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長榮大學安全衛生科學學院職業安全與衛生學系研究所 碩士在職專班須知 

91 學年度第二學期系務會議（92.04.23）通過 

92 學年度第二學期系務會議（93.02.25）修訂通過 

93 學年度第一學期系務會議（93.10.06）修訂通過 

93 學年度第一學期系務會議（93.11.03）修訂通過 

93 學年度第二學期系務會議（94.05.11）修訂通過 

95 學年度第一學期系務會議（95.09.27）修訂通過 

95 學年度第二學期系務會議（96.06.20）修訂通過 

96 學年度第二學期系務會議（97.04.23）修訂通過 

97 學年度第一學期系務會議（97.09.10）修訂通過 

97 學年度第二次院務會議（97.12.17）修正通過 

101 學年度第四次系務會議（102.02.20）修訂通過 

101 學年度第四次院務會議（102.06.27）修正通過 

103 學年度第五次系務會議（103.12.17）修訂通過 

103 學年度第四次院務會議（103.12.24）修正通過 

105 學年度第一次系務會議（105.08.23）修訂通過 

105 學年度第一次院務會議（105.09.14）修正通過 

105 學年度第七次系務會議（106.06.15）修訂通過 

105 學年度第八次院務會議（106.06.20）修正通過 

107 學年度第一次系務會議（107.08.16）修訂通過 

107 學年度第一次院務會議（107.08.29）修正通過 

107 學年度第四次系務會議（107.12.12）修訂通過 

107 學年度第三次院務會議（107.12.12）修正通過 

108 學年度第一次系務會議（108.08.20）修訂通過 

108 學年度第一次院務會議（108.09.12）修正通過 

108 學年度第六次系務會議（109.07.01）修訂通過 

109 學年度第二次院務會議（109.09.17）修正通過 

 

 

 

一、入學資格 

本所碩士在職專班研究生經由本校舉辦之招生考試取得入學資格。 

二、課程學分與選課規定 

1. 課程學分包括先修科目與研究所課程學分。 

2. 先(補)修科目由研究所課程授課老師及論文指導教授視教學及研究需要，得要求研究生

先(補)修大學部課程，惟學分不得列入畢業學分。 

3. 研究生畢業前應修畢 42 學分，包括：基本核心課程、各領域必修課程、實務實習課程

及選修課程，學生可跨領域研習各領域之多元課程。 

4. 學生於修畢基本核心課程後，應提出實習申請，完成 200 小時之實習，且於結束後提出

實務技術報告，作為碩士論文。 

5. 研究生可因時間或其他因素修習本系碩士一般生班科目名稱相同之課程。 

三、指導教授之選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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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研究生於入學後第一學期之 11 月 30 日結束前，選定本系(所)專任老師擔任修課及實務

實習指導教授，填具「修課及實務實習指導教授同意書」交本系(所)辦公室存檔。 

2. 修課及實務實習指導教授選定後如欲變更，原則上需經系所主管、原指導教授及新指

導教授書面同意，並填具「更換指導教授申請單」，交本系(所)辦公室存檔。 

四、實務實習計畫書審查及實務技術報告 

1. 研究生於展開實務實習前須申報實務實習計畫書，原則上應於研一下學期起至研二第

一學期結束前提出申報。 

2. 實務實習計畫書申報後，於系所安排之公開計畫書審查會議作口頭報告。審查會由系

所指派教師主持，並得視需要邀請審查委員參與審查。審查結果記錄於「研究生實務

實習計畫書審查表」，交指導教授及本系(所)辦公室存檔。 

3. 本所研究生於實務實習完成後，需提出實務技術報告作為碩士論文，並經本系(所)指導

教授審查通過後，提出論文口試申請。 

4. 申請論文口試之碩士學位候選人，須在口試預定日期前，將已完稿之論文初稿送各口

試委員。 

5. 論文口試依本校碩士班研究生考試辦法實施。 

五、本須知未盡事宜均依教育部及本校有關規定辦理。 

六、本須知經系務會議通過並送學院備查後實施，修正時亦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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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一：修課及實務實習指導教授同意書 

 
長榮大學職業安全與衛生學系在職專班「修課及實務實習指導教授同意書」 

     學年度第   學期                          年  月  日填 

研究生 

姓名 學號 簽名 

   

暫訂論文題目 

中文： 

英文： 

指導教授 

姓名 職稱 簽名 

   

系所主管  簽 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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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二：更換指導教授申請單 

