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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文(Chines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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銘傳大學教學理念

願景(VISION)
銘傳大學致力於與社區結合、全球接軌，成為亞洲頂
尖、世界知名大學。
宗旨(MISSION)
銘傳大學秉持「人之兒女己之兒女」之理念，以追求
教育卓越，培養理論實務並重，具備團隊精神與國際
視野之人才為宗旨。
目標 1(GOAL1)：卓越化
堅持嚴教勤管之教學輔導原則，培養具責任感與團隊
精神之人才，追求傑出之教學、研究與服務為目標。
目標 2(GOAL2)：專業化
強化產學交流，兼顧理論與實務知能，重視專業經驗
與學術表現，提供多元教育及終身學習機會。
目標 3(GOAL3)：國際化
推動國際認證，接軌全球教育，塑造國際化學習環
境，拓展師生全球視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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觀光事業學系碩士班
【特色】
本碩士班所發展方向為培育高階觀光餐旅遊憩事業專業管理人才及師
資，並強化觀光餐旅遊憩學術領域水準。教學重點與研究重點，除一般
觀光餐旅遊憩專業知識研究外，強調重點如下：
1.促進觀光管理專業人才研究能力與水準
2.加強觀光餐旅遊憩資源規劃與開發能力
3.培養觀光餐旅遊憩資源規劃與開發能力
4.增進觀光餐旅遊憩產品設計創造與研發潛力
5.重視觀光餐旅遊憩市場調查與行銷策略等訓練，以便了解
觀光消費者之特性與動向

【設立宗旨】
提昇學術研究發展能量，培育能獨立思考、兼備領導能力與國際視
野之觀光專業研究人才或規劃與管理人才。

【教育目標】

G1:培育觀光專業研究人才或規劃與管理人才
G2:深化理論基礎並強化經營實務
G3:養領導與研究發展能力
G4:拓展國際視野
【學生應具備之核心能力】

C1：觀光專業經營管理能力
C2：溝通協調與領導能力
C3：獨立思考與研究發展能力
C4：觀光專業倫理能力
C5：終身學習能力
C6：國際視野與文化包容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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授予學位名稱
院 系別
別 代號

證書中文

制別

授予中文

授予英文

碩士班

理學
碩士

Master of

授予簡稱

觀
光
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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觀光事業學系
碩士班

院

5

Science

M.S.

觀光學院院長、系主任、專任教師、行政秘書聯絡網
總機電話:台北(02)2882-4564；桃園(03)350-7001
※傳真(03)359-3871
(109.05 製表)
姓名

分機

地點

觀光學院
翁振益(觀光系教授兼院長)
宋祖芳院祕書
林青蓉(教授兼系主任)
王大明(副教授)
楊俊明(副教授)
李長斌(副教授)
黃永全(副教授)
古璧慎(助理教授)
林濰榕(助理教授)
劉士豪(助理教授)
趙嘉瑤秘書
潘佐璥助理
林莉萍(副教授兼系主任)
張軒瑄(教授)
楊知義(副教授)
方彥博(副教授)
羅健文(副教授)
黃淑芬(助理教授)
林佳陞(助理教授)
曾冬鈺祕書
周勝方(副教授兼系主任)
胡欣慧(教授)
陳柏蒼(副教授)
蘇靖淑(副教授)
高馥君(副教授)
陳琪婷(助理教授)
宋永坤(助理教授)
張雅媛(助理教授)
吳玉如祕書
戴芙蓉助理
馬熙寧專案助理

3810

P316-1 院辦院長室

P316 院辦公室
3202
觀光事業學系
3577
P316-4 院辦觀光學系主任辦公室
P209-4 教師研究室
3586
P209-9 教師研究室
5077
P316-8 院辦研究室
3576
P204-4 教師研究室
5006
P316-6 院辦研究室
3574
P209-6 教師研究室
3585
P205-1-2 教師研究室
5017
P316 院辦公室
3203
P316 院辦公室
5317
休閒遊憩管理學系
3258
P316-2 院辦休憩學系主任辦公室
5004
P204-6 教師研究室
3579
P316-9 院辦研究室
3573
P316-5 院辦研究室
3254
P209-7 教師研究室
3575
P316-7 院辦研究室
3637
P304-2 教師研究室
5095
P316 院辦公室
餐旅管理學系
3256
P316-3 院辦餐旅學系主任辦公室
3259
P209-3 教師研究室
3584
P209-5 教師研究室
5055
P207-1 教師研究室
3626
P209-8 教師研究室
3583
P209-2 教師研究室
3572
P209-1 教師研究室
5016
P205-1-3 教師研究室
3257
P316 院辦公室
3578
P316 院辦公室
5381
P316 院辦公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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銘傳大學觀光學院 109 學年度專任師資及專長
觀光學院 108/06 製表

所屬系別
觀光事業學系
姓 名
職 稱
學 歷
專 長
1. 翁振益 教授
清華大學工業工程博士
決策科學、調查研究、多變
兼院長
量分析、資料採礦、觀光管
理
2. 林青蓉 教授
美國威斯康辛大學麥迪遜校區 自然資源經營管理、生態保育、
兼主任
森林學研究所博士、國立台灣 生態旅遊、環境教育
大學森林研究所碩士
3.

王大明 副教授

海洋休閒觀光、永續觀光、觀光
客行為

消費者行為與心理學、行銷管
理、服務行銷、服務品質管理、
觀光行銷
5. 李長斌 副教授 英國伯明罕大學都市暨區域研 都市旅遊、文化策略與都市發
究所哲學博士、美國喬治華盛 展、地方行銷、會議展覽、文創
頓大學旅遊管理碩士
產業
6. 黃永全 副教授 國立嘉義大學管理研究所博士 旅行業經營管理、觀光消費者行
為、遊程規劃與設計、航空票務
管理、節慶活動規劃
7. 古璧慎 助理教授 國立嘉義大學行銷與觀光管理 觀光管理、領隊實務、觀光產業
學系暨研究所
趨勢分析 、會展與慶典活動管
理
8. 林濰榕 助理教授 國立嘉義大學觀光休閒管理研 觀光研究法、觀光休閒研究趨
究所博士
勢、觀光產業概論、觀光量表發
展、戶外遊憩管理
9. 劉士豪 助理教授 銘傳大學企管系研究所博士
觀光餐旅財務管理、觀光餐
旅人力資源管理、統計學、
會計學、工作-休閒生活議
題研究
所屬系別
休閒遊憩管理學系
姓 名
職 稱
學 歷
專 長
10. 林莉萍 副教授 美國德州農工大學區域科學博 生態與永續旅遊、環境規劃與生
兼系主任 士
態系統管理、休憩環境保育與教
育、旅遊導覽解說
11. 張軒瑄 教授
美國密西根州立大學公園遊憩 休閒流暢感之研究、旅客之尋路
觀光管理博士、國立政治大學 行為之研究、觀光客間之接觸與
地政研究所碩士
衝突
12. 楊知義 副教授 國立中興大學森林學系博士
觀光及旅遊事業管理、森林遊樂
資源管理
4.

13.

楊俊明 副教授

國立臺灣海洋大學環境生物與
漁業科學博士、中國文化大學
觀光休閒事業管理研究所碩士
國立中山大學企業管理學系博
士

羅健文 副教授

國立台北大學都市計劃研究所 遊憩資源規劃與設計、休憩與都
博士
市研究、永續運輸與遊憩行為研
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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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國德州大學奧斯汀分校建築
學院訪問學者
14. 方彥博 副教授

