後，選定主修組別向所辦登記。 

The student should choose an area of specialization before the beginning of the fourt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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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emester. His or her study plan should be granted by the convener. Students must 

complete application form for area of study.  

3. 轉組：研究生選定主修組別後，得向所辦提出轉組申請，經同意後得再行選組；

轉組以一次為限。 

Change Area of Specialization: Students requesting for a transfer from one area of 

study to another need to apply through the institute office. The request can only be 

applied once.  

(六) 本博士班研究生在選定指導教授後，始得修習指導教授開授的獨立研究 I 及獨

立研究 II 課程。 

After the student selects a thesis advisor, student can start taking Independent Research 

I and Independent Research II instructed by thesis advisor.  

(七) 本博士班研究生在入學前曾修過相關課程的學分，皆不允抵免；如有超過畢業

年限或資格考不及格，遭退學者，重新通過入學考試者，則由所長認定其抵免

學分數。 

Students who have completed courses listed in the school curriculum prior to entering 

the Ph. D Program cannot apply for credit waivers. Ph. D. candidates who have 

exceeded the period of study or have failed degree examinations may resume the 

program by retaking the entrance exam. In this case, credit exemption should be 

ratified by the institute director.  

四、 本所「博士班召集人」由本所專任教授中遴選，一任四年；得連任一次，負責協

助所長擔任博士班招生、資格考試及其他博士班業務。「博士班召集人」於任期屆

滿時，應於任期屆滿一個月前，由本所所務會議以無記名方式投票，獲投票人數

二分之一(含)以上同意者兼之。 

The convener is chosen within full-time faculty members in GITM and will serve four-

year term. He or she may be re-elected to a second term. Convener works closely with the 

institute director and coordinates the Ph. D. program enrollment, degree examinations, and 

other related affairs. Before the expiration of his/her term in office, faculty members will 

vote anonymously one month in advance during the institute affairs meeting. If he/she 

secures more than half of votes, he/she will be re-elected.  

五、 資格考試： 

Ph. D. Qualifying Examination 

(一) 資格考試分為「專門學科考試」與「博士論文研究計劃書」審查兩部分。 

The Ph. D. qualifying examination includes written subject exam and thesis proposal 

oral defense. 

(二) 分組專門學科考試，研究生修畢其分組核心選修課程後，得申請參加修畢科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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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學科考試。 

After taking all core courses in GITM, students can apply for subject exam.  

(三) 分組專門學科考試以筆試方式為原則，亦得以筆試及口試合併方式舉行，由本

所所長擔任召集人，「博士班召集人」為當然委員，聘請校內、外之助理教授以

上三名委員成立「資格考試委員會」，就「觀光暨遊憩管理」、「餐飲暨旅館管理」

及「全英課程組」三個組別分別以 2 門學科命題，每一學科命題委員二人。「資

格考試委員會」得依研究生整體表現，經三分之二以上委員同意，始能作成通

過之決議，並連同試卷成績送本所備查。 

Subject exam is usually assessed through written test. It also can be a combination of 

a written and oral section. There are two fields for the Ph. D. written subject exam for 

each three sub-divisions. Examination committee consists of the institute director 

(chair of the board) and assistant professors from NKUHT and other university. Each 

field is designed by two examination committee members. Students who reach the 

passing mark in the assessments of more than two-third of committee members can 

pass the subject exam.  

(四) 分組專門學科考試每學年舉辦一次，申請時間為每學年第二學期結束前二周，

考試日期為每學年第一學期開學後二周內，不及格者得申請重考一次，重考以

一次為限(不限年限)。 

The subject exam is held every academic year. Students who intend to take the subject 

exam should apply for two weeks in advance before the second semester ends. The 

examination dates will be set within the first two weeks in the new academic year. The 

students who fail the Ph. D. qualifying examination is allowed to retake only once. 

(五) 「專門學科考試」得以論文發表方式進行審核，研究生需至少就選定組別 2 門

學科分別發表具 SSCI 或 SCI、SCIE、EI 審查制之國際期刊或國內 TSSCI 收錄

期刊各乙篇，且需經過指導教授初審及所長複審通過後，始符合資格考審核。

每一學科得以乙篇論文審核抵免，發表之論文應以本校研究生名義刊登，並需

為發表論文之第一作者或通訊作者(第四作者(含第四)以後不列入採計)。 

The subject exam can be assessed through publishing journal articles. Students have 

to choose at least 2 fields in each sub-divisions and must have had research results 

published in overseas indexed journals (SSCI, SCI, SCIE and EI) or in domestic 

TSSCI-indexed journals. Student must be the first author or the corresponding author 

of either one paper.  

(六) 本博士班研究生得於通過專門學科考試後提出博士論文研究計劃書，由指導教

授聘請五人以上(含五人)校內外委員(校外委員至少 2 人)，負責審查。審查採口

試方式進行，不及格者可申請重考一次。 

After passing the subject exam, Ph. D. candidates should propose thesis researc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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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roposal within a year. The thesis proposal oral defense will be examined and approved 

by thesis advisor and a group of five scholars. The exam board should include at least 

two experts from out of University who has expertise in the field of research. Students 

who fail the thesis proposal oral defense may apply to retake the oral defense once.  

(七) 資格考試之評分以一百分為滿分，七十分以上為及格。 

The passing grade and full marks of the examination are 70 and 100, respectively. 

(八) 資格考試及格者為博士學位候選人。 

The student becomes a Ph.D. Candidate after passing all qualifying examinations. 