長榮大學職業安全與衛生學系在職專班研究生「更換指導教授」申請單 

申請日期:    年   月   日 

研究生聲明 

在未得原指導教授之書面同意時，不以與原指導教授指導之研究計畫

成果，當作學位論文之主體。 

研    究    生 

姓  名 學  號 簽  名 

   

論文 

題目 

原 題 目  

更改後題目  

變更理由 

 

原任指導教授 

姓  名 職  稱 簽  名 

   

新任指導教授 

姓  名 職  稱 簽  名 

   

系  所  主  管 簽 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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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三：實務實習申請表 

長榮大學職業安全與衛生碩士在職專班 
實務實習申請表 

學生姓名：                      聯絡電話：                      

電子信箱：                                           

                                          

實習單位主管： 實習機構： 

電子信箱：                   聯絡電話：                   

 

指導教授：                  共同指導教授：                  

電子信箱：     電子信箱： 

聯絡電話： 聯絡電話： 

                                 (若有共同指導教授者) 

  實習目的 

本碩士在職專班之教學精神強調理論與實務的結合，為求培養學生充實專業知識、訓練獨

立思考、具備深入職業安全衛生實務領域解決問題之能力，故規劃實務實習課程。若在原

任職單位實習，實習內容應不同於原工作內容或為原有工作領域之延伸。 

   學生實習之責任 

   1. 執行實習計畫。 

   2. 遵守實習單位政策與制度。 

   3. 遵守研究倫理。 

   4. 按時與指導教授、實習單位主管聯繫，循序達成實習目標。 

   指導教授責任 

   1. 協助學生實習單位之安排。 

   2. 實習期間藉由實地訪查，電話聯繫或電子信件或討論方式提供學生實習報告建議。 

   實習單位主管責任 

   1. 解釋實習機構之架構與功能性。 

   2. 協助學生參與特定計畫。 

   3. 指導專業工作技能。 

   4. 評估學生工作表現是否與所訂定目標相符。 

※詳閱實習要點、學生預定實習內容，實習單位要求後，請於下方簽名。                              

實習單位主管： __________________  指導教授： __________________ 

學        生： __________________  共同指導教授： ________________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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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實習題目： 

(中)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英)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英文題目除介係詞、連接詞外，每字第一個字母大寫) 

二、 實習目標概述 

 

 

 

 

 

 

 

 

 

 

 

 

 

 

三、 預定實習內容與形式概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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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實習單位要求（請實習單位指導老師填寫） 

 

實習單位主管 
 聯絡

電話 

     

是否需申請IRB 
□ 是 

□ 否 

如需申請IRB，預計向哪

一個單位申請 
 

是否需發「實

習確認公文」

給實習機構 

□ 是 

□ 一般實習確認公文即可 

□ 需加□正本/□副本給實習單位之                部門/

單位 

□ 除一般實習確認公文外，公文需特別加註以下補充文字： 

 

                                                          

□ 需補發是否接受實習生之意願詢問公文給： 

□ 實習機構之                部門/單位 

□ 實習機構之上級單位                         

□ 否 

實習其他要求 

（希望學生能配合機構之要求，或對本碩士在職專班的建議） 

備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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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四：實務實習計畫書審查表 

長榮大學職業安全與衛生學系在職專班研究生「實務實習計畫書審查表」 

研  究  生 
姓  名 學  號 審  查  日  期 

  
       年       月       日 

指導教授姓

名及職稱 

 

實習單位  

實習內容 

簡述 
 

審   核   結   果 審  查  委  員  簽  章 

 審核通過 

 審核不通過 

 

系所主管 
 

(簽 章)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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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五：實務實習技術報告審查申請單 

長榮大學職業安全與衛生學系在職專班研究生「實務實習技術報告」

審查申請單 

研 究 生 

姓  名 學  號 入 學 日 期 申 請 日 期 

  
   年  月  日    年  月  日 

指導教授

姓名職稱 

 

實務實習

技術報告

題目 

中文： 

 

 

 

英文： 

 

 

 

審查意見 

 

學術委員

簽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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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系辦應將審核結果影印給指導教授和申請人各乙份存查。 

3. 本申請案審核通過後，請研究生依審查意見修改，並將修改完成之報告，依規定送交
本系(所)辦公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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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六：實務實習計畫及技術報告撰寫格式指引 