美國新墨西哥州立大學公園暨 公園與遊憩管理、運動俱樂部經
遊憩管理博士
營管理、休閒運動、商業遊憩、
戶外休憩

15. 黃淑芬 助理教授 日本千葉大學自然科學研究科 非營利組織與文化觀光、社區觀
地域多樣性科學專攻博士
光、文化資產、遺產與觀光、文
化產業、休憩產品設計
16. 林佳陞 助理教授 國立中央大學資訊管理學系博 數位學習與互動科技、大數
士
據與統計分析、人力資源管
理、研究方法、社群科技休
閒遊憩管理學系
所屬系別
餐旅管理學系
姓 名
職 稱
學 歷
專 長
17. 周勝方 副教授 國立台灣師範大學人類發展教 餐旅連鎖、餐飲管理、餐旅
兼主任 育系餐旅管理與教育組博士
產業政策分析
18. 胡欣慧 教授
美國俄亥俄州立大學餐旅管理 消費者心理與行為、綠色消費與
博士
行銷、餐旅行銷、餐旅人力資源
管理
19. 陳柏蒼 副教授 澳洲維多利亞大學餐旅觀光行 餐館管理、餐館開發、餐旅行
銷系博士、美國佛羅里達州立 銷、餐飲成本控制、餐飲資訊系
國際大學餐旅碩士
統、餐飲採購、觀光產業倫理、
專題研究、觀光餐旅行銷研究、
服務行銷
20. 蘇靖淑 副教授 國立台灣師範大學人類發展教 餐旅業連鎖管理、餐旅業服務品
育系餐旅管理與教育組博士
質管理、觀光餐旅消費行為、觀
光餐旅服務創新與科技運用
21. 高馥君 副教授 國立台灣大學農業化學研究所 膳食營養學、食品衛生與安全管
生物工業化學組博士、中華技 理、烹調原理、烹調實務、食物
術學院餐飲管理系助理教授
學、餐旅學導論
22. 陳琪婷 副教授 美國愛荷華州立大學餐旅管理 人力資源管理、團膳管理、財務
博士及家庭與消費者科學教育 管理、觀光餐旅教育
博士
23. 宋永坤 助理教授 美國佛羅里達州立國際大學人 觀光旅遊/餐食飲品消費者行
力資源發展及成人教育博士及 為、飲料備製與餐館管理、組織
餐旅碩士
行為、人力資源發展、餐旅/觀
光/成人教育發展心理學、量化&
質化研究方法
24. 張雅媛 助理教授 中興大學企業管理研究所博士 餐旅管理、餐旅服務管理、
行銷研究、餐飲創業與開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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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銘傳大學英語能力檢定實施細則」
(105 學年度(含)之後入學學生適用)
民國 99 年 6 月 3 日教務會議通
民國 99 年 12 月 23 日校教務會議通過
民國 100 年 5 月 12 日教務會議通過
民國 105 年 5 月 12 日教務會議通過

一、為提昇本校學生未來就業競爭力，使學生於畢業前得藉由通過英語檢定，增強學

生升學及就業之能力，特依據「銘傳大學學生畢業資格檢定實施辦法」，訂定
「銘傳大學英語能力檢定實施細則」(以下簡稱本細則)。
二、本校 105 學年度起入學之學士班及碩士班學生，應符合本細則所訂定之「英語能
力檢定」標準後，始為通過英語能力檢定。
三、本校學士班及碩士班學生，應於在學期間內，參加下列至少一項之英語檢定考
試，其考試類別及檢定標準如下：
學士班
畢業檢定標準

英檢考試類別

碩士班
畢業檢定標準

相當”CEFR” B1 級之英檢證照

相當”CEFR”B1~B2
級之英檢證照

全民英檢 (GEPT)
初試：聽讀 複試：說寫

中級複試通過

中高級初試

多益測驗 (TOEIC)
(聽讀)

550 分(含)以上
(聽力 275 分，閱讀 275 分)

650 分(含)以上
(聽力 275 分，閱讀 275 分)

托福考試
(TOEFL-iTP)
(聽讀)

460 分(含)以上

520 分(含)以上

網路化托福考試 (TOEFL-iBT)
(聽說讀寫)

iBT 57 分(含)以上

iBT 65 分(含)以上

雅思測驗 (IELTS) (聽說讀寫)

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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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語能力測驗
(FLPT - English)
(聽說讀寫)

筆試總：分 195 分(含)以上
口說：S-2 級分
寫作：C 級分

筆試總分：220 分(含)以上
口說：S-2+級分
寫作：C 級分

劍橋大學國際商務英語能力測驗
(BULATS) (聽說讀寫)

LEVEL 2
40 分(含)以上

LEVEL 2
55 分(含)以上

國際學院各學系及應用英語學系，得依高於前項所定標準，另行訂定其英語能力檢定標
準。
四、學士班學生於四年級前仍未達前述檢定標準者，若修習單學期兩學分之「職場應

用英文一」及「職場應用英文二」課程及格，則視同通過英語能力檢定。碩士班
學生於畢業前仍未達前述檢定標準者，若修習單學期兩學分之「實務應用英文
一」及「實務應用英文二」課程及格，則視同通過英語能力檢定。
五、通過「英語能力檢定」標準之學生，應將成績證明文件送英語教學中心，經審核
通過後登錄「檢定通過」成績。
六、 104 學年度(含)之前入學學生，適用原 100 年 5 月 12 日所修訂之「銘傳大學英語
能力檢定實施細則」。
七、本細則經英語教學中心教師會議、院務及教務會議通過，校長核定後實施，修正
時亦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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銘傳大學觀光事業學系專業基本能力檢定實施細則
98 年 11 月 10 日系務會議討論通過
98 年 12 月 3 日教務會議審議通過
99 年 01 月 05 日院務會議討論通過
99 年 03 月 23 日系務會議修正通過
99 年 04 月 20 日系務會議修正通過
99 年 05 月 04 日院務會議修正通過
99 年 6 月 3 日教務會議審議修正通過
101 年 02 月 21 日系務會議修正通過
101 年 03 月 20 日系務會議修正通過
101 年 04 月 17 日系務會議修正通過
101 年 5 月 3 日教務會議審議修正通過
103 年 05 月 27 日系務會議討論通過
103 年 10 月 21 日院務會議修正通過
103 年 12 月 1 日教務會議審議修正通過
104 年 03 月 03 日系務會議討論通過
104 年 04 月 28 日院務會議討論通過
104 年 5 月 14 日教務會議審議修正通過

一、本系為提昇學生升學暨就業競爭力，依據「銘傳大學學生畢業資格檢定
實施辦法」，訂定「銘傳大學觀光事業學系專業基本能力檢定實施細
則」 (以下簡稱本細則)。
二、九十九學年度起入學之大學部學生，應通過本校所定之「服務學習」、「英
語能力」、「資訊能力」、「中文能力」及「運動能力」畢業資格檢定標
準，及本細則所定「基本能力」之檢定標準，始得畢業。
碩士生需通過各系所規定專業基本能力檢定標準，始得畢業。
三、學生應於在學期間內通過基本能力檢定，其項目及檢定標準如下：
學制
基本能力
檢定標準
大學部

1.觀光旅遊專業能力
2.分析思考與問題解決能力
3.溝通協調與團隊合作能力

1. 至少考取一張本系認可之相關專業證照。(對應基本能
力 1)
2. 透過團隊合作完成畢業專題論文研究、通過審查且於
公開場合發表其論文成果。(對應基本能力 2&3)
3. 畢業前應完成本系實習實施細則之規定時數、繳交實
習報告心得、並通過雇主與系上之審查。(對應基本能
力 1&3)

碩士班

1.觀光專業經營管理能力
2.溝通協調與領導能力
3.獨立思考與研究發展能力

1. 完成碩士學位論文，並經學位考試通過。(對應基本能
力 1&3)
2. 擔任社團幹部或班級幹部至少一次。(對應基本能力 2)
3. 學位考試前須於國內外期刊或研討會至少發表或已被
接受論文乙篇。(對應基本能力 3)

碩士在
職專班

1.觀光專業經營管理能力
2.溝通協調與領導能力
3.獨立思考與研究發展能力

1.參加國內外學術研討會至少三次以上並完成心得報告或
研討會至少發表或已被接受論文乙篇(對應基本能力
1&3)。
2.擔任社團幹部、班級幹部、校友會幹部或教學志工至少
一次。(對應基本能力 2)
3.完成碩士學位論文，並經學位考試通過。(對應基本能力
1&3)

四、學生於畢業前未達前條所定基本能力檢定標準者，須相應完成本系訂定之補
救措施；補救措施方式由本系另行公告。
五、通過基本能力檢定標準之學生，應將成績或其他相關證明文件，送交本系經
審核通過後，成績以「檢定通過」登錄。
六、本細則經系務、院務及教務會議通過後，報請校長核定後實施，修正時亦
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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銘傳大學觀光事業學系專業基本能力檢定補救措施內部規定
101 年 04 月 24 日系務會議討論通過

一、本系為提昇學生升學暨就業競爭力，依據「銘傳大學觀光事業學系專業基本能力檢定實施細
則」訂定本規定。
二、學生應於在學期間內通過基本能力檢定，其項目及檢定標準、補救措施如下：
學制
基本能力
檢定標準
補救措施
1.觀光旅遊專業 1. 至少考取一張本系認
1. 考取下列一張或本系認可觀
能力
可之相關專業證照。
光領域類相關專業證照：導遊
2.分析思考與問
(對應基本能力 1)
人員(華語、外語) 合格證書，
題解決能力
2. 透過團隊合作完成畢
領隊人員(華語、外語) 合格證
3.溝通協調與團
業專題論文研究、通
書，ABACUS 訂位系統、旅行
隊合作能力
過審查且於公開場合
業經理人職業證，TBSA 商務
發表其論文成果。(對
應基本能力 2&3)
3. 畢業前應完成本系實
習實施細則之規定時
數、繳交實習報告心
得、並通過雇主與系
上之審查。(對應基本
能力 1&3)

大學部
(新修)

2.