六、 指導教授延聘原則： 

Guidelines for Thesis Advisor: 

本所博士生指導教授聘任原則如下： 

Full-time faculty of GITM who is associate professor.  

(一) 博士生得邀請本所以外專任教師擔任指導教授，每位老師至多擔任 2 位學生。 

Thesis advisor may be a faculty member of other institute, and the advisor shall at most 

supervise 2 students each year.  

(二) 學術研究型及全英課程模組指導教授以專任副教授師資以上為原則。 

Associate professor as thesis advisor for research-oriented division and English-taught 

program.  

(三) 產學合作型指導教授以本所助理教授師資以上為原則。 

Assistant professor as thesis advisor for industry-academia collaboration division.  

(四) 博士生若欲邀請外校教師擔任指導教授，則依據本校「研究所論文指導教授遴

聘要點」，需有本校專任助理教授(含)以上專任教師擔任雙指導。 

If the thesis requires an advisor who is not a faculty member of NKUHT, the student 

shall be co-supervised by one of the assistant professor or above from NKUHT.  

(五) 雙指導教授原則，需有一位為副教授以上，另一位則可為助理教授。 

Guidelines for Co-Supervision: It requires one associate professor and one assistant 

professor.  

(六) 為維護教學品質，本所專任教師 5 年內不可同時擔任本所 5 位以上學生之指導

教授，休學生則不計入；外系所及外校專任教師最多指導 2 位；雙指導學生數

折半計算。 

Each GITM faculty can supervise a maximum of 5 students in five years (excluding 

students who have been suspended). Advisors from other institute and other university 

can supervise at most 2 students. In the case of co-supervision, that GITM faculty is 

regarded as supervising 1 stud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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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 申請學位考試資格： 

Degree Examination: 

博士候選人於通過博士論文計畫書半年後，並須完成畢業門檻條件始得提出學位

考試申請。 

Candidates who meet the following requirements are allowed to proceed to the Degree 

Examination no earlier than six months after passing thesis proposal oral defense: 

(一) 完成校外見習之規定：(適用 100 學年度之後入學生) 

Requirements of Entrepreneur Trainee Program: 

1. 由指導教授認定至國內外觀光產業見習兩個月(320 小時)以上，取得相關證明並

繳交該產業個案研究一份。 

Attend two months (320 hours) or above entrepreneurial training program and hand in 

one case study report.  

2. 參加具有審稿制度之國際學術研討會，親自以中文以外之語言到場發表研討會

論文三篇以上(含三篇)，並檢附證明。 

Attend at least three international academic conferences with screening system before 

applying for the Ph. D. Degree Examination and give a presentation in a foreign 

language. The certificate of presentation is required.  

3. 由指導教授認定至國內、外相關姐妹校或學術單位研習累積 54 小時以上，取得

學分、證書或相關證明者。 

Take total lecture above 54 hours in sister schools or other institutes approved by thesis 

advisor.  

4. 參加國際性競賽個人獎項獲得第一獎次者，並具主辦單位頒發之得獎證明及大

會所印製之手冊。 

Students who win first place individual in international contest and receive certificate 

of prize. Contest manual is required.  

(上述四項擇一，經過指導教授初審及所長複審始通過) 

Complete one of the above requirements and the institute will not count towards the 

degree requirement unless preliminary reviewed by the thesis advisor and approved by 

the institute director  

(二) 外語能力之規定： 

Requirements of Language Proficiency 

    本所博士候選人於申請博士學位考試前，須通過外語能力檢定托福電腦化

測驗(CBT TOEFL)成績 213 分以上或托福網路化測驗(iBT TOEFL)成績 79 分以

上或多益測驗(TOEIC)成績 750 分以上或雅思(IELTS)成績 5.5 級以上或全民英

檢測驗(中高級以上)或日文檢定N2級以上或其他等同等級語文經所務會議審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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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過後認定。在國外以英語或日語教學之學校獲得學士以上學位者，可申請抵

免。未達語文能力檢定者，以下得擇一辦理抵免。 

Students are required to possess a pass grade in one of the following examinations: 

CBT TOEFL 213 or iBT TOEFL 79  

TOEIC 750  

IELTS 5.5  

GEPT High-Intermediate level  

JLPT N2 level; or other examinations approved by institute affairs meeting.  

Students who obtained bachelor degree from an English speaking country or in Japan 

can apply for exemption. Students who have failed language proficiency test should 

complete one of the following requirements:  

1. 於修業期間以交換學生赴國外進修或從事學術研究計畫(不包含大陸、香港、澳

門地區)，期間累積達三個月以上者，得事前檢附相關核准文件送所備查，並於

返國後提出已修畢之全部成績證明辦理抵免審核。 

Students can apply for the exchange student program or engage in research project 

(excluding in Mainland China, Hong Kong and Macau) for 3 months and above. 

Application form must be examined by the institute and submit a pass grade in all 

taken courses.  

2. 參加具有審稿制度之國際學術研討會，親自以中文以外之語言到場發表研討會

論文兩篇以上(含兩篇)，並檢附證明辦理抵免審核。 

Attend at least two international academic conferences with screening system and give 

a presentation in a foreign language. The certificate of presentation is required.  

3. 達二次未通過語文能力檢定測驗，持檢定證明並經所上認可，得於修習本校「英

文檢定輔導」課程，全勤出席並經測驗合格者等同通過外語能力檢定。 

Students who have failed language proficiency test twice should take the required 

English course with certificate of examination provided. Students should have perfect 

attendance and pass the test during the course.  