I 實習計畫書撰寫體例 

應具備內容與說明依序如下，封面格式見「實習相關表格與格式」。 

一、實習單位簡介 

撰寫實習單位之組織目標、功能、主辦計畫、執行策略與成果等。進而論述選

擇該機構與實習目標之相關性。 

二、研究動機與目的 

1. 研究動機的重點在於說明“Why”的問題，亦即：你為什麼想做這個研究，你

是如何想到這個現象或問題的"，針對所要探討的問題加以陳述，說明研究

題目的發生背景，並提及此問題在這個研究領域的重要性。 

2. 指出研究動機之後，接下來就是研究目的的問題，應說明此項研究要探討的

方向，而希望藉由這個報告，針對自己問題的釐清與論述研究，寫出你希望

能達到什麼樣成果，從研究目的讓讀者了解這篇實習計畫書的章旨究竟是什

麼。 

三、相關文獻探討 

1. 重點是探討與你的研究題目相關的研究，評估他們使用的方法，觀察相關文

獻的研究發現、特殊論點，以及檢視他們有何不足，再說明你的研究和相關

文獻的不同點。主要是針對研究主題相關文獻的評估、摘要與綜合，以讓讀

者能了解此研究的理論基礎，並可作為提出研究假設的依據。 

2. 首先搜集與自己研究主題相關的文獻，將之研讀以及整理，接著在將相關文

獻予以組織化，就該著作的研究方法與研究發現，進行系統性的檢討，重點

不在於敘述該文獻所指涉的內容。  

四、研究方法 

1. 研究方法是指蒐集與處理資料的程序與手段，必須說明採用哪種的資料蒐集

方法或處理資料的方法。例如：可能使用的是質性研究的方法，紀錄訪談的

所有內容；或者是量性研究，將要分析的資料加以量化。 

2. 不管是用哪種方法，都必須將研究方法的詳細內容都說明清楚，比如研究樣

本的方面，必須說明所選樣本的人數、特性，樣本選取的方法以及樣本的來

源。例如：本次研究主要的對象是針對從事工地建築的工人，選取 205 的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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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其性別皆為男性，年齡介於 25~40 之間，採用隨機抽樣的方式，樣本是

由勞保資料庫蒐集而來的。 

五、實習單位提供資源與限制 

說明你將如何運用本次實習單位所能提供的資源，並根據實習單位提供資源之

特性，理解本次實務研究可能出現哪些限制，你預期如何克服。 

六、預期實習形式 

概述你將如何在實習機構進行個人之專題研究，例如透過定期參與該機構目前

正在執行之專案計畫，獲取相關研究資料，或是藉由直接執行該機構推動與研

究主題相關政策，在參與過程觀察、蒐集並分析，獲得研究成果等等型式。撰

寫本項目的乃有助於校外指導老師評估實務運作之可行性，以及校內指導教授

釐清學生研究方法運用是否合適於研究目的。 

七、預期成果 

具體說明本次實務研究所能呈現的成果。 

八、參考文獻 

 



12 
 

II 期中報告撰寫體例 

應具備內容與說明依序如下，封面格式見「實習相關表格與格式」。 

一、 標題與作者 

二、 摘要 

五百字以內，內容須包括計劃目標、方法與結果。 

三、 實習單位描述 

摘要該機構背景資料，包括：組織架構、人員編制、生產製程、產品等，若

為公務機關或研究機構，可描述該機構在職業安全衛生的任務與目標、員額

編制、主辦事務等，並描繪出作者於該機構實習狀況，包涵每週出席天數、

時數，另外，亦可撰述你是否有獲得其他津貼補助等事項。 

四、 實習期中報告本文 

主要目的在協助同學思考並彙整實務研究之進度。請撰寫目前實習單位提供

之資源、您於實習單位進行之事項或任務、研究報告的撰寫進度與困難，以

及研究報告是否將有任何修正，或未來將如何繼續進行該實務研究等其它事

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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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II 成果報告撰寫體例 

應具備內容與說明依序如下，封面格式及成果報告書寫格式規範請見「實習相關表格

與格式」。 

(1) 封面 

(2) 論文口試委員審定書 

(3) 謝辭 /Acknowledgement 

(4) 中文摘要及關鍵字 5-7 個/ Abstract：應包含研究目的、方法、結果與結論。                            

(5) 英文摘要及關鍵字 5-7 個/ Abstract：應包含研究目的、方法、結果與結論。 

(6) 目錄/Contents 

(7) 圖目錄/ List of figures：若圖、表要放在同一頁也可。  

(8) 表目錄/List of tables                     

(9) 論文正文 

(10) 參考文獻/References 

(11) 附錄/Appendix 

(12) 封底 

 