碩士班
(新修)

碩士在職專
班
(新修)

1. 完成碩士學位論文，並
經學位考試通過。(對應
基本能力 1&3)
2. 擔 任 社 團幹 部 或班 級
幹部至少一次。(對應基
本能力 2)
3. 學 位 考 試前 須 於國 內
外期刊或研討會至少發
表或已被接受論文乙篇。
(對應基本能力 3)

1.

1.觀光專業經營 1. 參加國內外學術研討
管理能力
會至少三次以上並完

1.

1.觀光專業經營
管理能力
2.溝通協調與領
導能力
3.獨立思考與研
究發展能力

2.溝通協調與領
導能力
3.獨立思考與研
究發展能力

2.
3.

成心得報告。(對應基
本能力 1)
2.擔任社團幹部、班級幹
部、校友會幹部或教學
志工至少一次。(對應
基本能力 2)
3. 完成碩士學位論文，
並經學位考試通過。
(對應基本能力 1&3)

三、本規定經系務會議通後實施，修正時亦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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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劃能力初級認證，會議展覽
專業人員初階、中階認證，青
年活動企劃師證照（CCAPP）
、
丙級門市服務人員技能檢定，
飲料備製丙級、乙級技術士技
能檢定。未達該專業能力檢定
標準 1 者，必須額外實習 400
小時或加修系上指定課程 2
門，於該課程達及格標準後，
始得畢業。
未達該專業能力檢定標準 4
者，將依據「觀光學院學生實
習要點」處理
未達該專業能力檢定標準 1
者，如尚未屆滿修業年限者，
得於次學期之後再次申請口
試，但以一次為限。
未達該專業能力檢定標準 2
者，以國外遊學一次或結伴赴
國外自助旅遊一次替代。
未達該專業能力檢定標準 3
者，則以完成經系所認可之國
內外教育訓練課程一次。

未達該專業能力檢定標準 1
者，不足部分得以完成經系所
認可之國內外教育訓練課程
補足之。

2.

未達該專業能力檢定標準 2
者，則以國外遊學一次或結伴
赴國外自助旅遊一次替代。

3.

未達該專業能力檢定標準 3
者，如尚未屆滿修業年限者，
得於次學期之後再次申請口
試，但以一次為限

銘傳大學觀光學院觀光事業學系碩士班進修實施細則
中華民國 94 年 4 月 26 日所務會議修正通過
中華民國 94 年 4 月 26 日院務會議修正通過
中華民國 94 年 5 月 15 日教務會議通過
中華民國 98 年 9 月 15 日系務會議修正通過
中華民國 98 年 9 月 22 日院務會議修正通過
中華民國 98 年 12 月 03 日教務會議議修正通過
中華民國 99 年 01 月 05 日院務會議議修正通過
中華民國 99 年 06 月 03 日教務會議議修正通過
中華民國 100 年 3 月 8 日系務會議修正通過
中華民國 103 年 4 月 22 日系務會議修正通過
中華民國 103 年 4 月 29 日院務會議修正通過
中華民國 99 年 6 月 3 日教務會議修正通過
中華民國 104 年 3 月 3 日系務會議修正通過
中華民國 104 年 4 月 28 日院務會議修正通過
中華民國 104 年 5 月 14 日教務會議修正通過
中華民國 106 年 5 月 18 日教務會議審查通過
中華民國 109 年 5 月 14 日教務會議修正通過

一、 為促使本系碩士班研究生（以下簡稱碩士生）在校期間確實進德修業學有所
獲，特訂定本實施細則。
二、 先修課程
(一) 統計學、管理學、會計學、經濟學四科任選其一。
(二) 餐旅管理導論、休憩學概論、觀光學概論三科任選其二。
(三) 具下列條件之一者，該先修課程得於碩一上學期開學二週內申請抵免，
逾期不受理：
1. 該生該先修課程大學成績七十分以上者。
2. 該生參加本系碩士班入學考試，該科成績達高標平均分數者。
三、 學分抵免
持有五年內修讀本校碩士課程之學分證明者，得於碩一上學期開學二週內
申請學分抵免，逾期不受理。
抵免學分數以畢業總學分二分之一為上限(不含論文學分數)。
非本校碩士學分證明不得申請抵免。
四、 選課
(一) 新生第一學期選課由系主任輔導，舊生選課由指導教授或班導師輔導，
獲簽章認可始得辦理註冊手續。
(二) 碩士生每學期修習學分數不得超過十八學分（含非研究所課程）或少
於三學分。在學逾兩年者，不在此限。
五、 畢業門檻
(一) 修畢本系碩士班先修課程。
(二) 碩士生畢業總學分數為四十四學分。
(三) 修畢必修學分，修滿畢業總學分數，經碩士學位論文考試通過，且操
行成績達七十分以上者，始得畢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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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 修業年限
以一至四年為限。
七、 學位論文
(一) 碩士生論文撰寫，依「銘傳大學觀光學院觀光事業學系碩士學位論文
輔導準則」辦理。
(二) 碩士生學位考試，依「銘傳大學觀光學院觀光事業學系碩士學位論文
口試準則」辦理。
(三) 碩士生碩士學位論文限由本校觀光學院專任教師單獨指導。特殊情況
經系主任與院長同意者，得由本校觀光學院兼任教師或本校其他系所
專任教師與本院專任教師共同指導。
(四) 專任教師指導當學年度碩士生(不含延修生)以 2 篇為限；兼任教師共
同指導碩士生總人數以 1 篇為限。
(五) 碩士生應於碩一下學期期末考前，持指導教授同意書至系辦公室完成
申請登記手續，由系主任與院長批核。
(六) 指導教授經確定後，非有充分理由提經原（新）指導教授同意，由系
主任與院長核准者，不得任意更換指導教授。
(七) 碩士學位論文計畫書口試須於每年三月或十月提出申請；碩士學位論
文口試須於每年十月或三月提出申請。學位考試前須於國內外期刊或
研討會至少發表或已被接受論文乙篇。
(八) 碩士學位考試委員由三至五人組成，校外委員須占三分之一以上
(含)，委員名單由指導教授推薦，經系主任與院長批核後簽請校長遴
聘之。指導教授不得擔任該口試委員會召集人
八、 學生於提計畫書口試前須符合本校學術倫理教育修業實施要點。
九、 學生於申請學位考試須備齊申請書、歷年成績表、論文初稿與指導教授簽名
確認之「銘傳大學學生完成論文比對結果報告」。
十、 指導教授、所屬系(所、學位學程)主管及論文計畫書考試委員會，需檢核論
文符合系(所、學位學程)專業領域，方得同意申請，並報請學校核備。
十一、 其他未盡事宜，悉依本校相關規定辦理。
十二、 本實施細則經系務會議、院務會議、教務會議通過，報請校長核定後實施；
修正時，亦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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銘傳大學觀光學院觀光事業學系碩士班修業程序
中華民國 92 年 12 月 2 日所務會議通過
中華民國 92 年 12 月 2 日院務會議通過
中華民國 94 年 4 月 26 日所務會議修正通過
中華民國 94 年 4 月 26 日院務會議修正通過
中華民國 94 年 5 月 15 日教務會議通過
中華民國 98 年 9 月 15 日系務會議修正通過
中華民國 98 年 9 月 22 日院務會議修正通過
中華民國 99 年 6 月 3 日教務會議修正通過
中華民國 104 年 3 月 3 日系務會議修正通過
中華民國 104 年 4 月 28 日院務會議修正通過

入學

申請登記指導教授
(碩一下學期期末考)

申請論文計畫書口試
不通過

(每年三月或十月)

申請計畫書

計畫書口試結果

複審結果

不通過

書面複審
通過

申請論文口試

通過

(每年十月或三月)
不通過
A.

完成先修課程

B.

