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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長榮大學航運管理學系碩士班研究生修業要點 

 

 

 

 

 

 

一、研究生資格 

經本系碩士班入學考試正式錄取，且完成註冊程序者。 

二、修業年限與畢業資格認定 

(一) 本系碩士班研究生 (以下簡稱碩士生) 修業年限以 1至 4 年為限。 

(二) 畢業資格之認定：須修畢本系碩士班規定之最低學分數及經碩士學位

考試及格。 

三、課程學分與抵免規定 

(一) 碩士生一年級、二年級必修本系碩士班「專題研討」2 學分 (第一學

年上下學期各 1學分)，另須選修本系碩士班課程至少 30 學分及碩士

論文 6 學分；課程學分請參閱碩士生入學年度之課程配當表。 

(二) 於大學部修習之學分，不得抵免碩士班學分。於本校或他校研究所修

習 3年內之學分得申請抵免，但不得抵免必修課程。於本校研究所修

得學分數可抵免畢業學分數至多三分之二學分，於他校研究所修得學

分數可抵免畢業學分數至多三分之一學分。課程抵免之認可與否由本

系碩士班事務委員會審查後決議之。 

(三) 碩士生一年級每學期修習學分數不得少於 6 學分，碩士生二年級每學

期修習學分數不得少於 1 學分；碩士生三年級 (含) 以上每學期得不

修習課程。碩士生每學期修習學分數不得超過 16 學分，欲超修者，

須經指導教授同意及系主任核可，超修學分以 3 學分為限。 

(四) 碩士生一年級第一學期之選修課程，須經班級導師簽名同意；爾後每

學期選修課程須經指導教授簽名同意。 

四、論文指導及流程  

(一) 碩士生於一年級第一學期間，須與本系專任助理教授 (含) 以上教師

進行訪談，並繳交至少三份師生互動紀錄表 (如附件一)。最晚須於碩

士生一年級第一學期結束日前，選定指導教授，並繳交指導教授同意

書 (註冊課務組表單下載：長榮大學研究生論文指導教授名單)。 

(二) 碩士生指導教授以本系專任助理教授 (含) 以上教師、一位為原則。

如因論文之需要，最晚得於碩士生二年級第一學期結束日前，另請一

位共同指導教授指導之，並須經指導教授與系主任同意；共同指導教

授得為本系兼任、外系或外校專任助理教授 (含) 以上教師。 

(三) 碩士生選定論文指導教授後，如因故確需更換，須以書面向本系提出

93 學年度第二學期第 8 次系務會議通過  

95 學年度第 14 次系務會議修正通過  

96 學年度第 7 次系務會議修正通過  

98 學年度第 2 次系務會議修正通過  

98 學年度第 7 次系務會議修正通過  

98 學年度第 8 次系務會議修正通過  

99 學年度第 1 次系務會議修正通過  

99 學年度第 4 次系務會議修正通過  

100 學年度第 3 次碩士班事務審查會議修正通過 

107 學年度第 3 次系務會議修正通過 

http://dweb.cjcu.edu.tw/ShepherdFiles/B0309/File/20180209105938936.do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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申請 (註冊課務組表單下載：長榮大學研究生更換論文題目暨指導教