(三) 產學合作型博士生完成實務研發成果之規定：(適用 103 學年度之後入學生) 

Requirements for Industry-academia collaboration division candidates (applied to 

students entering the Ph.D. program in 2014):  

    產學合作型博士生需完成以下任一項產學合作之要求，並組織與博士論文

相關之產學、專利或技術移轉等創新研發成果；研發成果內容需包含創作思維

或研發理念、學理基礎、內容形式、方法技巧、技術創新或應用價值與貢獻等。

產學合作案需以本校名義承接，該生或其指導教授為主持人或共同主持人，且

該生需為主要研究人員。產學合作案認定標準由博士班召集人、所長及指導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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授組成審查委員會認定之。 

Candidates must fulfill one of the following requirements. Students need to put their 

specialist knowledge to practical use by conducting an industry-university cooperative 

project. The result should contain introduction to the fundamentals of the innovation, 

theory review, methodology, technical innovation and contribution. The project must 

conducted under the direction of NKUHT. The student must be the principal 

investigator or his/her thesis advisor must be the co-principal investigator. The projects 

should be approved by all members in the Thesis Advisory Committee. 

1. 科技部產學合作案 3 件(含)以上。 

Three industry-university collaborative research projects and above launched by 

Ministry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2. 公部門合作案 3 件(含)以上，每件公告招標金額需為新臺幣 90 萬元(含)以上。 

Three tenders and above process in the government and price quotations (NT$900,000 

and above).  

3. 科技部產學合作案或公部門合作案 2 件(含)以上及私部門合作案 2 件(含)以上；

其公、私部門合作公告招標金額每件均需新臺幣 90 萬元(含)以上； 

At least two industry-university collaborative research projects and two and above 

private sector tenders. Quotation pricing NT$900,000 and above for each project.  

4. 以上前三款均可累積計算決標(簽約)金額達 360 萬元(含)以上。 

Tender awarding value exceeds NT$3.6 million and above.  

(四) 論文發表之規定： 

Thesis Presentation:  

1. 國際研討會論文發表： 

Conference Paper Presentation: 

    本所博士候選人於申請博士學位考試前，須參加具有審稿制度之國際學術

研討會，親自以中文以外之語言到場發表研討會論文兩篇以上(含兩篇)，並檢附

證明。以國際論文發表三篇方式取得「校外見習」學科抵免之論文不得作為本

項資格之抵免。發表之論文應以本校研究生名義刊登，第四作者(含第四)以後不

列入採計。 

Attend at least two international academic conferences with screening system before 

applying for the Ph. D. Degree Examination and give a presentation in a foreign 

language. The certificate of presentation is required. The conference papers used to 

substitute the requirements of entrepreneur trainee program should not be included as 

part of the conference papers required for graduation.  

2. 期刊論文發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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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ournal Paper Publication: 

「學術研究型」、「全英課程組」、「境外生」及「產學合作型」期刊論文發表規定

分別如下。 

The requirements for research-oriented, English-taught Program, International 

students, and industry-academia collaboration division are as follows:  

(1) 學術研究型、全英課程組及境外生博士候選人完成論文，且在有審查制度之

國內外期刊發表與研究主題有關之論文二篇以上；其中至少一篇發表於 SSCI

或 SCI、SCIE、EI 國際期刊或國內 TSSCI 所收錄期刊之論文一篇(含以上)，

並經論文指導教授推薦，得申請博士學位考試。 

After finishing thesis dissertation, research-oriented division, English-taught 

Program and International candidates shall have at least one overseas indexed 

journal paper (SCI,SSCI, SCIE, and EI) and one TSSCI-indexed journal paper 

published. Candidates should only apply for the degree examination after receiving 

the approval of thesis advisor.  

(2) 產學合作型博士候選人完成論文，且在有審查制度之國內外期刊發表與研究

主題有關之論文二篇以上；並經論文指導教授推薦，得申請博士學位考試。 

Industry-academia collaboration division candidates shall have at least two journal 

papers published. Candidates should only apply for the degree examination after 

receiving the approval of thesis advisor. 

    以上發表之論文應以本校名義刊登，博士班研究生與指導教授需共同列名

於發表之國際研討會及期刊學術論文，並經該生之「博士論文審查委員會」全

體委員認可。以論文發表方式通過資格考學科抵免之論文不得作為本項資格之

抵免。發表之論文應以本校名義刊登，研究生或指導教授需為發表論文之第一

作者或通訊作者。 

The articles should be published under the NKUHT applicants and be approved by 

all members in the Thesis Advisory Committee. The candidate should have thesis 

advisor listed on academic conferences and journal paper publication. The candidate 

or the thesis advisor must be the first author or the corresponding author. The papers 

used to substitute the Ph. D. qualifying examinations should not be included as part 

of the Journal papers required for graduation.  

(五) 為鼓勵博士生積極參與跨領域整合創新特色計畫及社會設計，博士生與指導教

授可共同提案執行，由學生擔任計畫主持人或共同(協同)主持人，並經所務會議

審議通過，執行後繳交結案報告一份，可申請抵免「校外見習」或論文發表規定

之「國際研討會論文發表」。 

In order to encourage a greater participation in multidisciplinary research project and 

social design, the candidate and thesis advisor can present together and the student ac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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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s a principal investigator (PI) or co-principal investigator (CO-PI). The proposal 

should be approved by the institute affairs meeting. A project closeout report is 

required and student can apply for exemption from entrepreneur trainee program or 

conference paper presentation.  