完成必修及英文課程

C.

至少修滿 44 學分

D.

繳交論文精裝本 3
本、平裝本 2 本、及

論文口試結果

通過

完稿並繳交論文

電子檔

獲頒碩士學位

註：本修業程序未盡事宜，悉依本校相關規定辦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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銘傳大學觀光學院觀光事業學系碩士學位論文輔導準則
中華民國90年10月2日所務會議通過
中華民國92年4月29日所務會議修正通過
中華民國92年4月29日院務會議修正通過
中華民國98年5月5日所務會議修正通過
中華民國98年9月15日系務會議修正通過
中華民國98年9月22日院務會議修正通過
中華民國106年10月24日系務會議修正通過
中華民國106年11月7日院務會議修正通過

一、 目的
本準則旨在增強本系碩士生(碩專生)論文創作能力，俾提高論文水準。
二、 論文研究方向
以探討觀光、休憩、餐旅相關領域之理論或應用為原則。
三、 論文計畫書
(一) 碩一下學期確定指導教授後，即可在指導教授指導下，進行論文計畫書之
撰寫。
(二) 經指導教授同意，可於每年三月或十月提交計畫書五份，申請論文計畫書
口試。
(三) 一般碩士生須修滿二十一學分（不含先修課程學分）始可提出申請；碩專
生須修滿十八學分始可提出申請。
(四) 論文計畫書口試(書審)由觀光事業學系辦公室安排擇期舉行。
(五) 碩士論文計畫書口試委員會由三人組成，指導教授擔任召集人，另二位委
員由指導教授推薦，由系主任會同院長核可。
(六) 論文計畫書口試時間以一小時為原則。
四、 碩士學位論文撰寫及口試
(一) 碩士生應定期與指導教授討論論文進展，接受指導，做成紀錄。
(二) 碩士生修滿三十學分以上（含當學期修課學分，不含先修課程學分），碩
專生須修滿二十四學分以上（含當學期修課學分），始得申請碩士學位論
文口試。每年申請期間為十月或三月，申請時須繳交論文初稿五份。
(三)碩士學位論文口試委員由三人至五人組成，校外委員須占三分之一以上，口
試委員由指導教授推薦，經系主任與院長核可後簽請校長遴聘之。指導教
授不得擔任該口試委員會召集人。
(四)碩士學位論文口試前，須於國內外期刊或研討會上，至少發表或已被接受論
文乙篇。但，碩士在職專班暫緩實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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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口試成績以出席委員評分之等權算術平均數計，達七十分以上且評定低於七
十分之委員未過半數者，即通過論文口試。
(六) 口試未通過，且尚未屆滿修業年限者，得於次學期或次學年再次申請口
試。但以一次為限。
五、 本準則經系務會議、院務會議通過，報請校長核定後實施；修正時，亦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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銘傳大學學術倫理教育修業實施要點
中華民國 106 年 5 月 18 日教務會議通過

第一條

本校為提升學生研究倫理素養,使其具備從事學術研究工作所需之正
確倫理認知與態度，特訂定「銘傳大學學術倫理教育修業實施要點」
(以下簡稱本要點)。

第二條

本要點適用對象為 106 學年度(含)以後入學之研究生。

第三條

實施方式
(一) 採網路自學方式實施。
(二) 須透過「台灣學術倫理教育資源中心」之網路教學平台，自行修
習「學術倫理教育課程」。
(三) 至少須通過前項課程之核心課程檢測及格,連同修課證明書，始
得申請計畫書口試。

第四條

學系開設相關學術研究倫理教育課程，須經校課程委員會審核通過，
學生修讀且成績及格者，視同通過學術倫理教育課程。

第五條

本要點經教務會議通過，陳請校長核定後實施，修訂時亦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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銘傳大學觀光學院觀光事業學系碩士班
碩士論文計畫書審查要點及寫作格式

99.09

一、論文計畫書應符合下述規格要求，否則不准參加審查
第壹章

緒論

第一節 研究背景與動機
第二節 研究目的
第三節 研究步驟
第四節 研究範圍與限制
第貳章

文獻探討

第一節 文獻探討
…………
第參章

研究方法

第一節 研究方法(含研究工具)
…………
第肆章

預期結果

第一節 預期結果
…………
參考文獻
二、論文計畫書之格式
1. 紙張大小：A4 格式，高 29.7 ㎝，寬 21 ㎝。
2. 中文字體為標楷體，英文字體為 Times New Roman。
3. 章節編號：章次使用壹、貳、…等大寫數字編號，節次編號則使用一、
二、...…等數字，其段次與細目則配合一、(一)、１、(１)等層次順序之
阿拉伯數字。
4. 行距：中英文為 1.5 倍行高，章名下留雙倍行距。
5. 章節為 16 字體粗體，節次為 14 字體粗體，其餘標題為 14 字體粗體，
內文字型大小為 12 字體，左右對齊。
6. 封面編排式樣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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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適文字大小 11cm
置中/字體 32
與前段距離 12pt
與後段距離 6pt

銘

傳

大

學
最適文字大小 11cm

觀光學院觀光事業學系碩士班
最適文字大小 11cm
置中/字體 24
與前段距離 24pt
與後段距離 6pt

碩

士

論

文

計

畫

置中/字體 28
與前段距離 18pt

書

24 字體/空二行
字體 18/置中
與後段距離 12pt

(中英文論文題目)

18 字體/空三行

碩 士 生：○○○
字體 20/置中

指導教授：○○○ 博士
20 字體/空一行

字體 20/與後段距離 12pt

中華民國○○○年○月○○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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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後段距離 12pt

銘傳大學觀光事業學系碩士班
碩士論文計畫書口試程序及注意事項
中華民國 90 年 10 月 2 日通過
中華民國 94 年 4 月 12 日修正通過

1、 口試時間：60 分鐘
2、 口試程序：
(1) 碩士生自我簡介
(2) 碩士生報告計畫書內容（不超過 15 分鐘）
(3) 口試委員進行口試
(4) 口試委員進行評分
(5) 主試委員宣佈口試結果

3、 注意事項：
(1) 請口試委員依本所碩士論文計畫書審查要點予以評分，評分

方式分通過、修正後通過、修正後再審及不通過四種。通
過、修正後通過及修正後再審須口試委員二分之一(含)以上
之票數同意，使為通過口試。
(2) 碩士生須綜合每位口試委員評審之意見，於 1 個月內繕打出

論文計畫書口試記錄表，並將記錄表 1 份交至辦公室。
(3) 碩士生應於口試後 1 個月內，繳交 1 份經指導教授認可的論

文計畫書至辦公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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銘傳大學觀光學院觀光事業學系碩士班
學位論文格式規範

108.06 修正版

畢業論文應包括三個主要部份：一、篇首部份；二、正文部份；三、參證部
份。各部份均有其構成的要件、一定的規格，以及排列的次序。僅就各相關部
份作統一之規定(紙張尺寸採 A4 規格，四邊各留 2.54 公分，但左邊界加留 1 公
分(3.54 公分)裝釘邊)。
一、編印項目次序：
1. 空白頁

7. 目錄(見附件六)

2. 封面(見附件一)

8. 表目錄(見附件七)

3. 論文口試委員審定書(見附件二)

9. 圖目錄(見附件八)

4.中文摘要（橫式）(見附件三)

10. 論文主體(見附件九)

5. 英文摘要(見附件四)

11. 參考文獻

6. 誌謝或序言(見附件五)

12. 附錄

二、規格說明：
1.封面：樣本格式如附件一。
2.口試委員會審定書：教務處統一製作，由所方繕填，格式如附件二。
3.中英文摘要：內容應說明研究問題與目的、研究方法及研究發現，約
500~1000 字(以一頁為限)以及五個以內之關鍵詞，中英文橫式各一份裝訂
於論文內，如附件三與附件四。
4.論文尺寸及紙張：以規格 A4 紙張繕製。封面封底採用 150 磅以上布紋紙
或卡紙，書背紙用 200 磅布紋銅板紙，顏色由所方決定。
5.文字規格：文章主體以中文為主，自左至右，橫式打字繕排，文句中引用
之外語原文以（）號附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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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頁次：(1)中文摘要至圖表目錄，以 i ii iii,…等大寫羅馬數字連續編頁。
(2)論文第壹章至附錄，均以 1,2,3,…等阿拉伯數字連續編頁。
7.文獻引用：文獻引用方式，請參考 APA Style。(最新版.)
8.圖、表之處理：
(1) 圖、表應置於正文內，其目錄撰寫格式，如附件七與附件八。
(2) 表號及表名置於表上方，圖號及圖名置於圖下方，並以阿拉伯數字
區分不同之圖、表。
(3) 圖、表資料來源及說明，或是內容需要(如表中之符號)作簡要說明
時，請置於圖、表下方。例：
表 2-2

