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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博士班資格考核、畢業口試申請、論文建檔、辦理離校手續】注意事項 

博士生欲在 1061 提出資格考核及畢業口試者，請依下列規定於截止期限內提出申請(逾期不候)。 

申請時程 申請期限 備註 

項目 第一學期 第二學期  

資格考核 

(博士學位論文計劃) 

9 月 30 日前 

10 月 15 日前 
4 月 25 日前 

※線上申請，逾期將無法提出申請。紙本於申請期限前繳至所辦。 

1.須系、院審核通過，並經校長核定後，方能舉行口試。 

2.第一次申請，一般生最晚須於三年級結束前提出，在職生最晚須於

四年級結束前提出。成績未能符合標準者，需於二年內再提出第二次

考核申請，第二次仍未通過者，應令退學。 

畢業口試 
9 月 30 日前 

10 月 15 日前 

4 月 25 日前 

5 月 25 日前 

※線上申請，逾期將無法提出申請。紙本於申請期限前繳至所辦。 

1.須經系、院博審會通過，並經學校核定後，方能舉行口試。 

2.學位論文口試應於校內舉行。 

3.論文考試應於研究生申請之該學期學校行事曆規定學期結束日十四

日前舉行。 

＊申請時需繳交文件：請連結至本校新版教學務系統(http://ais.ntou.edu.tw)「教務系統→碩博士系統」進行線

上申請。 
※申請後請以 email(shufen@mail.ntou.edu.tw)或電話告知所辦已提出線上申請，所辦確認內容是否須修正後會以 email 回

覆。待接到所辦回覆，請修改後通知所辦再確認。 

※待所辦審核通過後，再將紙本印出親筆簽名及請指導教授簽名後，繳交至所辦公室(所辦不協助修改及列印作業)。 

※【若有共同指導教授，則所有申請表單、口試相關表單中之指導教授欄，均須簽名】 

一、資格考核 
(一)博士學位論文計劃考核(請連結至本校教學務系統進行線上申請 http://ais.ntou.edu.tw/Default.aspx) 

1. 研究生參加資格考試申請書：1 份。 

2. 博士學位考試委員名冊(資格考核)：1 份。 

3. 論文初稿：1 份。請比照本校畢業論文格式內容製作。 

4. 歷年成績單：1 份。 

二、畢業口試(請連結至本校教學務系統進行線上申請 http://ais.ntou.edu.tw/Default.aspx) 
1. 研究生參加論文考試申請書：2 份。（請於教學務系統登載後列印） 

2. 博士學位候選人名冊：1 份。（請於教學務系統登載後列印） 

3. 博士學位考試委員名冊：1 份。（請於教學務系統登載後列印） 

※所提口試委員應至少有一位本系專任教師，校外委員應為三分之一以上(合聘、兼任教師若為指導教授則須視為校內委員)。

非本校專任教師(如合聘、兼任教師)之口試委員，皆勾選為校外委員(若校外委員無列出擬邀請老師名單，表未曾邀請，請選

其他新增口試委員)。有關碩博士學位考試委員係屬校外或校內委員身分認定，請參閱注意事項。所提口試委員人數應為單

數，且職級以教授級(中研院研究員)為宜。召集人應為教授級(或中研院研究員)以上職級(通常為校外委員)。★曾邀請過口試

委員之現職或職級若有異動，請告知所辦修改。 

※博士學位候選人所提著作若有共同著作時，除指導教授外之共同作者不宜擔任學位考試委員。博士學位候選人若有 2 位指導

教授並擔任學位考試委員時，學位考試委員會宜由 6 位考試委員組成；若有 3 位指導教授並擔任學位考試委員時，學位考試

委員會宜由 7 位考試委員組成，請以此類推。(103.06.19 校博審會議附帶決議) 