(六) 學術倫理之規定：(適用 107 學年度之後入學生) 

Ethical Approval of Research Programs (Applicable to Students Who Registered after 

Academic Year 2018) 

依據本校大學學則第五章、第六十八條之規定，學生須修畢本校所訂學術倫理

課程，方能畢業。實施細項請依據本校「研究生學術倫理教育課程實施要點」。 

Students must complete the academic ethics course according to Chapter 3, Article 68 

of NKUHT Academic Regulations. The implementation for courses in academic ethics 

course are applied in accordance with the university’s Guidelines Governing the 

Academic Ethics Course.  

八、 本要點如有未盡事宜，悉依教育部有關法令及本校相關規定辦理之。 

Any matters regarding doctoral degree not listed shall be implemented in accordance 

with relevant regulations of Ministry of Education and relevant regulations of NKUHT.  

九、 本要點經教務會議通過後實施，修正時亦同。 

The regulations will be implemented after approval after the meeting of academic affairs, 

and the same for modific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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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博士班課程標準表 

國立高雄餐旅大學    觀光研究   所 博士班課程標準表 
National Kaohsiung University of Hospitality and Tourism 

Ph.D. Class of Graduate Institute of Tourism Management 

(107 學年度(含)以後入學適用) 
 

106 年 11 月 30 日 106 學年度第 1 學期教務會議(106.11.30)通過 

博士班應修畢下列各課程類別 

The Ph.D. degree students should complete the following courses. 

畢業總學分(Graduation Credits)   42  學分(42 credits) 

必修課程 
Required Courses 

總體課程(畢業論
文) 

Capstone Courses 

核心選修課程 
Core Elective 

Courses 

自由選修課程 
Free Elective 

Courses 
12 學分(12 credits) 6 學分(6 credits) 9 學分(9 credits) 15 學分(15 credits) 

一、 必修課程(Required Courses)；應修 12 學分(12 credits) 

科目代碼 
Course Code 

學分數/時數 
Credits/hours 

科目名稱 
Course Title 

授課學期 
Semester Offered 

C20001 
58C2201 全英 3/3 方法論◎◎ 

Research Methodology 
ㄧ上 

1st semester 
C20002 

58C2202 全英 3/3 質性研究◎◎ 
Qualitative Research 

一下 
2nd semester 

C20004 3/3 觀光暨餐旅專論 
Issues on Tourism and Hospitality 

一下 
2nd semester 

C20003 
58C2203 全英 

3/3 高等數量方法◎◎ 
Advanced Quantitative Methods 

二上 
3rd semester 

C20005 0/3 獨立研究(Ι) 
Independent Research (Ι) - 

C20006 0/3 獨立研究(Π) 
Independent Research (Π) - 

二、 總體課程(Capstone Courses)；應修 6 學分(6 credits) 

科目代碼 
Course Code 

學分數/時數 
Credits/hours 

科目名稱 
Course Title 

授課學期 
Semester Offered 

C20007 6/0 畢業論文 
Dissertation - 

三、 核心選修課程(Core Elective Courses)；應修 9 學分(9 credits) 

★ 觀光暨遊憩組 

科目代碼 
Course Code 

學分數/時數 
Credits/hours 

科目名稱 
Course Title 

授課學期 
Semester Offered 

C21001 3/3 
觀光產業倫理 
Ethics in Tourism Industry  

- 

C21002 3/3 休憩經營管理研究 
Recreation Operations Management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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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21003 3/3 
旅運經營管理研究 
Transportation Operations 
Management 

- 

★ 餐飲暨旅館組 

科目代碼 
Course Code 

學分數/時數 
Credits/hours 

科目名稱 
Course Title 

授課學期 
Semester Offered 

C21001 3/3 
觀光產業倫理 
Ethics in Tourism Industry  

- 

C22001 3/3 
餐旅經營管理研究 
Hospitality Operating and 
Management Research 

- 

C22002 3/3 
餐旅產業管理理論研討 
Lecture on Hospitality Industry 
Management Theory 

- 

★ 全英課程組 (以外籍生入學修讀為原則) 

科目代碼 
Course Code 

學分數/時數 
Credits/hours 

科目名稱 
Course Title 

授課學期 
Semester Offered 

C21001 3/3 
觀光產業倫理 
Ethics in Tourism Industry  

- 

C20102 3/3 
永續觀光發展專論 
Lecture on Sustainable Tourism 
Development 

- 

58C2013 3/3 行銷管理研究 
Marketing Management 

◎◎ 

四、 自由選修課程(Free Elective Courses)；應修 15 學分(15 credits) 

科目代碼 
Course Code 

學分數/時數 
Credits/hours 

科目名稱 
Course Title 

授課學期 
Semester Offered 

C20101 3/3 
觀光服務管理專論 
Lecture on Tourism Service 
Management 

- 

C20102 3/3 
永續觀光發展專論 
Lecture on Sustainable Tourism 
Development 

- 

C20103 3/3 觀光行銷專論 
Lecture on Tourism Marketing - 

C20104 3/3 
人力資源管理專論 
Strategic Human Resources 
Management 

- 

C20105 3/3 期刊論文寫作技巧 
Journal Papers Writing Skill - 

C20106 3/3 企業診斷 
Enterprise Diagnosis - 

C20107 3/3 
跨文化管理策略研究 
Transcultural Management Strategy 
Research 

- 

C20108 3/3 觀光政策研究 
Tourism Policy Research - 

C20109 3/3 遊憩衝擊專論 
Impact on Tourism and Recreation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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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目代碼 
Course Code 