組織知識的轉變

資料來源：Nonaka, 1994, p.19

圖 4-1

組織記憶實體之五大基本部分
資料來源：Mintzberg, 1979, p. 20

9.論文本文：
(1)中文字體為標楷體，英文字體為 Times New Roman，內文字型大小為
12。
(2)章節編號：章次使用壹、貳、…等大寫數字編號，節次編號則使用
一、二、...…等數字，其段次與細目則配合一、(一)、1、(1)等層次
順序之阿拉伯數字。
(3)章節名稱及段落層次，其格式及字型大小如附件九。
章次、章名稱位於打字版面頂端中央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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節次、段次均自版面左端排起，各空一、二格後，繕排名稱。
小段以下等號次及名稱，均以行首數格間距表明層次。
(4)行距：中英文為 1.5 倍行高，章名下留雙倍行距。
(5)字距：中文為標準字距，如本規範使用字距，每行最少 32 字。英文不
拘。
(6)文句內數字運用：
描敘性、非運算之簡單數字及分數數字，以中文數字表示。
例：一百五十人，三萬二仟元，六十分之十七等。
繁長者視情況使用中文或阿拉伯數字，以簡明為宜。
例：美金三十三億元(不用 3,300,000,000 元)。
$15,349 (不用一萬五千三百四十九美元)。
(7)數學公式：文中各數式，依出現次序連續編式號，並加( )號標明於文
中或數式後。
10.參考文獻：文獻部份請將中文列於前，英文列於後，按姓氏筆畫或字母順序
排列，中文部分參閱以下範例，英文部分則參考美國心理學會 APA 格式(第
六版)。
(1)期刊中之文章(Journals)：
中文：作者（西元出版年）。文章名稱。期刊名稱，卷（期），頁碼。
許宗哲、陳非、陳銘傳（1987）。可控制程式之應用。機械月刊，13（9），
99-103。
英文：Author, A. A. (Year). Title of article. Title of Journal, Volume(Issue),
xx-xx.
Spetch, M. L., & Wilkie, D. M. (1983). The review on tourism marketing.
Journal of Tourism Research, 9(1), 14-30.
James, P. W., O’Dell, W., Snyder, R. P., & Williams, P. D. (2001). The recipes
for happiness, self-worth, and social interaction. Journal of Personality
and Social Psychology, 64, 1120-11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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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若文章無期數，可略過不列出。
*文章名為首字大寫，如遇”：”或”-”符號則首字再大寫。
*期刊名、雜誌名稱則為每字大寫。
*如果作者小(等)於七位，全部列出，如果大(等)於八位，則列出前六位作
者與最後一位作者，中間加入…(中文用…)。
*本文中，三位~五位作者，第一次引用全部列出，其後則列出第一位作
者，後面加上「等」或「et al.」。六位以上作者，第一次及其後引用，
均只列出第一位作者，後面加上「等」或「et al.」。如：（鄭健雄等，
2001）、(Spetch et al., 1990)。
*本文中引用多篇文獻時，中文文獻在前，英文在後；以作者姓氏筆劃或
姓氏字母順序先後排列。如：
（林俊昇，2001；Glase & Bond, 1981; Spetch,
1956）。

(2)專書(Book)：
中文：作者（西元出版年）。書名（版本）。出版地：出版商。
方世榮（1994）。行銷管理學－分析、計畫、執行與特制（第三版）。臺
北：東華書局。
英文：Author, A.A., Author, B.B., & Author, C.C. (Year). Title of the book.
Location: Publisher.
Hair, J. F., Jr., Black, W. C., Babin, B. J., Anderson, R. E., & Tatham, R. L.
(2006). Multivariate data analysis (6th ed.). Upper Saddle River, NJ:
Pearson Education.
Jöreskog, K. G., & Sörbom, D. (1989). LISREL 7: A guide to the program and
application. Chicago: SPSS Inc.

(3)編輯書(Edited book)：
中文：編者編（西元出版年）。書名。出版地：出版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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楊國樞、文崇一、吳聰賢、李亦園編著（1981）。社會及行為科學研究法。
台北：東華。
英文：Editor, A. A. (Ed.). (Year). Title of the book. Location: Publisher.
Gibbs, J. T., & Gibbs, M. P. (Eds.). (1999). A Practical guide to first aid for
the entire family. San Francisco: Jossey-Bass.

(4)編輯書中的文章(Article or chapter in an edited book)：
中文：作者（西元出版年）。文章名稱。編者名（編），書名（pp. xx-xx）。
出版地：出版商。
吳忠宏（2007）。休閒遊憩解說服務。歐聖榮(主編)，休閒遊憩：理論與

實務（pp. 254-282）。台北：前程文化。
英文：Author, A. A. (Year). Title of paper. In A. A. Editor & B. B. Editor
(Eds.), Title of the book (pp. xx-xx). Location: Publisher.
Hartley, J. T., Jr. (1980). Learing and memory. In L. W. Poom (Ed.), Aging in
the 1980s (pp. 239-252). Washington, DC: American Psychological
Association.
Montcalm, P. F., Simmons, R., & Jennings, M. M. (2001). Tightening the limits
of student football stars to prevent problems. In F. S. Smith & T. S. Elliot
(Eds.), Faculty perceptions of student athletes (pp. 49-61). Washington,
DC: American Psychological Association.
*編輯的書籍作者二位以上，作者姓名之後要加「(Eds.)」
，編者若只有一
位則用「(Ed.)」

(5)翻譯書：
中文：原作者中文譯名（原作者名）（翻譯本出版年代）。書名（譯者
譯）。譯本出版地：譯本出版商。(原著出版年代)
Kotler, P., & Armstrong, G. （1990）。行銷學（許是祥譯）。台北：前程
文化。（原著 1988 年出版）
英文：Author, A. A. (Trans. Year). Title of the book (Translator, trans.).
Location: Publisher. (Original Work published Yea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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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olotaroff, L. S. (1969). The mind of a mnemonist (A. R. Luria, trans.). New
York: Avon Books. (Original Work published 1965)
* 在 本 文 中 引 用 則 為 ： Kolter & Armstrong (1988/1990) 或 (Kolter &
Armstrong, 1988/1990)

(6)論文集(Proceedings)：
中文：作者（西元出版年）。論文名稱。載於編者名（編），論文集名稱
（頁 xx-xx）。出版地：出版商。
李圓圈（1997）。休閒價值觀之研究。載於石正方（編），休閒事業管理

研討會論文集（頁 239-252）。台北：休閒事業管理學會。
英文：Author, A. A. (Year). Title of paper. In Editor, (Ed.), Title of Proceeding
(pp. xx-xx). Location: Publisher.
Hartley, J. T. (1980). Learing and memory. In L. W. Poom (Ed.) Proceedings
of the Fourth International Symposium on Military (pp. 239-252).
Washington, DC: American Psychological Association.

(7)在研討會發表而未出版之論文：
中文：作者（西元出版年，月）。文章名稱。會議名稱，會議地點。
陳銘傳（1998，6 月）。休閒價值觀之研究。銘傳大學觀光系跨越二十世
紀論文研討會發表論文，桃園。
英文：Author, A. A. (Year, Month of presentation). Title of paper. Paper presented
at Title of Conference, Location of Conference.
Singh, R. (1980, February). The structure of processing. Paper presented at the
meeting of the Society for Psychological Research, Cincinnati, OH.

(8)學位論文(Dissertation and thesis)：
中文：作者（西元出版年）。論文名稱。學位名稱論文（未出版之博/碩
士論文）。校及系所完整名稱，學校所在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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徐韻淑（2016）。國際觀光旅館行政主廚職能模式建構之研究（未出版
之博士論文）。銘傳大學企業管理學系，台北。
英文：Author, A. A. (Year). Title of dissertation (Unpublished Doctoral
dissertation / Master’s thesis). Name of University, Location.
Pendar, J. E. (1982). Curriculum and career (Unpublished doctorate
dissertation). McGill University, Montreal.