授申請表/更換論文題目或指導教授聲明書)，經碩士班事務委員會審

查及系務會議確認通過後，始得變更。 

(四) 論文研究進行中，碩士生應與指導教授商榷，由指導教授邀請一位本

系專任助理教授 (含) 以上教師為論文輔導老師。本系每位專任助理

教授 (含) 以上教師輔導碩士生論文人數以 3 人為上限 (請填附件

二論文輔導教授推薦表)。 

(五) 碩士生須於二年級第一學期第四週，繳交論文計畫書書面報告二份(當

週結束日為截止日)，並經指導教授及輔導教授審核，審核「通過」方

得繼續進行論文研究 (審核表格如附件三)。未能於上述規定期限內提

交論文計畫書書面報告或是經審核不通過論文計畫書之碩士生，須延

後一學期提出學位論文口試。 

(六) 通過論文計畫書審核之碩士生，須於二年級第二學期第一週繳交論文

期中報告二份 (論文內容進度由指導教授訂定之)，由指導教授與輔導

教授進行審核，審核「通過」方得繼續進行論文研究 (審核表格如附

件四)。未能於上述規定期限內提交論文期中報告或是經審核不通過之

碩士生，須延後一學期提出學位論文口試。 

(七) 如碩士論文題目及研究主題有所變更，且與原提論文計畫書研究方向

有所差異時，必須重新提論文計畫書審核。變更後論文題目及研究主

題與原提論文計畫書內容是否有所差異，由碩士班事務委員會認定之 

(論文題目變更申請表請至註冊課務組表單下載：長榮大學研究生更換

論文題目暨指導教授申請表/更換論文題目或指導教授聲明書)。 

五、碩士學位考試 

(一) 考試時間：本系碩士生碩士學位考試舉行時間，第一學期於 10/15、

11/15、12/15 前提出申請，第二學期於 4/15、5/15、6/15 前提出申

請。申請時需附上碩士班學位考試申請書 (註冊課務組表單下載：長

榮大學研究生學位考試申請書) 及學位考試資格審核單 (附件五) ，

申請通過一個月後舉行口試。不在上述時間提出申請者，專案提請碩

士班事務委員會討論，通過後經系務會議確認。 

(二) 申請資格： 

1.通過論文期中報告審核。 

2.至少參加國內、外論文研討會三次 (請檢附參與證明)。 

3.完成發表國內、外具審查制度之研討會論文或期刊論文(或接受函件)

至少一篇。該發表論文需經本系碩士班事務委員會認可。 

(三) 申請程序： 

1.取得上述學位考試資格之碩士生，需於學位考試前一個月提出碩士

班學位考試資格審核單 (附件五)，每位碩士生每學期只能申請一

次。 

2.申請時需備妥碩士論文初稿一份、學位考試申請書、學位考試資格

審核單及學位考試事項檢核表 (註冊課務組表單下載：長榮大學研

究生學位考試事項檢核表)，經本系碩士班事務委員會審查符合規定

http://dweb.cjcu.edu.tw/ShepherdFiles/B0309/File/20180209110006820.doc
http://dweb.cjcu.edu.tw/ShepherdFiles/B0309/File/20180209110006820.doc
http://dweb.cjcu.edu.tw/ShepherdFiles/B0309/File/20180209110029896.doc
http://dweb.cjcu.edu.tw/ShepherdFiles/B0309/File/20180209110006820.doc
http://dweb.cjcu.edu.tw/ShepherdFiles/B0309/File/20180209110006820.doc
http://dweb.cjcu.edu.tw/ShepherdFiles/B0309/File/20180209110029896.doc
http://dweb.cjcu.edu.tw/ShepherdFiles/B0309/File/20180209105841538.doc
http://dweb.cjcu.edu.tw/ShepherdFiles/B0309/File/20180209105841538.doc
http://dweb.cjcu.edu.tw/ShepherdFiles/B0309/File/20180209105857940.doc
http://dweb.cjcu.edu.tw/ShepherdFiles/B0309/File/20180209105857940.do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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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後，報請校長核備，始得辦理考試事宜。 

3.提出申請後，如因故確需變更學位考試時間，必須於原申請考試時

間一週前向系辦提出變更申請 (申請書如附件六)。惟變更後時間為

原申請考試時間前後三天內，得不需重新申請。 

(四) 學位考試委員會之組成： 

1.碩士學位考試委員會委員為三位 (指導教授為當然委員)，其中至少

三分之一以上為外校之教授、副教授、助理教授，或對該論文研究

內容相關領域學有專長之人士，其資格按教育部規定辦理。本校兼

任教授得為校外委員。  

2.學位考試委員會由委員互推一人為召集人，但指導教授不得擔任召

集人。 

(五) 學位考試準則： 

1.學位考試以口試行之。 

2.碩士學位考試須三位考試委員同時出席始能舉行，且不得委託他人

代理。 

3.碩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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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評定分數之平均數決定之，小數部分以四捨五入計。但有二分之一 

(含) 以上委員評定不及格者，以不及格論，評定以一次為限(註冊

課務組表單下載：長榮大學研究生學位考試結果通知書)。 

4.碩士生經學位考試評定及格後，須於申請考試學期結束日前，依考

試委員意見修訂完稿，繳交符合本系規範格式之論文書面兩份及電

子檔 (光碟片形式) 一份至系辦公室，並依本校相關規定辦理離校

手續完畢。  

5.學位考試不及格而其修業年限尚未屆滿者，得於次學期或次學年重

考，重考以一次為限。重考成績仍不及格者，應勒令退學。 

六、本要點未訂事宜，適用本校碩士班研究生學則、碩士班研究生學位考試辦法

及相關法令。 

七、本要點經系務會議通過後實施，修正時亦同。 

 

 

 

http://dweb.cjcu.edu.tw/ShepherdFiles/B0309/File/20180209105926688.do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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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長榮大學航運管理學系碩士論文格式概要說明及樣本 

一、 論文內容排序： 1.封面；2.授權書；3.論文考試合格證明 (如附件七)；4.

