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運動設施與健康管理碩士學位學程   碩士學位考試   申辦時程及注意事項 

       *相關時程請注意，相關表單請至學程網頁「學生專區」「學位考試」，自行下載列印。 

一、學位考試申請                                                                 

作業事項 內容 備註 

申請期限 第 1 學期自開學日起至 11/23 止， 

第 2 學期自開學日起至 04/23 止。 

至少須於口試 10 天前給所辦、師長及研

教組進行學位考試資格審查。 

申請資格 1.修業逾 1 學期 ( 須修業達第 2 學期 )。 

2.修畢或當學期可修畢規定之應修科目 30 學分。 

3.論文初稿。 

4.學術研討會-發表證明。 

5.已發表論著-刊登證明。 

6.結算研討課程出席率須達 15 次以上 ( 學號 R07 起

須包含完成口頭發表 1 次 )。 

7.須於前 1 個學期完成「研究計畫口試」( 學號 R07

起 )。 

8.修習通過 6 小時學術倫理課程 ( 學號 R07 起 )。 

9.當學期務必選修「碩士論文」課程。 

1.「論文格式範本」至研教組網頁「業

務項目」中下載。 

2.論文初稿請交 word 檔。 

3.發表證明、刊登證明請交 pdf 檔。 

繳交表件 1.應備資格及繳交資料-查核表。 

2.教務處-學位考試申請書。 

1.「應備資格及繳交資料-查核表」須自

行列印並確實勾選，經指導教授簽核。 

2.「學位考試申請書」 至 myNTU 學

生專區 課務資訊「碩博士學位考試

申請」系統填寫資料並經指導教授簽核後

於申請期限內將紙本送交至學程辦公室。 

其他事項 1.已辦理學位考試申請，若因故無法於該學期內舉

行學位考試，填寫「學位考試撤銷申請書」經指導

教授及所長簽章同意後，送交至研教組辦理。 

2.舉行學位考試完畢、撤銷學位考試申請日期： 

 第 1 學期： 01/31 前，第 2 學期： 07/31 前。 

1.逾期未撤銷亦未舉行考試者，論文成績

以 1 次不及格論。 

2.「學位考試撤銷申請書」至研教組網頁

「表單下載」中下載。 

3.配合相關作業時程，請提早 2 週舉行學

位考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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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學位考試作業流程 

作業事項 內容 備註 

申請期限 第 1 學期：12/15 前，第 2 學期：05/15 前， 至少須於口試 10 天前給所辦製作

聘函及支領清冊。 

繳交表件 

 

確認口試日期時間、地點、口委名單及匯款資料。 

1.運管學程-學位考試申請單。 

2.學位考試委員名冊。  

3.口試委員匯款資料。 

填寫完成經指導教授簽核後，送交紙本至學程辦公

室，並回傳 word 電子檔案。 

1.R204 之外場地，請至體育室場地

組登記借用。 

2.填寫「碩士學位考試委員名冊」

前，詳閱「碩士學位考試委員組成

原則」。 

領取資料 寄送論文初稿前，向學程辦公室領取： 

1.聘函。 

2.費用支領清冊 ( 口試當天給委員簽名 )。 

 

寄送論文初稿 最遲於口試 10 天前自行寄送下列文件給口試委員： 

1.聘函。 

2.邀請函。 

3.論文初稿。  

4.免費停車卷。 

如需申請免費停車卷，請自行填寫

體育室免費停車劵申請書，並附上

研究計畫口試-委員名冊，本人及指

導教授簽名後，向體育室場地設備

組陳育仁先生申請。 

曾更換 

指導教授者 

學位考試 10 天前將論文初稿送交原指導教授簽收，

且於上述期限內將「學位論文簽收單」送交至學程

辦公室，未依該時程完成此作業者，不得舉行學位

考試。 

依據「國立臺灣大學論文指導教授

與研究生互動準則」辦理。 

 