(9)報告(Report)：
中文：作者（西元出版年）。報告名稱（報告編號）。出版地：出版
商。
交通部觀光局（2017）。中華民國 105 年臺灣地區國際觀光旅館營運分

析報告。台北：交通部觀光局。
英文：Author, F. M. (Year). Title of report (Report No. XXX). Location:
Publisher.
National Institute of Mental Health. (1982). Television and behavior: Ten
years of scientific progress. Washington, DC: U.S. Goernment Printing
Office.
(10)雜誌(Magazine)：
中文：作者（西元出版年，月）。文章名稱。雜誌名稱，卷（期），
頁 xx-xx。
王志仁（1997，1 月）。網際網路－臺灣的機會與威脅。天下雜誌，(27)，
頁 60-66。
英文：Author, F. M. (Year, Month). Title of article. Title of Magazine, Volume(Issue),
xx-xx.
Chilton, L. A. (2001, January 21). Above this watery planet. Time, 144, 5961.
(11)報紙(Newsletter Article, Corporate autho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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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文：作者（西元出版年，月日）。標題名稱。報紙名稱，版次/頁碼。
黃仁謙，(2007，10 月 6 日)，圓山飯店搶健檢商機，經濟日報，A7 版。
英文：Author, F. M. (Year, Date). Article title. Newspaper Title, page range
Holmes, F. R. (1980, September 1). Professionals face tax rises as IRS targets
personal-service corporations. Behavior Today, pp. A5, A7.

(12)電子參考文獻(Electronic References)
包括有整合的資料庫(aggregated database)、網路期刊(online Journals)、
網站或網頁(web sites or web pages)、網路上之討論群(web or e-mail-based
discussion groups)、網路上之新聞稿(web or e-mail-based newsletter)。以
下可分四類撰寫方式：
※網路期刊(Online periodical)
中文：作者（西元出版年）。文章名稱。期刊名稱，卷（期），頁碼。
摘自來源：網址。
高世樺、林頌堅（2008）。部落格使用者的資訊行為特徵研究。圖書館

學與資訊科學，34(1)，62-77。摘自來源：http://jlis.glis.ntnu.edu.tw/ojs/
index.php/jlis/article/viewFile/506/506
英文：Author, A. A. (Year). Title of article [Electronic version]. Title of
Journal, Volume(Issue), xx-xx.. Retrieved Date, Year, from source.
Ashe, A. A., Bagatelle, B. B., & Candy, C. C. (2001). My love of nursing
[Electronic version]. Journal of Nursing, 23, 117-123. Retrieved
Novermber 22, 2001 from http://www.journalofnursing.com
※網路文章(Online document)
中文：作者（西元出版年）。文章名稱。摘自日期，摘自來源：網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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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彥榮（2005）。知識焦慮症瀰漫，記者網路編輯等是高發人群。摘自
日期：2008.09.01。摘自來源：http://big5.xinhuanet.com/gate/big5/news.
xinhuanet.com/newmedia/2005-05/13/content_2953574.htm
英文：Author, A. A. (Year), Title of article. Retrieved Date, Year, from
source.
Adam, C. (2007). Holiday motives. Retrieved October 15, 2007, from
http://search.ebscohost.com/login.aspx?direct=true&db=buh&AN=247
66031&lang=zh-tw&site=bsi-live

11. 論文提要電子檔：將中、英文摘要製成電子檔案，錄於磁片上，繳至所
務辦公室彙總。
12. 裝訂：自論文本左端裝訂，書背須打印校、所名、學位論文別、、
論文名稱、著者姓名、日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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銘傳大學觀光學院觀光事業學系碩士班(含在職專班)學位論文口試準則
中華民國90年10月02日所務會議通過
中華民國98年9月15日系務會議修正通過
中華民國98年9月22日院務會議修正通過

一、碩士學位論文口試，由碩士學位論文口試委員會(以下簡稱口試委員會)採口頭
問答方式進行。
二、口試委員會由三人至五人組成，論文指導教授為當然委員。
三、口試委員學術專長領域須與該碩士學位論文相符，並應具下列資格之一：
(一) 曾任教授、副教授。
(二) 擔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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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指導教授不得擔任口試委員會召集人，召集人由口試委員互推之。
五、碩士學位論文口試時間以一小時為原則。
六、評審碩士學位論文，應依下列標準：
(一) 學術價值與實用價值。
(二) 參據國內外重要著作、書刊、研究報告之充分性。
(三) 使用研究方法之妥適性。
(四) 研究發現之創新性。
(五) 文章結構規格與APA最新版之符合度。
(六) 碩士生對其學位論文相關細節之了解程度。
七、口試成績以出席委員評分之等權算術平均數計，達七十分以上且評定低於七十
分之委員未過半數者，即通過論文口試。
八、口試未通過，且尚未屆滿修業年限者，得於次學期或次學年再次申請口試。但
以一次為限。
九、口試後口試委員應於口試總成績表上簽名認可，當場公布口試結果。
十、本準則經系務會議、院務會議、教務會議通過，報請校長核定後實施；修正
時，亦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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銘傳大學觀光學院觀光事業學系碩士學位論文口試注意事項
中華民國90年10月02日所務會議通過
中華民國98年9月15日系務會議通過
中華民國98年9月22日院務會議修正通過

一、 口試時間：一小時
二、 口試程序
(一) 口試委員互推召集人主持口試（1分鐘）。
(二) 碩士生報告碩士學位論文研究內容、結果及結論（15分鐘）。
(三) 碩士學位論文口試委員(以下簡稱口試委員)進行口試（35分鐘)。
(四) 口試委員進行評分（碩士生請迴避）（6分鐘）。
(五) 口試委員會召集人宣布口試結果（3分鐘）。
三、 口試委員權責
(一) 口試委員填寫意見於評審表，供碩士生參考並修改論文。
(二) 口試委員不記名個別填寫成績於評審表下方評分單，撕下交召集人彙
整。
(三) 召集人彙整評分單計算平均分數，填入總成績表，當場公布口試結果。
四、 評分準則
1. 通過
理論、方法、格式皆無問題，符合碩士論文之一般水準者。
全體口試委員評分皆七十分以上，並簽名認可者。
口試委員指正之意見，授權指導教授督促碩士生參酌修正。
2. 條件通過
理論、方法、格式無嚴重缺失但未盡符合碩士論文水準者。
修正事項預期可於本學期繳交論文期限前完成者。
口試委員指正之意見修正完畢後，須經原口試委員再次審閱、評分，
並簽名認可。
3. 不通過
理論、方法、格式有嚴重缺失，不符合一般碩士學位論文水準者。
二分之一以上口試委員評分未達七十分，或不予評分者。
五、 本注意事項經系務會議、院務會議、教務會議通過，報請校長核定後實施；
修正時，亦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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銘傳大學觀光學院觀光事業學系碩士班
指導教授登記申請表

學號：
繳交日期：

年

月

日

____學年度碩士生論文指導教授登記表中華民國 98 年 9 月 22 日院務會議通過
一、 基本資料
姓名：

出生年月日：

年

月

年級：

入 學 時 間：

年

月

類別：

日
學號：________________

一般生


（台北／金門／連江）在職專班生

畢業學校：

大學

服務單位：
系

二、 擬撰寫論文題目 或 論文研究方向
題目：
研究方向：

三、碩士生

擬請

教授擔任碩士論文指導教授。
填表日期：

年

月

日

（以下由教授填寫）
四、指導教授意見： 同意指導

 不同意指導

簽名：

年

月

日

五、指導教授意見： 同意指導

 不同意指導

簽名：

年

月

日

（二位教授共同指導時，應由二位教授共同簽署。）

六、指導教授資料：
指導教授姓名 指導教授證書字號及現職
證書字號：
現職：
證書字號：
現職：
秘書初審意見： 准予登記

通訊處

 不准予登記 (理由：

系主任簽核：

院長簽核：

註：本申請表經系主任與院長簽核後送交秘書核備，副知碩士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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電話

)