學分數/時數 
Credits/hours 

科目名稱 
Course Title 

授課學期 
Semester Offered 

C20110 3/3 觀光管理專論(Ι) 
Lecture on Tourism Management (I) - 

C20111 3/3 觀光管理專論(Π) 
Lecture on Tourism Management (Π) - 

58C2001 3/3 資料探勘研究 
Data Mining Research ◎◎ 

58C2002 3/3 
觀光資訊科技研究 
Information Technology Research in 
Tourism Industry 

◎◎ 

58C2003 3/3 航運產業商務 
Airline Industry Management 

◎◎ 

58C2004 3/3 
航運顧客服務 
Certificate of Airline Customer 
Service 

◎◎ 

58C2005 3/3 運輸與遊憩 
Transportation and Recreation 

◎◎ 

58C2006 3/3 
顧客關係管理研究 
Customer Relationship 
Management 

◎◎ 

58C2007 3/3 
服務品質管理研究 
Service Quality Management 

◎◎ 

58C2008 3/3 
觀光創新變革 
Change and Innovation in Tourism 

◎◎ 

58C2009 3/3 
旅遊目的地行銷與管理 
Destination Marketing and 
Management 

◎◎ 

58C2010 3/3 
文化觀光 
Cultural Tourism 

◎◎ 

58C2014 3/3 
餐旅美學研究 
Hospitality Aesthetics Research 

◎◎ 

58C2015 3/3 

郵輪觀光策略發展與行銷研究 
Cruise Tourism Strategy 
Development and Marketing 
Research 

◎◎ 

備註: ◎◎碩博合開（MA and Ph.D. Students）。 

一、本所博士班畢業時需修滿至少 36 學分（不含畢業論文 6 學分） 

二、博士候選人於申請博士學位考試前，須通過畢業門檻相關規定，詳見本所博士班

修業規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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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課程架構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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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博士班學生畢業條件紀錄 

依「國立高雄餐旅大學觀光研究所博士班修業規定」之要點為主 

姓名： 簽名   學號：  入學年：  107.7 修 

入學組別：  選組：  休學期間：  

指導教授：      

畢業條件 項目 說明 

學分規定 □必修 12 學分；□選修 24 學分；□畢業論文 6 學分。 

合計：42 學分 ※本校其他國內外相關博士班課程最多 6 學分。 

※附成績單影本。 

分組選修 觀光產業倫理    分 

觀光遊憩組 旅運經營管理研究    分 休憩經營管理研究    分 

餐飲旅館組 餐旅經營管理研究     分 餐旅產業管理理論研討      分 

※附成績單影本。 

基礎科目 

(下修) 

□ 不需補修。 

□ 以同等學力或非相關背景學系入學者，經博士班召集人
評定後，得補修相關基礎課程(所修課程學分數不列計畢
業學分)。 

※如學生必選修課紀錄
表。 

學術倫理 □ 完成學術倫理課程。 

☆繳交通過測驗的修課證明。 

 

校外見習 【以下擇一】※填寫「校外見習抵免申請表」。 

□ 國內外觀光產業見習 2 個月(320 小時)以上。☆繳交「校外

見習證明書(含機關用印及單位主管簽署)」及「產業個案研究報告」。 

□ 參加具有審稿制度之國際學術研討會，親自以中文以外
之語言到場發表研討會論文三篇(含)以上。☆填寫「學生論

文紀錄表」。 

□ 至國內、外相關姐妹校或學術單位研習累積 54 小時以
上。☆繳交國內外研習證明書。 

□ 參加國際性競賽個人獎項獲得第一獎次。☆具主辦單位頒

發之得獎證明及大會所印製之手冊。 

 

語文能力 【以下擇一】※繳交「語文檢定證明」或「語文能力抵免申請表」。 

□ 英語能力檢定(CBT TOEFT 213 分以上或 iBT TOEFL 79 分以上

或 TOEIC 750 分以上或 IELTS 5.5 級以上或全民英檢測驗中高級以

上)或日本語能力試驗 N2 級以上。 

□ 在國外以英語或日語教學之學校獲得學士以上學位者。 

□ 未達語文能力檢定，申請抵免。 

 

實務研發

成果 

 

產學合作型
入學生適用 

【以下擇一】※繳交「實務研發紀錄表」。 

□ 科技部產學合作案 3 件(含)以上 

□ 公部門合作案 3 件(含)以上。公告招標金額每件需新臺幣 90

萬元(含)以上。 

□ 科技部產學合作案或公部門合作案 2 件(含)以上及私部
門合作案 2 件(含)以上。公、私部門合作公告招標金額每件均

需新臺幣 90 萬元(含)以上。 

□ 前三款累積計算決標(簽約)金額達 360 萬元(含)以上。 

1. 產學合作案需以本校
名義承接。 

2. 該生或其指導教授為
主持人或共同主持
人，且該生需為主要
研究人員。 

國際研討 【研討會論文發表 2 篇以上】※填寫「學生論文紀錄表」。 1. 發表之論文應以本校
研究生名義刊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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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論文發