論文正文： 

第一章 導論 /Chapter 1 Introduction： 

含括實習單位特色與簡介、研究架構與假設、文獻回顧、研究目的與研究問題，

可視情形調整各標題之前後順序。 

 

 實習單位特色與簡介 /Practicum Unit Features and Brief Introduction 

(實習單位特色描述與個人為何選擇該實習單位，以及實習情形。) 

 研究架構與假設 /Framework and Hypotheses 

(提出研究的架構，ex 描繪出”因果關係”，並提出個人研究問題及假設。) 

 文獻回顧 /Literature Review    

(臚列個人使用理論回顧或前人所做的相關研究，以茲說明後續研究方法選擇、結果及討論的論

述依據。) 

 研究目的與研究問題 /Research Purpose and Research Problems     

 

第二章 方法  /Chapter 2 Methods： 

敘述你在實務實習進行過程中使用的方法，以及如何進行並完成實務實習研究成果。可適

當分節。 

 

第三章 結果  /Chapter 3 Results： 

指出你如何完成該目標與目的，以及獲得的成果。可適當分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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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討論  /Chapter 4 Discussion： 

針對你的實習成果進行討論，舉例如下。可適當分節。 

 

 是否達成實習目的 

 對於實務實習單位的建議與回饋 

 相關政策上的意涵或政策建議 

 

 

參考文獻  /References： 

可參考勞動及職業安全衛生研究季刊稿約所規定之中英文文獻撰寫規定。舉例如下： 

(1) 期刊 

(A)標準期刊 

中文例（作者：篇名。刊物名 年份；卷：頁數。） 

黃德琪、闕妙如、黃奕孝、李聯雄、石東生、鐘順輝：塗料業作業環境污染控制工

程改善實務。勞動及職業安全衛生研究季刊 2012；20(1)：136-41。 

英文例（作者. 篇名. 刊物名 年份; 卷: 頁數.） 

Vega KJ, Pina I, Krevsky B. Heart transplantation is associated with an increased risk for 

pancreatobiliary disease. Annual of International Medicine 1996; 124: 980-3. 

(B)超過 6 位作者 

Parkin DM, Clayton D, Black RJ, Masuyer E, Friedl HP, Ivanov E, et al. Childhood 

leukaemia in Europe after Chernobyl: 5 year follow-up. British Journal of Cancer 1996; 

73: 1006-12. 

(C)以機關為作者 

The Cardiac Society of Australia and New Zealand. Clinical exercise stress testing. 

Safety and performance guidelines. Medical Journal of Australia 1996; 164: 282-4. 

(D)作者無記名 

Anonymous. Cancer in South Africa [editorial]. South African Medical Journal 1994; 84: 

15. 

(E)引用雜誌附冊 

Shen HM, Zhang QF. Risk assessment of nickel carcinogenicity and occupational lung 

cancer. Environmental Health Perspect 1994; 102 Suppl 1: 275-82. 

(2) 單行本 

(A)有作者 

中文例（作者：書名。版次，發行地名，出版社名；年份。） 

郭育良等：職業病概論。四版，台灣省台北市，華杏出版社；2012。 

英文例（author. Title. 版次. 發行地名. 出版社名; 年份.） 

Ringsven MK, Bond D. Gerontology and leadership skills for nurses. 2nd ed. Albany 

(NY): Delmar Publishers; 1996. 

 

(B)以編輯者為著者 

Norman IJ, Redfern SJ, editors. Mental health care for elderly people. New York: 

Churchill Livingstone; 1996. 

(C)以機關為作者 

Institute of Medicine (US). Looking at the future of the Medicaid program. Washington: 

The Institute; 1992. 



~ 15 ~ 

 

(D)引用某章節時 

Phillips SJ, Whisnant JP. Hypertension and stroke. In: Laragh JH, Brenner BM, editors. 

Hypertension: pathophysiology, diagnosis, and management. 2nd ed. New York: Raven 

Press; 1995. p. 465-78. 

(E)會議或研討會專輯 

Kimura J, Shibasaki H, editors. Recent advances in clinical neurophysiology. Proceedings 

of the 10th International Congress of EMG and Clinical Neurophysiology; 1995 Oct 

15-19; Kyoto, Japan. Amsterdam: Elsevier; 1996. 