※委員之學歷：請填最高學歷，如：海洋大學生物科技研究所博士；經歷：請填現職，如：海洋大學生物科技研究所教授。 

※若委員未取得教師證書證號，請填聘任單位發給之最新聘書證號。 

4. 「博士學位候選人論文或相關著作目錄一覽表」(格式請至於教務處註冊課務組網頁「表格下載-研究所」處下載）。 

5. 博士學位候選人著作目錄與學位論文初稿對照明細表（請於教學務系統登載後列印）。學位論文初稿及「列入」計點著作（著

作須附原文。尚未出刊者，應檢附已接受證明。不得計點之著作，請勿列入）。本表著作應與「博士學位候選人論文或相關

著作目錄一覽表」之著作相同，非前揭表內之著作請勿列入。 

6.國立臺灣海洋大學博士學位考試資格及考試委員資格檢核彙整表(格式請至本系網頁「表格下載/研究所」處下載)。 

7.發表著作影印本或已接受刊載證明文件：1 份。 

8.資格考試通過證明或成績單：1 份。 

9.論文初稿：1 份。請比照本校畢業論文格式內容製作。 

10.歷年成績單：1 份。 

※注意事項： 

1. 有關本校博士生資格考考核委員及畢業論文考試口試委員資格，校方提出相關審核意見如下。未來貴實驗室博士生提

出相關申請邀請口試委員時，請遵循下列建議，以避免延誤審查時程。1.以教授(研究員)級為原則，副教授(副研究員)

級請說明理由。2.助理教授(助研究員)級需提供強列原因說明之，請避免之。 

2. 所提考試委員若為助理教授、中研院之助研究員、或中研院以外之助理研究員、副研究員、研究員(請於備註欄註明：

為？學術領域或？專業上著有成就者)，並應檢具其最近五年內著作表、相關學經歷及其特殊成就概述，另最近三年必

須至少有一篇 Science Citation Index（SCI）或 Social Science Citation Index（SSCI）引用論文之出版，其學術專業領域

則由本系博士暨碩士學位考試資格及考試委員資格審查委員會審查。有關碩博士學位考試委員係屬校外或校內委員身分認

定如下(102 年 7 月 10 日校博審會決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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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議日期 決議事項 

1020710 一、擔任本校博士或碩士學位考試委員者，其資格應合於本校博士暨碩士學位考試細則第 6 條第 2 款、第 3 款規定，身分

認定如下： 

 身分認定 

校內委員 校外委員 

職

稱 

1.本校專任教師。 

2.本校講座教授、名譽教授。 

3.本校退休教師且無任何兼職。 

4.本校退休教師且為本校兼任教師。 

5.本校退休教師、本校兼任教師、他校專任教師且擔任

指導教授。 

6.校外合聘教師或研究員且擔任指導教授。 

7.雙聯學位國外教師且擔任指導教授。 

8.講座教授、名譽教授均屬校內委員(102 年 7 月 10 日

博審會決議) 

1.校外專任教師或研究員。 

2.校外專任教師或研究員且為本校兼任教師。 

3.本校兼任教師且無專任職。 

4.本校退休教師、本校兼任教師、他校專任教師。 

5.校外合聘教師或研究員。 

6.國外教師。 

7.非教職或退休人員但在學術或專業上著有成就者。  

二、若學位考試委員同時具校內委員及校外委員的身分，仍認定為校內委員。 

3. 博士學位候選人提出之論文或相關著作，應為以第一作者身分(First Author or Corresponding Author)發表之期刊論文。

若不是以第一作者身分發表者，該篇著作之第一作者應為指導教授，且指導教授應提供該博士學位候選人對於該篇著作

之貢獻度說明，俾利博審會審查。 

4. 學位論文口試應於校內舉行。論文考試應於研究生申請之該學期學校行事曆規定學期結束日十四日前舉行。舉行學位

論文口試時，應予公開並開放旁聽。學位考試委員評 定成績時，旁聽人員應即離席。學生應至少於口試前二星期上教

學務系統登錄口試日期並通知助教及至所辦登記借用口試地點，未予登錄者，不得舉行學位考試。 

5. 【舉行口試當日，口試委員若擬開車進入本校，請至少於口試前 2 週，提供口試委員車號】，以便提供申請本校停車

系統辨識，否則系統無法 PASS 來賓車輛，則會被收取停車費用。 

6. 口試前，請自行上教學務系統列印備妥下列文件，並於口試後盡速擲回所辦： 

(1) 學位考試評分表：每位委員各1份。 

(2) 學位考試成績計算單：1份。 

(3) 學位考試及格證明書：5份。 

(4) 學位考試委員審查意見表(一)、(二)：每位委員各1份。 

(5) 學位考試委員會召集人論文審查確認簽核表：召集人 1 份。 

(6) 論文口試費印領清冊。(請至所辦領取) 