表 

☆繳交證明文件，如學生論文紀錄表。 

□ 參加具有審稿制度之國際學術研討會，親自以中文以外
語言到場發表研討會論文 2 篇(含)以上。 

※以國際論文發表 3 篇方式取得「校外見習」之論文不得作為本項資格

之抵免。 

2. 需為第 1 作者或通訊
作者；但第 4 作者(含)
以後不列入。 

3. 同一篇發表僅能抵免
一位學生。 

期刊論文

發表 

【期刊論文發表 2 篇以上】※填寫「學生論文紀錄表」。 

※以期刊論文發表方式通過資格考學科抵免之論文不得做為本項資格

之抵免。 

□ 具 SSCI(或 SCI)審查制之國際期刊或國內 TSSCI 收錄期刊發

表與研究主題相關論文至少 1 篇。※產學合作型入學生除外 

□ 發表於國際或國內期刊   篇。 

1. 發表之論文應以本校
研究生名義刊登。 

2. 需為第一作者或通訊
作者；但第 4 作者(含)
以後不列入。 

3. 同一篇發表僅能抵免
一位學生。 

資格考試 □完成資格考試。 

  科目：               成績    分    學期   年   月   日 

  科目：               成績    分    學期   年   月   日 

□ 以論文發表方式抵免；需至少發表具 SSCI(或 SCI)審查
制之國際期刊或國內 TSSCI 收錄期刊乙篇。☆填寫「學生

論文紀錄表」。 

1. 發表之論文應以本校
研究生名義刊登。 

2. 需為第一作者或通訊
作者；但第 4 作者(含)
以後不列入。 

3. 同一篇發表僅能抵免
一位學生。 

論文研究

計畫書 

□ 於   學年度   學期   年   月   日提出博士論文研
究計畫書。 

 

論文學位

考試 

□ 於   學年度   學期   年   月   日提出博士學位考
試。 

※通過博士論文計畫書
半年後並完成畢業門檻
條件使得提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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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nglish-taught Courses 

Name： Sign  Student ID：  Year of admission：  

Supervisor 指導教授：    2019.9 修 

Graduation 
conditions 
畢業條件 

Item 項目 Remark 說明 

學分規定 

Required 
graduation 

credits 

□Required Courses 12 credits；□ Elective Courses 24 credits  

□Dissertation 6 credits 

Graduation Credits   42   credits 

※enclose copy of the 
transcript. 

分組選修 

Specialization 

English-taught Courses 

Ethics in Tourism Industry, score      

Lecture on Sustainable Tourism Development, score      

Marketing Management, score      

※enclose copy of the 
transcript. 

基礎科目 

Basic subject 
(non-major 

related master 
degree) 

□ Graduated from relevant master degree.不需補修。 

□ non-major related master degree must fulfill the requirements by 

taking three courses at master courses by the convener appointed. 

( The credits will not be counted towards graduate degree.) 以同等學

力或非相關背景學系入學者，經博士班召集人評定後，得補修相

關基礎課程(所修課程學分數不列計畢業學分)。 

※see the courses 
record form. 

學術倫理 

Research 
ethics 

education 

□ Pass research Ethics Education course .完成學術倫理課程。 

※Hand in Certificate of Completion of Research Ethics Education course. 

 

校外見習 

Entrepreneur 
Trainee 
Program 

Complete one of the following requirements ※Application form for 

off-campus internship exemption 

□ Attend two months (320 hours) or above entrepreneurial training 

program. ☆Hand in internship certificate and case study report 國內

外觀光產業見習 2 個月(320 小時)以上。☆繳交「校外見習證明書

(含機關用印及單位主管簽署)」及「產業個案研究報告」。 

□ Attend at least three international academic conferences with screening 

system. ☆Hand in dissertation Record Form 參加具有審稿制度之國

際學術研討會，親自以中文以外之語言到場發表研討會論文三篇

(含)以上。☆填寫「學生論文紀錄表」。 

□ Take total lecture above 54 hours in sister schools or other institutes 

approved. ☆Credit, certification or other related certificate 至國內、

外相關姐妹校或學術單位研習累積 54 小時以上。☆繳交國內外研

習證明書。 

□ Students who win first place individual in international contest and 

receive certificate of prize. ☆Contest manual is required. 參加國際

性競賽個人獎項獲得第一獎次。☆具主辦單位頒發之得獎證明及

大會所印製之手冊。 

 

語文能力 

Language 
Proficiency 

Complete one of the following requirements ※Language proficiency 

certificate (or transcript) or Application Form for Language Ability 

Exemption. 

□ CBT TOEFT 213 or iBT TOEFL 79 or TOEIC 750 or IELTS 5.5 o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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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EPT High-Intermediate level or JLPT N2 level 

□ Obtained bachelor degree from an English speaking country or in Japan 

can apply for exemption.在國外以英語或日語教學之學校獲得學士

以上學位者。 

□ Failure to reach the language proficiency test, apply to waive.未

達語文能力檢定，申請抵免。 

實務研發成果 

產學合作型入

學生適用 

Requirements for Industry-academia collaboration division 

candidates. 

Foreign Student did not need 

 

國際研討會論

文發表 

Conference 
Paper 

Presentation 

Attend international academic conferences to presentation ※Hand in 

Journal paper publication or conference paper presentation record form 

□ Attend at least two international academic conferences presentation. 

參加具有審稿制度之國際學術研討會，親自以中文以外語言到場

發表研討會論文 2 篇(含)以上。 

※The conference papers used to substitute the requirements of 

entrepreneur trainee program should not be included as part of the 

conference papers required for graduation. 