銘傳大學觀光學院觀光事業學系碩士班
更換指導教授申請表

學號：
繳交日期：

年

月

日

中華民國 98 年 9 月 22 日院務會議通過

一、 基本資料
姓名：

出生年月日：

年

月

年級：

入 學 時 間：

年

月

類別：

日
學號：________________

一般生


（台北／金門／連江）在職專班生

畢業學校：

大學

服務單位：
系

二、 擬撰寫論文題目 或 論文研究方向
題目：
研究方向：

三、碩士生

擬請

教授擔任碩士論文指導教授。
填表日期：

年

月

日

（以下由教授填寫）
四、原指導教授意見： 同意更換

 不同意更換

簽名：

年

月

日

原指導教授意見： 同意更換

 不同意更換

簽名：

年

月

日

通訊處

電話

（二位教授共同指導時，應由二位教授共同簽署。）

五、新指導教授資料：
指導教授姓名

指導教授證書字號及現職
證書字號：
現職：

新指導教授簽名：
指導教授姓名

同意

不同意

指導教授證書字號及現職

通訊處

電話

證書字號：
現職：
新指導教授簽名：
秘書初審意見： 准予登記

同意

不同意

 不准予登記 (理由：

系主任簽核：

院長簽核：

註：本申請表經系主任與院長簽核後送交秘書核備，副知碩士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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銘傳大學觀光學院觀光事業學系
碩士論文計畫書申請表
□碩士班
學年度第

□碩士在職專班(□台北□金門)

學期

填單日期：

學號
碩士生姓名

年

月

日

手機

E-Mail:

中文論文名稱
英文論文名稱
指導教授
□碩士班(符合 21 學分)
※修畢學分數 □碩士在職專班(符合 18 學分)
碩士生簽名：

年

月

日

年

月

日

指導教授意見：

指導教授簽名：

---------------------------------------- （秘書初審）---------------------------------------□准予參加論文計畫書口試
□延修生完成註冊
□資格不符
系主任簽核：

院長簽核：

註：1.申請人需檢附修習課程成績單，符合學分數方可提出申請與附件 1-口委推薦表。
2.本申請表經系主任與院長簽核後送交秘書核備，副知碩士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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計畫書申請-附件 1
銘傳大學觀光學院觀光事業學系碩士在職專班
碩士論文計畫書口試委員推薦表
□碩士班
學年度第

碩士生姓名

□碩士在職專班(□台北□金門)

學期

學號

入學年度

中文論文題目:
英文論文題目:
指導教授
推薦口試委員名單：(含指導教授，每場次共 3 位口試委員)
1.校外口試委員
先生為該碩士生之碩士學位校外口試委員
任職機構：
聯絡電話：

職稱：
通訊地址：

)若無，不需填寫

(安排基河警衛通行，填覆校外口委開車車號，:

2.校內口試委員
先生為該碩士生之碩士學位校內口試委員
任職機構：

職稱：

聯絡電話：

※必填，已連繫口試委員回覆口試時段：

月

日 上午(下午)

.
(安排時程及教室用)
-

註：本表請於規定時間內連同申請表一同繳回院上彙整口試時間及教室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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銘傳大學觀光學院觀光事業學系
碩士學位論文口試申請表
□碩士班

學年度 第

□碩士在職專班(□台北□金門)

學期

碩士生姓名

填單日期：

學

號

年

月

日

手 機

E-Mail

論文中文名稱
論文英文名稱
指導教授
□碩士班
先修課程修畢(或免修)
學分數(滿 30 學分)
□碩士在職專班

□符合，□不符合

論文計畫書口試

□符合，□不符合

論文分稿書面審查

論文計畫書口試

學分數(滿 24 學分)

□符合，□不符合

論文分稿書面審查

日期:
□通過，□不通過
日期:
□通過，□不通過

推薦意見：
□該生論文進度落後，暫不予推薦參加本學期畢業論文口試
□本人同意推薦該生參加本學期畢業論文口試
碩士生簽章：
日期：
指導教授簽章：

年

月

日

日期： 年 月 日
------------------------(以下由所方簽寫)------------------------------秘書初審意見：
□准予參加畢業論文口試
□延修生完成註冊
□資格不符
系主任簽核：
院長簽核：
註：1.申請人須檢附修習課程成績單。
2.本申請表經系主任與院長簽核後送交秘書核備，副知碩士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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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位論文申請-附件 1
銘傳大學觀光學院
觀光事業學系碩士在職專班
碩士學位論文口試委員推薦表
□碩士班
學年度第

□碩士在職專班(□台北、□金門)

學期

碩士生姓名

學號

入學年度

中文論文題目:
英文論文題目:
指導教授
推薦口試委員名單：(含指導教授，每場次共 3 位口試委員)
1.校外口試委員
先生為該碩士生之碩士學位校外口試委員
任職機構：
聯絡電話：

職稱：
通訊地址：

)若無，不需填寫

(安排基河警衛通行，填覆校外口委開車車號，:

2.校內口試委員
先生為該碩士生之碩士學位校內口試委員
任職機構：

職稱：

聯絡電話：

必填，已連繫口試委員回覆口試時段：

月

日 上午(下午)

-

(安排時程及教室用)

註：本表請於規定時間內連同申請表一同繳回院上彙整口試時間及教室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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銘傳大學學生完成論文比對結果報告
Ming Chuan University Students Complete Dissertation Comparison Report
□碩士班 Master □碩士在職專班 Master-work-experience
學 制
□博士班 Doctor
Program
系(所、學位學程)
Department (school,
specialized degree
program)

學 號
Student ID
聯絡電話
Phone Number

姓 名
Name
住家電話 Home Phone：
(
)

行動電話 Cell Phone：

論文名稱
Paper Title
比對結果
Comparison
Results
比對系統/日期
Comparison
System/date

已完成「論文原創性比對系統」論文比對，本篇相似度_____%
The comparison of the " Originality Comparison System" has been completed.
The similarity of this article is ______%

□該生已提供「論文原創性比對系統」比對結果，同意學生申請學位考試
The student has provided the comparison result of the " Originality
Comparison System" and agreed to apply for a degree examination.
□經檢視該生所提學位論文與系(所、學位學程)專業領域相符
After checking that the degree dissertation proposed by the student is
consistent with the professional field of the department (school, specialized
degree program)
指導教授確認
Advisor Conformation 指導教授 (親筆簽名) Advisor Signature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系(所、學位學程)主任(親筆簽名)
Department Chair Signature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日期 (Date) _____________________(YYYY/MM/DD)

注意事項 (Note)：
一、提出學位考試前，需先完成論文原創性比對，並將比對結果送各系(所、學位學程)及指導教
授。
Before submitting the degree examination, you must complete the original comparison of the
dissertation, and send the comparison results to each department (school, specialized degree
program) and the professor.
二、申請學位考試時，應檢齊(一)申請書 (二)歷年成績表(三)論文初稿(四)指導教授簽名確認之完
成論文比對結果報告。
When applying for a degree examination, you should check (1) the application form, (2) the previous
year's transcript, (3) the first draft of the dissertation, and (4) the advisor's signature of the original
dissertation comparison report.
三、各系(所、學位學程)於學位考試時，將提供論文比對報告書給予考試委員參考，藉以嚴格把
關論文品質。
Each department (school, specialized degree program) will provide a dissertation comparison report
to the examination committee members for the examination of the degree to strictly control the
quality of the dissert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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銘傳大學博、碩士學位論文違反學術倫理案件處理規則
99 年 12 月 23 日 99 學年度第 1 學期教務會議審議通過
109 年 05 月 14 日 108 學年度第 2 學期教務會議審議通過

第 一 條

為建立本校博、碩士學位論文違反學術倫理案件處理機制，並公正處理相關案件，特依
據學位授予法第十七條及本校學術倫理管理實施辦法，制訂「銘傳大學博、碩士學位論
文違反學術倫理案件處理規則」，以下簡稱本規則。

第 二 條

本規則所稱博、碩士學位論文，係指本校依學位授予法所授予博、碩士學位之論文，包
括依規定得以代替論文之作品、成就證明連同書面報告、技術報告、專業實務報告。

第 三 條 本規則所稱違反學術倫理行為，指有下列情形之一：
一、 造假：虛構或偽造不存在之資料或是論文由他人代寫。
二、 變造：不實變更資料。
三、 抄襲：援用他人之申請資料、研究資料或研究成果未註明出處。註明出處不當，
情節重大者，以抄襲論。
四、 以違法或不當手段影響論文審查。
五、 其他違反學術倫理情事。
第 四 條 博、碩士學位論文違反學術倫理之檢舉，檢舉人應具真實姓名、聯絡電話及地址，並具
體指陳對象、內容及檢附證據資料，經查證確為其所檢舉者，即進入處理程序。本校對
檢舉人之身分絕對保密。
檢舉人提供之身分資料有不實情事者，以未具名檢舉論。
前項檢舉案件，檢舉人雖未具名但具體指陳檢舉對象、違反內容且充分舉證者，得依
第一項規定辦理。
第 五 條