誌謝；5.中文摘要；6.英文摘要；7.章節目錄；8.圖目錄；9.表目錄；10.本

文；11.參考文獻；12.附錄；13.個人學經歷(附照片)；14.封底。 

二、 字型： 1.中文字體：標楷體； 2.英文及數字字體：Times New Roman。 

三、 論文封面及內頁紙張規格： 寬 21 公分，長 29.7 公分 (即 A4 尺寸)，

內頁為 80 磅模造紙。 

四、 封面書寫格式： 1.學校名，38 字型，接續空行一行 (38 字型)；2.系名，

28 字型；3.論文類型(碩或博士學位論文)，28 字型，接續空行二行 (28 字

型)；4.中文題目，24-28 字型(視題目字數多寡調整)；5.英文題目，22-26

字型(視題目字數多寡調整)，接續空行至少二行 (24 字型)；6.研究生姓名，

24 字型；7.指導教授姓名，24 字型，接續空行至少三行 (24 字型)；完成

年、月，22 字型。封面顏色以本系碩士班所規定之顏色為標準 (即藍星象

色楓葉紙)，平裝本需加上膠模。 

五、 內容排版格式： 

13 字型；左右對齊；1.5 倍行距；與前段距離 0.5 字元、與後段距離 0.5

字元；每段第一行縮排 2 字元；取消「行高格線根據版面設定」；上邊界

2.54 cm；下邊界 2.54 cm；左邊界 3.17 cm；右邊界 3.17 cm。 

六、 標題階層： 第一章、1.1、1.1.1、一、 （一）、1、(1)。 

七、 圖表編號與名稱： 1. 以阿拉伯數字順序編圖表號碼。 2. 位置: 表名置表

上方，圖名置圖下方。 3. 圖表編號: 13 字型，「表名」前段距離 3pt 與後

段距離 3pt，「圖名」 前段距離 3pt 與後段距離 3pt。表格與圖內容行距

設定為單行間距。 4. 資料來源：12 字型，置於表或圖的下方，靠左對齊。 

八、 註腳：內文中註腳同為中文標楷體字、英文及數字 Times New Roman，設

定為 12 字型，「自動編號」表示之。 

九、 書背格式：A4 直式，直書、中文標楷體、英文及數字 Times New Roman。 

十、 參考文獻：中文文獻列於前，英文文獻列於後，中文按姓名筆劃順序並編

號，英文按字母次序排列並編號。 

1. 書籍：中文按作者，書名，出版者，民國年列出。英文按 Last Name, First 

Name (第一個字母), Book Title, Publication Place: Publication Inc, Year 列

出。例如：曾國雄、張志清、鍾政棋，載貨證卷~理論與實務，航貿文化事

業有限公司，民國八十九年。 Hill, C. W. L. and Jones, G. R., Strategic 

Management Theory: An Integrated Approach (6th ed.), New York: Houghton 

Mifflin Company, 2004. 

2. 期刊論文：中文按作者，「篇名」，期刊名，期別，民國年，頁次列出。英

文按 Last Name, First Name (第一個字母), “Paper Title,” Journal Title, 

Vol., No. , Year, Pages 列出。例如：黃泰林，「以最適控制理論構建動態交

通量指派模式之研究」， 規劃學報，第二十期，民國八十二年，頁 39-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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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hang, H. C., Tsai, M. T. and Tsai, C. L., “Complex Organizational 

Knowledge Structures for New Product Development Teams,” 

Knowledge-Based Systems, Vol. 24, No. 5, 2011, pp. 652-661. 