(F)學位論文 

Kaplan SJ. Post-hospital home health care: the elderly’s access and utilization 

[dissertation]. St. Louis (MO): Washington Univ.; 1995. 

 

 其它參考文獻之書寫方式請逕參考 International Committee of Medical Journal Editors. 

Uniform Requirements for Manuscripts Submitted to Biomedical Journal. New Engl J Med 

1997;336:309-15. (Available from: URL: http://www.icmje.org/)。 

 

附錄  / Appendix ： 

包括實習過程使用之工具、量表或相關資源的描述。舉例如下：   

 

附錄一 肌肉骨骼傷害調查表 

附錄二 人因性危害防止計畫 

---------------------------------------------------------------------------------------------------------- 

A  Detailed Items in the Questionnaire. 42 

B  Ethical Approval 48 

http://www.icmje.or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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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V 實習相關表格與格式 

(1) 實務實習申請表 

(2) 實習計畫書封面格式 

(3) 實習月誌 

(4) 實務實習成果表－單位考核表 

(5) 期中報告封面格式 

(6) 成果報告封面格式 

(7) 碩士學位論文審定書格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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長榮大學安全衛生科學學院職業安全與衛生學系碩士在職專班 

實務實習申請表 

學生姓名：                      聯絡電話：                      

電子信箱：                                           
                                          

實習單位主管： 實習機構： 

電子信箱：                   聯絡電話：                   

 

指導教授：                  共同指導教授：                  

電子信箱：     電子信箱： 

聯絡電話： 聯絡電話： 

                                 (若有共同指導教授者) 

  實習目的 

本碩士在職專班之教學精神強調理論與實務的結合，為求培養學生充實專業知識、訓

練獨立思考、具備深入職業安全衛生實務領域解決問題之能力，故規劃實務實習課

程。若在原任職單位實習，實習內容應不同於原工作內容或為原有工作領域之延伸。 

   學生實習之責任 

   1. 執行實習計畫。 

   2. 遵守實習單位政策與制度。 

   3. 遵守研究倫理。 

   4. 按時與指導教授、實習單位主管聯繫，循序達成實習目標。 

   指導教授責任 

   1. 協助學生實習單位之安排。 

   2. 實習期間藉由實地訪查，電話聯繫或電子信件或討論方式提供學生實習報告建議。 

   實習單位主管責任 

   1. 解釋實習機構之架構與功能性。 

   2. 協助學生參與特定計畫。 

   3. 指導專業工作技能。 

   4. 評估學生工作表現是否與所訂定目標相符。 

※詳閱實習要點、學生預定實習內容，實習單位要求後，請於下方簽名。                              

實習單位主管： __________________  指導教授： __________________ 

學        生： __________________  共同指導教授： ________________ 

(1)實務實習申請表 



 

實習題目： 

(中)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英)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英文題目除介係詞、連接詞外，每字第一個字母大寫) 

五、 實習目標概述 

 

 

 

 

 

 

 

 

 

 

 

 

 

 

六、 預定實習內容與形式概述 

 

 

 

 

 

 

 

 

 

 

 

 

 

 

 



 

 

七、 實習單位要求（請實習單位主管填寫） 

 

實習單位主管 
 聯絡

電話 

 

是否需申請IRB 
□ 是 

□ 否 

如需申請IRB，預計向哪

一個單位申請 
 

是否需發「實

習確認公文」

給實習機構 

□ 是 

□ 一般實習確認公文即可 

□ 需加□正本/□副本給實習單位之                部門/

單位 

□ 除一般實習確認公文外，公文需特別加註以下補充文字： 

 

                                                          

□ 需補發是否接受實習生之意願詢問公文給： 

□ 實習機構之                部門/單位 

□ 實習機構之上級單位                         

□ 否 

實習其他要求 

（希望學生能配合機構之要求，或對本碩士在職專班的建議） 

備註 

 



 

 

 

長榮大學安全衛生科學學院職業安全與衛生學系碩士在職專班 
In-Service Master’s Program 

Department of Occupational Safety and Health 

School of Safety and Health Sciences 

Chang Jung Christian University 

 

 

實習計畫書 

Practicum Proposal 

 

(中文題目，字體 18) 

(英文題目，字體 14) 

 

 

 

 

 

 

研究生：王○○ 

指導教授：陳○○ 博士 

 

 

中華民國 105 年 9 月 



 

 