4. The articles should 
be published under 
the NKUHT 
applicants. 

5. Student must be the 
first author or the 
corresponding 
author. 

6. One the journal 
paper publication 
just can exemption 
by one student. 

期刊論文發表 

Journal Paper 
Publication 

Journal Paper Publication (Least two journal paper published)  

※Hand in Journal paper publication or conference paper presentation record 

form 

□ Least one overseas indexed journal paper (SCI,SSCI, SCIE, and 

EI) or TSSCI-indexed journal paper published. 

□ Journal Paper Publication      

※Journal papers publication used to substitute the requirements of 

Qualifying Examination should not be included as part of the Journal paper 

required for graduation 

1. The articles should 
be published under 
the NKUHT 
applicants. 

2. Student must be the 
first author or the 
corresponding 
author. 

3. One the journal 
paper publication 
just can exemption 
by one student. 

資格考試 

Qualifying 
Examination 

□Ph. D. Qualifying Examination 完成資格考試。 

  course：                 score       date: 

  course：                 score       date: 

□ The subject exam can be assessed through publishing journal articles, 

research results published by SCI or SSCI journal(s) and TSSIC 

journal(s). 以論文發表方式抵免；需至少發表具 SSCI(或 SCI)審查

制之國際期刊或國內 TSSCI 收錄期刊乙篇。☆ Hand in Journal 

paper publication or conference paper presentation record form 

4. The articles should 
be published under 
the NKUHT 
applicants. 

5. Student must be the 
first author or the 
corresponding 
author. 

6. One the journal 
paper publication 
just can exemption 
by one student. 

論文研究計畫

書 

PhD pre-oral 
defense 

□ Pass the PhD pre-oral defense. 通過博士論文研究計畫書口試。 

    Date: 

 
 

論文學位考試 

PhD 
dissertation 
oral defense 

□ PhD dissertation oral defense. 提出博士學位考試。 Date: 

Candidates who meet the following requirements are allowed to proceed 

to the Degree Examination no earlier than six months after passing 

thesis proposal oral defens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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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 研究生學位考試辦法 

101年 2月 17日臺技（四）字第 1010022855號函備查 

 

第一條 本辦法依據大學法及其施行細則、學位授予法及其施行細則訂定

之。 

第二條 碩士班研究生修業以 1 至 4 年為限，博士班研究生修業以 2 至 7

年為限。 

       碩、博士班研究生之各項考核規定，由各院研究所擬定。碩士班

之學位考核規定至少需包含碩士學位論文考試，博士班之學位考

核規定至少需包含博士學位候選人資格考核及博士學位論文考

試。 

第三條 碩士班研究生於規定期限內符合下列各項規定者，得申請碩士學

位考試： 

       一、研究生修業屆滿一年之當學期起。 

       二、完成所屬研究所碩士學位應修課程，並獲得應修學分數。 

       三、通過所屬研究所碩士學位所需之其他考核規定。 

       碩士班研究生提出論文初稿並經碩士學位考試委員會考試通過

者，由本校授予碩士學位。 

       藝術類或應用科技類碩士班研究生其論文經各所會議通過得以創

作、展演連同書面報告或以技術報告代替。 

第四條 博士班研究生得於第 2 學年起申請參加各所辦理之博士資格考

試。其考核方式由各所訂定之。 

第五條 各博士班研究生，具有下列條件者，得為博士學位候選人。 

       一、完成所屬研究所博士學位應修課程，並獲得應修學分數。 

       二、通過所屬研究所博士學位候選人資格考核。 

       博士學位候選人提出論文初稿者，得申請博士學位考試，並經博

士學位考試委員會考試通過者，由本校授予博士學位。 

第六條 申請學位考試時，應依下列規定辦理： 

       一、研究生學位考試應依照各研究所規定時間提出申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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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檢附文件： 

        （一）學位考試申請書。 

        （二）歷年成績單 1 份。 

        （三）學位論文初稿 1 份。 

        （四）其他各所訂定之文件。 

第七條 學位考試應由各研究所組成學位考試委員會辦理之。 

       一、博士學位考試委員會設置委員 5 至 9 人，碩士學位考試委員

會設置委員 3 至 5 人，其中校外委員人數不得少於 1/3（含）以

上。委員名單由所長報請校長遴聘組成之，並指定委員 1 人為

召集人。指導教授應出（列）席，但不得擔任召           集

人。 

       二、考試委員除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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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 

           博士學位考試委員： 

           （一）曾任教授者。 

           （二）擔任中央研究院院士或曾任中央研究院研究員者。 

           （三）曾任副教授或擔任中央研究院副研究員，在學術上著

有成就者。 

           （四）獲有博士學位，在學術上著有成就者。 

           （五）屬於稀少性或特殊性學科，在學術或專業上著有成就

者。 

           碩士學位考試委員： 

           （一）曾任教授或副教授者。 

           （二）中央研究院院士或曾任中央研究院研究員、副研究員

者。 

           （三）獲有博士學位，在學術上著有成就者。 

           （四）屬於稀少性或特殊性學科，在學術或專業上著有成就

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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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前項博士學位考試委員第三、四、五目及碩士學位考試委員