3. 研討會：中文按作者，「篇名」，研討會論文集名稱，地點，民國年，頁次

列出。英文按 Last Name, First Name., “Paper Title,” Proceedings Title, 

Conference Hoster, Place, Year, Pages(如有)列出。例如：陳春益、張志鴻，「多

國併櫃軸心港選擇問題之探討」，第一屆 十校聯盟航運研討會，基隆，民

國九十二年，頁 153-162。Lee, H. S and Chou, M. T., “A New Performance 

Ranking method for Ports Based on Data Envelopment Analysis,” 

Proceedings of Transportation Research Board 84th Annual Meeting, 

Department of Transportation, U.S.A., 2005.  

4. 學位論文：中文按作者，論文名稱，○○大學○○研究所碩士或博士論 文，

民國年列出。英文按 Last Name, First Name., Thesis or dissertation title, 

Master’s theses or Doctoral dissertation, School name, Year 列出。例如：丁吉

峯，國際商港關鍵能力評選模式之構建及其應用，國立台 灣海洋大學航運

管理學系博士論文，民國九十四年。Lu, C., Social Welfare Impacts of 

Environmental Charges on Commercial Flights, Ph.D Dissertation, Cranfield 

University, United Kingdom, 2000.  

5. 技術報告：中文按作者，報告名稱，委託與執行單位（報告編號），民國年

列出。英文按 Last Name, First Name, Report Title, Publisher (Report No.), 

Year 列出。例如：曾國雄，曾文瑞，康照宗，「港埠 BOT 權利金定價模

式及合理 風險承擔機制之建立」，交通部基隆港務局委託研究計畫報告

書，民國九十四年。Det Norske Veritas (DNV), Services for International 

Recognition of R.O.C. Seafarer Certification and Assessment & Planning of 

Training Qualified Teachers, Courses, Materials and Equipment According to 

the Requirement of STCW, Technical Report for the Ministry of Transportation 

and Communications in R.O.C. (TAI-2000-0420), 2001. 

6. 網頁資料：作者姓名/網頁機關名，文章篇名/連結主題名，網址，網頁下載

日期。例如：交通部運輸研究所，「全國路況資訊中心」，

http://e-traffic.iot.gov.tw/，民國 97 年。The Baltic Exchange, Index history, 

http://www.balticexchange.com/media/pdf/a%20history%20of%20baltic%20in

dices%20201111.pdf, 2011. 

十一、 以上格式說明如有未盡之處，請盡可能參考樣本內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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樣  本 

 

 

長  榮  大  學 

 
航運管理學系 

碩士學位論文 

 

 

中文論文題目 

 

 
英文論文題目 

 

 

 

 

研 究 生：○○○  

指導教授：○○○  博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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樣  本 

 

第一章 緒論 

章標題 20 字型，置中，1.5 倍行距，與前段距離 1 字元，與後段距

離 2 字元，取消行高格線根據版面設定。 

 

1.1 XX 

節標題 18 字型，置左，1.5 倍行距，與前段距離 1 字元，與後段距

離 1 字元，取消行高格線根據版面設定。 

 

1.1.1 XXXX 

小節標題 16 字型，1.5 倍行距，與前段距離 1 字元，與後段距離 1

字元，取消行高格線根據版面設定。 

 

一、XXX 

一標題 14 字型，1.5 倍行距，與前段距離 0.5 字元，與後段距離 0.5

字元，取消行高格線根據版面設定。 

 

 

 

表 1-1 XXXX             單位：千噸 

年度 1997 1998 1999 2000 2001 2002 

海運進出口量 166,068 161,887 175,408 181,694 196,863 207,979 

空運進出口量 1,225 1,224 1,368 1,544 1,279 1,477 

海運所佔比率 99.2﹪ 99.2﹪ 99.2﹪ 99.2﹪ 99.4% 99.3% 

資料來源：交通統計要覽（民九十一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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樣  本 

 

內部分析                  外部分析 

 

 

 

 

 

 

資源基礎模式            競爭優勢環境模式 

資料來源：Barney (1991) 

圖 1-1 傳統 SWOT 分析、資源基礎模式與競爭優勢模式之關係 

 

 

 

附錄 

1. 附錄(包括附表)通常是置於正文及參考文獻之後，以容納過長的數學證

明、原始資料、問卷、訪談紀錄、特殊法規、詳細統計結果等。  

2. 當附錄有多項時，應區分為附錄一，附錄二，…。  

3. 附表最好能分門別類包括在不同附錄下。各附錄應有標題及簡單說明。

附錄編號及標題應包括在「目錄」中。 

 