長榮大學安全衛生科學學院職業安全與衛生學系碩士在職專班 

實務實習月誌 

姓名：  實習月份： 實習單位：  

實習單位主管：  指導教授：  填寫日期：  

填寫說明  

1.同學需於實習期間「按月填寫」，並在當月 10 日以前，以電子郵件繳交前一個月之月誌。(例如 8 月 10 日前繳交 7

月份實習月誌給學系辦公室) 

2.撰寫月誌時，除描述實習內容與心得外，請同學當月「至少一次」與指導老師討論實習報告等事宜，並將老師的

回饋與建議記載於月誌，始算完成當月週誌。 

3.月誌完成後，學系將定期寄給實習學生之指導老師留存，請確實填寫當月實習內容、實習單位主管與指導老師的

回饋與建議。 

 一、實習內容 敘述本月所實習內容 

 

二、實習心得 包括：專業成長與遇到的困難 

 

三、實習單位主管之回饋或建議   

 

四、指導教授之回饋或建議  

 

 

(2)實務實習月誌 



 

 

長榮大學安全衛生科學學院職業安全與衛生學系碩士在職專班 

實務實習成果表—單位考核表 
敬啟者： 

貴機構於百忙之中，仍不忘培育後進，給予本碩士在職專班學生校外實習機會，並

承蒙  貴機構不厭其煩的督導與協助本教學活動，特此向  貴機構致十二萬分之謝意。 

「實習」是本碩士在職專班教學上所堅持的一項政策，學生至  貴機構實習，除學

習專業領域相關知識，理應遵守  貴機構之規定並接受指導，懇請您的督導與支援。學

生實習結束後，請您撥冗填寫實習單位考核表，並於   年   月   日(週  )前以(1)電

子郵件形式回覆至<hch@mail.cjcu.edu.tw>長榮大學職業安全與衛生碩士在職專班、或(2)

密封函寄至71101台南市歸仁區長大路1號 長榮大學職業安全與衛生碩士在職專班收、

或(3)請學生繳交回本學系。勞煩之處，不勝感激! 

順  頌 

時  祺 

長榮大學職業安全與衛生碩士在職專班 

敬啟 

實習單位：                        實習學生姓名： 

實際起迄日期 

    年     月     日 

至 

    年     月     日 

考 
 
 

核 

平時表現（10分） 分 

學習態度（25分） 分 

實習實際天數 

                    天 

（請假，缺席請扣除其天數，

並予註明。不含星期假日。） 

合作精神（25分） 分 

工作成果（40分） 分 

總            分 分 

註1. 實習課程總分=實習單位評分（實習單位主管）×30%＋實習書面報告成績 × 70%。 

實習單位主管簽章 
 

日期      年    月    日 

實習單位 

評語及建議 

 

 

(3)實務實習成果表―單位考核表 



 

 

長榮大學安全衛生科學學院職業安全與衛生學系碩士在職專班 

 In-Service Master’s Program  

Department of Occupational Safety and Health 

School of Safety and Health Sciences 

Chang Jung Christian University 

 

實務實習期中報告 

Practicum Mid-term Report 

 

 

(中文題目，字體 18) 

(英文題目，字體 14) 

 

 

 

 

 

研究生：王○○ 

指導教授：李○○ 博士 

 

   

中華民國 105 年 9 月

 

(4)期中報告封面格式 



 

 

長榮大學安全衛生科學學院職業安全與衛生學系碩士在職專班 

碩士論文 

In-Service Master’s Program 

Department of Occupational Safety and Health 

School of Safety and Health Sciences 

Chang Jung Christian University 

Master Thesis 

 

(中文題目，字體 18) 

(英文題目，字體 14) 

 

 

 

 

王○○ 

Wang, ○○-○○ 

指導教授：李○○博士 

Adviser: Lee, ○○-○○, Ph.D. 

 

中華民國 106 年 6 月 

June, 2017

(5)實務實習成果報告封面格式 



 

 

 
 

長榮大學職業安全與衛生學系碩士在職專班碩士學位論文 

口試委員會審定書 

 

(中文題目，字體 18) 

(英文題目，字體 14) 

 

 

本論文係 XXX君(學號XXXXXXXX)在長榮大學安全衛生科

學學院職業安全與衛生學系碩士在職專班完成之碩士學位論文，於

民國 XXX 年 X 月 X 日承下列考試委員審查通過及口試及格，特

此證明。 

 

口試委員： 

                （簽名） 

（指導教授） 

                          

                          

                          

系主任(所長)             （簽名） 

(6)碩士學位論文審定書格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