第三、四目之提聘及認定標準，由各所務會議訂定之。 

       三、學位考試委員應親自出席委員會，不得委託他人代理。碩士

學位考試委員會至少應有委員 3 人出席，博士學位考試委員

會至少應有委員 5 人出席，出席委員中校外委員不得少於 1/3

（含）以上。 

第八條 研究生申請學位考試經所屬研究所核准備案後，應檢具繕印之論

文或書面報告或技術報告及提要各 5 份，送請所屬研究所審查

符合規定後，由研究所排定時間、地點於每學期期末考試結束

前辦理學位考試。研究生若因故無法參加學位考試，應於各所

規定學位考試前申請撤銷學位考試，否則以一次不及格論。 

第九條 碩士及博士學位考試以公開論文口試為原則，必要時各研究所得

舉行筆試。 

第十條 學位考試成績以學位考試出席委員評定分數之平均決定之，分數

評定以一次為限。 

       學位考試成績以 70 分為及格，100 分為滿分。如有出席委員 1/2

（含）以上評定不及格，即視為不及格；不予平均。 

第十一條 學位考試成績不及格者如其修業年限尚未屆滿，最快得於次學

期申請重考，重考以 1 次為限。重考成績仍不及格者，應予退

學。 

第十二條 碩、博士學位論文（含摘要）以中文撰寫為原則，以英文撰寫

論文者，應將論文摘要譯成中文摘要。已取得他種學位之論

文，不得再行提出，否則視同舞弊。 

第十三條 學位考試及格之論文或技術報告摘要應上傳到本校圖書館及國

家圖書館的相關網站，並應將完成之論文或技術報告紙本（含

授權書）繳交予教務處綜合業務組、所屬研究所及本校圖書館

各 2 冊，論文或技術報告內容全文光碟 1 份應一併繳交予本校

圖書館。 

第十四條 論文最後定稿之繳交期限，第 1 學期為 1 月 31 日，第 2 學期

為 7 月 31 日，逾期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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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前繳交，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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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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五條 本校碩、博士班研究生有下列情形之一者，應令退學： 

         一、在規定修業期限內未完成所屬研究所應修課程或考核規定

者。 

         二、學位考試不及格，不合重考規定，或經重考 1 次仍不及格

者。 

第十六條 論文、創作、展演或書面報告或技術報告有抄襲或舞弊情事，

經調查屬實者，其成績以零分計；若已授予碩士及博士學位

者，則撤銷其學位，追繳並公告註銷其已發之學位證書；並將

撤銷與註銷事項，通知其他大專校院及相關機（構）；其有違

反其他法令者，並應依相關法令處理。 

第十七條 凡與碩、博士班研究生有三親等內之關係者，不得擔任其學位

指導教授及學位考試委員。 

第十八條 本辦法經教務會議通過，陳請校長核定後，並報請教育部備查

後實施，修正時亦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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肆、 研究所論文指導教授遴聘要點 

                                                         101年 5月 31日教務會議新修訂                                                                                 

一、為使本校各研究所遴聘論文指導教授有所依循，特訂定本要點。 

二、研究所延聘論文指導教授相關規定如下： 

（一） 以本校專任助理教授（含）以上為原則。 

（二） 論文研究範圍涉及實務上專業技術者，始得由專任助理教授

（含） 以上之教師與專任助理教授級（含）以上之專業技術

人員或在產業界卓越表現者共同指導。 

（三） 指導教授若無法商請本校教師擔任者，得邀請本校兼任教師或

校外教師擔任，但須另安排本校專任助理教授(含)以上 1人共

同指導。 

三、本校教職員同仁進修本校碩博士班者，其指導教授須聘請校外教師

與本校專任教師共同指導。 

四、指導教授若退休或離職時，得改列為共同指導教授，並應另聘校內

專任教師為指導教授。 

五、研究生因特殊原因需更換指導教授時，應經原任指導教授及新任指

導教授同意並經系所主管核定後，送各系所彙辦，並且以 1次為限。 

六、研究生之配偶或三親等內之關係者，不得擔任其學位指導教授及學

位考試委員。 

七、研究生論文指導費用： 

（一） 論文指導費用由各研究所於研究生通過論文口試後，將指導教

授名冊彙整，陳報核支。 

（二） 碩士班論文指導費為 4000元/位，博士班論文指導費為 8000

元/位，共同指導者，其論文指導費則平均分之。 

（三） 研究生未通過口試或中途休（退）學不得申請論文指導費用。 

八、論文指導教授除各研究所另有更嚴格之規定從其規定外，悉依本要

點辦理。 

九、研究生未依本要點規定而逕自更換指導教授時，其學位考試成績不

予承認。 

十、本要點經教務會議通過，陳 校長核定後實施，修正時亦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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伍、 教務處法規(選課、請假、休退學等) 

教務處各處室規章請連結網站詳看： 

http://academic.nkuht.edu.tw/downs/super_pages.php?ID=downs1 

 

 註冊課務組： 

 學生註冊及註冊請假實施要點 

 學生抵免學分要點 

 學生休學申請要點 

 學生退學申請要點 

 國內交換學生作業要點 

 雙聯學制實施要點 

 日間部學生選課辦法 

 學生考試請假辦理要點 

 進修教務組： 

 註冊及註冊請假要點 

 進修部學生選課辦法 

 學生跨部暨校際選課實施辦法 

 學生休學申請要點 

 學生退學申請要點 

 

  

http://academic.nkuht.edu.tw/downs/super_pages.php?ID=downs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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陸、 學務處法規(獎學金、請假、獎懲等) 

學務處各處室規章請連結網站詳看：http://student.nkuht.edu.tw/  

 

 課外活動指導組：  

 獎學金作業要點 

備註：依據本所 101 學年度第 2 學期所務會議決議，自 102 學年度起獎學金成

績計算以研究所開課之平均成績為主，下修課程不列入計算。 

 生活輔導組： 

 學生請假規則 

 學生獎懲辦法 

 

 

http://student.nkuht.edu.tw/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