 

 

參考文獻 

中文文獻 

1. 曾國雄、張志清、鍾政棋，載貨證卷~理論與實務，航貿文化事業有限公

司，民國八十九年。 

2. 黃泰林，「以最適控制理論構建動態交通量指派模式之研究」，規劃學報，

第二十期，民國八十二年，頁 39-55。 

3. 陳春益、張志鴻，「多國併櫃軸心港選擇問題之探討」，第一屆十校聯盟

航運研討會，基隆，民國九十二年，頁 153-162。 

優     勢 

 

劣     勢 

機     會 

 

威     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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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丁吉峯，國際商港關鍵能力評選模式之構建及其應用，國立台灣海洋大

學航運管理學系博士論文，民國九十四年。 

5. 曾國雄、曾文瑞、康照宗，「港埠 BOT 權利金定價模式及合理風險承擔

機制之建立」，交通部基隆港務局委託研究計畫報告書，民國九十四年。 

英文文獻 

6. Hill, C. W. L. and Jones, G. R., Strategic Management Theory: An Integrated 

Approach (6th ed.), New York: Houghton Mifflin Company, 2004. 

7. Chu C.-W, Kuo T.-C., Shieh, J.-C., “A Mixed Integer Programming Model 

for Routing Containerships,” Journal of Marine Science and Technology, 

Vol.11, 2003, No.2, pp.96-103. 

8. Lee, H.-S and Chou, M.-T., “A New Performance Ranking method for Ports 

Based on Data Envelopment Analysis,” Proceedings of Transportation 

Research Board 84th Annual Meeting, Department of Transportation, U.S.A, 

2005. 

9. Lu, C., Social welfare impacts of environmental charges on commercial 

flights, PhD dissertation, Cranfield University, the United Kingdom, 2000. 

10. Det Norske Veritas (DNV), Services for International Recognition of R.O.C. 

Seafarer Certification and Assessment & Planning of Training Qualified 

Teachers, Courses, Materials and Equipment According to the Requirement 

of STCW, Technical Report for the Ministry of Transportation and 

Communications in R.O.C. (TAI-2000-0420), 2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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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一、長榮大學航運管理學系碩士班師生互動紀錄表 

研究生  

訪談教師  

訪談時間  

訪談內容參考： 

1. 老師的研究領域 

2. 老師的研究計畫 

3. 同學的興趣方向 

4. 老師的建議 

5. 訪談心得 

 

教師簽名  

附註： 

1. 每位研究生須至少訪談三位專任教師。 

2. 一年級第一學期結束日前，選定指導教授，一併繳交同此師生互動表(三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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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二、長榮大學航運管理學系碩士生論文輔導教授推薦表 

研究生姓名 指導教授 論文名稱 

 

 

 

輔導教授姓名  

指導教授：                    (簽名) 

 

論文輔導教授同意聲明： 

本人願意擔任                (研究生)碩士論文輔導教授。 

論文輔導教授：                    (簽名) 

 

 

中華民國             年              月             日 

 

 

 

說明： 

1. 論文輔導教授以一位為原則。 

2. 論文輔導教授之推薦，最晚不得超過論文計畫書繳交截止日。 



 14 

附件三、長榮大學航運管理學系「碩士論文計畫書」審核表 

研究生  

論文題目  

計畫書繳交日期 
(由系辦確認填寫) 

中華民國    年    月    日 

審核結果 

通過 

限期改善。期限：中華民國   年   月   日 

不通過 

論文指導教授 (簽名) 

審核結果 

通過 

限期改善。期限：中華民國   年   月   日 

不通過 

論文輔導教授 (簽名) 

說明： 

1. 碩士生須於二年級第一學期第四週 (以當週結束日為截止日)，繳交

論文計畫書書面報告一份。繳交時連同本表一併交至系辦。 

2. 論文計畫書內容之審查由論文指導教授及論文輔導教授共同進行。 

3. 審查須於一個月內將審核結果送碩士班事務委員會彙整確認。 

4. 審核結果如為「限期改善」，改善期限最長以一個月為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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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四、長榮大學航運管理學系「碩士論文期中進度」報告

審核表 

研究生  

論文題目  

期中進度報告 

繳交日期 

(由系辦確認填寫) 