張貼 

口試公告單 

自行印製 A4「口試公告單」2 份，張貼於： 

1.公佈欄 ( 口試 1 週前 )。 

2.口試會場外 ( 口試當天 )。 

 

口試前 

自行印製準備 

1.學位考試評分表 ( 委員每人各 1 份 )。 

2.學位考試試卷(口試紀錄表) ( 1 份 )。 

3.口試委員會審定書 ( 1 份 )。 

4.口試委員桌牌。 

1.「學位考試評分表」須依照口委

人數印製份數。 

2.多印製未填寫論文題目之評分表

及試卷備用。 

口試當天 自備茶水、點心、原子筆(口委評分)、紙、錄影、錄

音設備。佈置場地。 

 

口試結束後 1.場地恢復及清潔。 

2.歸還海報板、座席卡架、簡報筆。 

3.撤除口試公告單。 

 

口試後繳回 

 

最遲於口試隔天須繳交完畢： 

1.學位考試評分表 ( 正本，委員簽名，各 1 份 )。 

2.學位考試試卷 ( 正本，所有委員簽名，共 1 份 )。 

3.費用支領清冊 ( 1 式 1 份，所有委員簽名 )。 

 



3 

 

三、繳交論文及辦理離校手續 

作業事項 內容 備註 

繳交審定書 繳交口試委員會審定書 ( 影本 1 份，所有委

員簽名 )。 

「口試委員會審定書」最遲於學校公告

繳交論文期限日前繳交完成。 

繳交論文並上傳 繳交論文期限： 

第 1 學期：02/15，第 2 學期：08/20， 

以學校公告日期為主，請同學自行留意。  

繳交及上傳流程，依本校圖書館「服

務項目」「論文繳交離校手續」網頁

說明辦理。 

辦理離校手續 1.依本校「學位證書取得作業(辦理離校手續 

)」規定辦理。 

2.繳交 2 本平裝論文至學程辦公室，論文封

面顏色：淺藍色。 

3.若要延後公開請填寫「國立臺灣大學學位

論文延後公開申請書」經指導教授、所長簽

名，及系所蓋章同意後，送交至圖書館閱覽

組辦理。 

4.清空置物櫃、歸還鑰匙。            

5.撤除門禁卡。 

6.上述作業完成後，通知學程辦公室進行離

校審核。 

1.「學位證書取得作業(辦理離校手續) 

」至研教組網頁「業務項目」辦理。 

2.「延後公開申請書」至研教組網頁

「業務項目」中下載。 

3. 置物櫃鑰匙若遺失，需重新打製歸還

所辦。 

4. 請自行至 B1 櫃臺林子涵小姐處撤除

門禁卡。 

其他注意事項 

 

1.本學期已完成學位考試，但未繳論文者，

第 1 學期 01/31 前，第 2 學期 07/31 前，

填寫「已通過學位考試本學期不畢業申請書 

」經指導教授及所長簽章同意後，送交至研

教組辦理。  

2.欲畢業之學期須上研教組網頁「碩博士學

位考試申請」系統填寫「已通過學位考試本

學期將畢業申請書」申請。 

1.「已通過學位考試本學期不畢業申請

書」至研教組網頁「表單下載」中下

載。 

2.因論文未交延畢者，請注意於下學期

須註冊及選課（論文）。 

 

http://www.lib.ntu.edu.tw/node/103
http://www.aca.ntu.edu.tw/gra/gra/tienn/work02.asp
https://my.ntu.edu.tw/login.aspx?url=https://info2.ntu.edu.tw/StudLeave/Login.aspx
http://www.aca.ntu.edu.tw/gra/gra/tienn/work02.asp
https://my.ntu.edu.tw/login.aspx?url=https://info2.ntu.edu.tw/StudLeave/Login.aspx
http://gra103.aca.ntu.edu.tw/gra2007/gra/tienn/學位考試表冊/NOGRADU.doc
http://gra103.aca.ntu.edu.tw/gra2007/gra/tienn/學位考試表冊/NOGRADU.doc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