7. 論文口試費用以匯款方式報支，請於口試前提醒口試委員需提供匯款帳號(郵局局號、帳號或銀行(含分行)名稱、帳號)，

最晚須於口試當天提供，所辦於學生口試後依循本校請購程序報支後由出納組直接匯入口試委員帳戶。 

8. 論文口試完成後，若論文題目有修改，務請上教學務系統更新及告知所辦，以免造成畢業成績單上論文題目錯誤。 

9. 論文摘要需含中、英文，格式務請依循本校規定製作。論文封面及格式請參閱本校註冊課務組網頁之規定及範本。 

10. 務請依學校規定時程完成離校手續，上學期：1 月 31 日前，下學期：7 月 31 日前，未於規定時間辦理完成者，須延

至次學期始得畢業。 

辦理離校手續及論文建檔相關說明 

1. 填寫【國立台灣海洋大學生命科學暨生物科技學系應屆畢業生問卷調查】。線上問卷連結填寫。(若有變動

另以 email 通知) 

https://docs.google.com/forms/d/1IFRfK_aq8ykRgF_6yngUagv5PO9hgoXebsFHhYeqehw/viewform?pli=1&edit

_requested=true 

2. 上網登錄英文姓名(海洋大學教務系統，準畢業生英文姓名資訊服務系統)。 

3. 論文摘要需含中、英文，格式務請依循本校規定製作。論文封面、格式、論文內容裝訂順序，務請參閱本校註課組

網頁之規定及範本。(論文封面為淺黃色，200 磅，上膠膜。內文：紙張規格：A4（210mm*297mm）規格，80 磅(g/m2)

白紙。印刷方式：單面列印。) 

4. 論文完稿後，請先連線至本校圖書館「博碩士論文系統」建檔(帳號及密碼與選課時所使用相同)。論文建檔方式在本

校「博碩士論文系統」中有詳細說明，請詳閱。 

5. 論文建檔完成後，先請所辦進行論文上傳查核。 

6. 論文經所辦查核通過後，會將【審核已通過通知單】寄至您在「碩博士論文系統」中所填寫的 Email 帳號中。若查核

未通過，則寄出「審核未通過通知單」，請依通知說明修正並重新上傳後，通知所辦重新查核。請隨時確認您的 email，

待接獲【審核已通過通知單】後，將之列印出，至圖書館辦理離校手續時須出示，方能順利辦理離校手續。 

7. 論文裝訂完成後，需繳交 2 本至圖書館(2 本之授權書均需為本人簽名正本)；1 本至註課組(論文及格證明書之口試委

員簽名及授權書均為正本)。並繳交論文全文電子檔 1 份至所辦(請將資料存於光碟中)。 

8. 離校手續：需上新版教學務系統(http://ais.ntou.edu.tw/)-畢業生離校，辦理線上離校手續【線上、紙本併行辦理】；線上

上傳畢業照、填寫畢業後聯絡資料。務請於依規定時間完成離校手續，上學期：1 月 31 日前，下學期：7 月 31 日前，

未於規定時間辦理完成者，須延至次學期始得畢業。 

※備註：若有變動或其他未盡事宜，請隨時注意學校及本系公告。本訊息同時公佈於本系網頁(http://www.ibb.ntou.edu.tw)。 

https://docs.google.com/forms/d/1IFRfK_aq8ykRgF_6yngUagv5PO9hgoXebsFHhYeqehw/viewform?pli=1&edit_requested=true
https://docs.google.com/forms/d/1IFRfK_aq8ykRgF_6yngUagv5PO9hgoXebsFHhYeqehw/viewform?pli=1&edit_requested=true
http://ais.ntou.edu.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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敬祝 順利畢業                                生命科學暨生物科學系 所辦公室 敬啟 106.03.09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