中華民國    年    月    日 

指導教授 

審核結果 

通過 

限期改善。期限：中華民國   年   月   日 

不通過 

論文指導教授 (簽名) 

輔導教授 

審核結果 

通過 

限期改善。期限：中華民國   年   月   日 

不通過 

論文輔導教授 (簽名) 

說明： 

1. 碩士生須於二年級第二學期第一週 (以當週結束日為截止日)，繳交

論文期中進度書面報告一份。繳交時連同本表一併交至系辦。 

2. 論文期中進度報告之審查由論文指導教授及論文輔導教授共同進

行。 

3. 審查須於一個月內將審核結果送碩士班事務委員會彙整確認。 

4. 審核結果如為「限期改善」，改善期限最長以一個月為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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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五、長榮大學碩士班學位考試資格審核單 

注意事項與說明： 
1.填寫本申請表辦理相關申請作業時，視同您已同意本校蒐集、處理、利用您的個人資料；本表蒐集

之個人資料，僅限於特定目的使用，非經當事人同意，絕不轉做其他用途，並遵循本校資料
保存與安全控管規定辦理。相關之告知事項請參閱本校網站 http://www.cjcu.edu.tw/pims 

2.本校個人資料保護連絡方式：台南市歸仁區長大路 1號；電話：06-2785123#1022；信箱：
pims@mail.cjcu.edu.tw 

3.表單相關問題聯絡電話：06-2785123#1111 

研 究 生 

姓  名 學  號 申 請 日 期 口 試 日 期 

      年 月 日    年   月   日  時 

上學期是否已完成研究計畫書  是 否 完成日期：    年    月    日 

指導教授 

姓名職稱 
 

論文題目  

審

核

項

目 

 1.已完成研究論文初稿 

  （附論文初稿及其摘要乙份） 

 通過 

 不通過 
簽章 

 

 2.申請資格： 
(1)通過論文期中報告審核。 

 通過 

 不通過 
簽章 

 

(2)至少參加國內、外論文研討會三次(請檢附參

與證明) 

(3)完成發表國內、外具審查制度之研討會論文

或期刊論文(或接受函件)至少一篇。該發表

論文需經本系碩士班事務委員會認可。 

 3.學位考試申請相關表格(申請書、碩士學

位考試委員名單及指導教授名單)。 

 通過 

 不通過 
簽章 

 

 4.業已修畢規定之課程與學分。 

（附歷年成績單乙份） 

 通過 

 不通過 
簽章 

 

 5.校園學術倫理數位課程。 

 (請上系統審核，及格分數 85 分) 

 通過 

 不通過 
簽章 

 

系 所 主 管  （簽 章）    年   月   日 

備  註 

1. 申請人應確實填寫各欄資料，但雙格線內資料請勿填寫。 

2. 審核項目之第 1 項由論文指導教授審核，第 2~5 項由系辦公室審核。 

3. 論文摘要及初稿在指導教授審核完後退還申請人，其他申請資料則隨申請單交

由系辦向教務處提出申請並存查。 

4. 系辦應將審核結果影印給指導教授和申請人各乙份存查。 

5.碩士學位考試申請須於截止日前(請見公告)提出申請並同時繳文件，且需先決

定好論文口試日期與口試委員名單，口試委員名單請指導教授建議之。  

mailto:pims@mail.cjcu.edu.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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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六、長榮大學航運管理學系碩士學位考試時間變更申請書 

姓       名  

學       號  

年       級  

指 導 教 授  

論 文 題 目 
 

 

 

 

原 申 請 

考 試 時 間 
     年    月    日     時    分 

擬 變 更 

考 試 時 間 
     年    月    日     時    分 

變 更 理 由  

說明： 

1. 必須於原申請考試時間一週前提出變更申請。 

2. 填具變更理由後，交由指導教授簽章同意，送交系辦。 

 

填 表 人                   (簽章) 

指導教授                   (簽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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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七、長榮大學航運管理學系碩士學位論文考試合格證明書 

 

長  榮  大  學 

航運管理學系  碩士學位論文 

                 

  中文論文題目： 

 

   

  英文論文題目： 

 

 

  研 究 生： 

            

經碩士學位考試合格特此證明 

 

  考試委員：                                 

                                             

                                             

 

  指導教授：                                 

                                             

 

  系 主 任：                                 

    

 

中  華  民  國     年     月     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