審理學位論文違反學術倫理案件應成立學術審定委員會（以下簡稱本委員會），應本
公正、客觀之原則處理案件。
本委員會由涉嫌違反學術倫理者所屬院長或校長指定之主管擔任召集人，並由涉嫌違
反學術倫理者所屬院系所主管及該專業領域教師二至三名組成。必要時，得邀請校外
學者專家擔任委員。
涉嫌違反學術倫理者之指導教授、論文口試委員、三親等內血親或姻親，不得擔任委
員，遇有利益衝突者，應即自行迴避。

第 六 條

涉嫌違反學術倫理案之審理，應依下列原則為之：
一、尊重該專業領域之判斷。
二、於受理案件一個月內，發函通知涉嫌學位論文違反學術倫理者，於限期內提出書
面答辯。
三、檢舉函及被檢舉人之書面答辯書送請該專業領域公正學者至少二人審查，並提出
審查報告書，審查人身分應予保密。
四、涉嫌著作違反學術倫理案，未經證實成立前，處理過程應以秘密方式為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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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七 條

本委員會審理完竣後，應作成具體決定，必要時，得舉行聽證，同時正式發函當事人，
請當事人提出言詞或書面陳述意見。聽證程序完成後，並以書面通知有關處理之結果與
理由，並具明申覆之期限。
涉嫌學位論文違反學術倫理者，如為教育部函轉且已具具體事證並經調查屬實之案件，
得無需送該專業領域公正學者審查，由本委員會據以作成決定。

第 八 條

已獲得學位之論文有違反學術倫理之情事，經本委員會調查屬實且情節重大者，應撤銷
學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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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前項行為之研究生經取消畢業資格並撤銷其學位證書，即使未屆滿修業年限，亦不
得要求繼續修讀，應令退學。
經審定未達前款程度，但仍有違反學術倫理情形者，審定委員會得限期命被檢舉人
修正、公開道歉或採取適當之處置。

第 九 條 本規則如有未盡事宜，悉依相關規定或法令辦理。
第 十 條 本規則經教務會議通過，校長核定後實施，修正時亦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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銘傳大學博士班、碩士班研究生學位考試規則修正後全文
中華民國103年1月20日台高(二)字第 1030004912 號函備查
中華民國103年6月26 日台教高(二)字第 1031030093430 號函備查
中華民國104年6月17日臺教高(二)字第1040081953號函備查
中華民國108年8月30日臺教高(二)字第1080097047號函備查
中華民國 109 年 5 月 14 日校課會議通過

第一條

本規則依據大學法及其施行細則、學位授予法及其施行細則等規定及本校學則第六十四
條訂定之。

第二條

本校博士班及碩士班研究生之學位考試，以口試行之，必要時得舉行筆試。

第三條

本校各系(所)研究生，應依其所屬系(所)規定，選定指導教授並報請系 (所)主管同意，於
規定期限內，繳交指導教授同意書。

第四條

博士班研究生完成博士學位應修課程，通過博士學位候選人資格考核後，提出論文始得
申請學位考試。其博士候選人資格考核之規定，由各系(所)另訂之，經校長核定並送教
務處備查後實施。其資格考核一學期以一次為限，考核不及格者，經重考一次仍不及
格，應予退學。
逕修讀博士學位研究生，若合於入碩士班就讀者，不受前項規定限制。

第五條

碩士班研究生完成碩士學位應修課程並提出論文，始得申請學位考試。提出論文前，其
資格考核規定，由各系(所)另訂之，經校長核定並送教務處備查後實施。

第六條

研究生申請學位考試，應依下列規定辦理：
一、依照系(所、學位學程)規定時間內申請。
二、申請時，應檢齊下列各項文件：
(一)申請書。
(二)歷年成績表。
(三)論文初稿。
(四)指導教授簽名確認之「銘傳大學學生完成論文比對結果報告」。
三、指導教授、所屬系(所、學位學程)主管及論文計畫書考試委員會，需檢核論文符合
系(所、學位學程)專業領域，方得同意申請，並報請學校核備。

第七條

第八條

學位考試依下列程序進行：
一、組織學位考試委員會。
二、辦理學位考試。
學位考試委員會之組成，應依下列規定辦理：
一、研究生學位考試，得由各系(所)主管簽請與該論文有關之校內外合格副教授以上之
教師或專家，經校長遴聘，組成學位考試委員會辦理。其中博士學位考試委員會由五
至九人組成，碩士學位考試委員會則為三至五人組成，且校外委員須占三分之一(含)
以上。並由口試委員互推一人為召集人。但指導教授不得擔任召集人。
二、博士學位考試委員，除對博士班研究生所提論文學科、創作、展演或技術報告有專
門研究外，並應具有下列資格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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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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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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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屬於稀少性或特殊性學科，在學術或專業上著有成就者。
前項第三款、第四款之提聘資格認定標準，由各系(所)務會議訂定之。
三、碩士學位考試委員，除對碩士班研究生所提論文學科創作、展演或技術報告有專門
研究外，並應具有下列資格之一：
(一)曾任教授或副教授者。
(二)擔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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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前項第三款、第四款之提聘資格認定標準，由各系(所)務會議訂定之。
第九條 研究生申請學位考試，應經指導教授同意，檢具繕印之論文，博士班八至十份、碩士班四
至六份，提交所屬系(所)，經審查符合規定者，應將其考試方式(口試或筆試)、時間、地
點及擬聘考試委員名單，送教務處複核無誤後，報請校長發聘並辦理有關考試事宜。
一、考試委員應親自出席學位考試。不得委託他人為代表。
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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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均決定之。
但博士學位考試有三分之一(含)以上委員，碩士學位考試有二分之一(含)以上委員，
評定不及格者，以不及格論。
三、論文有抄襲或舞弊情事，經學位考試委員會審查確定者，學位考試以不及格論。
四、學位考試至少應有三分之二委員出席。但博士學位考試至少應有委員五人出席，且出
席委員中至少須有校外委員二分之一以上參加時，始得舉行。碩士學位考試至少應有
三人出席，且出席委員中至少須有校外委員三分之一以上參加時，始得舉行。
五、論文口試評分表，應由各考試委員簽章，其及格之論文並須於扉頁簽章。
六、學位考試每學期舉行一次，其日程依各所規定辦理。成績不及格者，得申請重考，重
考以一次為限；修業年限尚未屆滿者，得於次學期或次學年舉行重考。重考成績仍不
及格者，應令退學。惟逕修讀博士學位學生未通過博士學位考試，其博士學位論文經
博士學位考試委員會認定合於碩士學位標準者，得授予碩士學位。
第十條

研究生之論文，以中文撰寫為原則；業經取得他種學位之論文，不得再度提出受評。

第十一條

學位考試舉行後，各研究所應俟研究生繳交附有考試委員簽字同意之論文後，始得將
該生學位考試成績送教務處登錄，惟至遲上學期應於一月三十一日前，下學期應於七
月三十一日前送達。
逾上項指定時間送繳論文及成績者，以論文及成績均送達教務處之月份為通過學位考
試月份。逾開學日者應辦理註冊。

第十二條

凡已授予之學位，如發現其論文、創作、展演或書面報告、技術報告有抄襲或舞弊情
事，經調查屬實，應予撒銷畢業資格，並追繳其已發之學位證書。

第十三條

本規則經本校校務會議通過後公告施行，並報請教育部備查，修正時亦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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銘傳大學觀光事業學系碩士班研究生獎助學金實施細則
中華民國 90 年 10 月 2 日所務會議訂定
中華民國 99 年 9 月 21 日系務會議修訂
中華民國 101 年 6 月 5 日系務會議修訂通過
中華民國 101 年 6 月 5 日院務會議通過
中華民國 104 年 7 月 1 日系務會議修訂通過
中華民國 105 年 1 月 21 日系務會議修訂通過
中華民國 105 年 2 月 18 日院務會議通過

一、依據本校研究生獎助學金實施辦法第六條，特定本系碩士班研究生獎助學金實施細則（以下簡
稱本細則）。
二、本獎助學金之經費來源，依教育部補助款以及本校學雜費百分之三預算額度調整。
三、本獎助學金發予本系所之額度，採下列兩種方式：
(一)、本系碩士班之一般研究生依註冊人數分配。
(二)、本系碩士在職專班研究生依實際申請人數分配。
四、本獎助學金之發給，碩士班以第一、第二學年為限。每學期第一學期自九月起發給至翌年元月
底止，第二學期自二月起發給至六月底止。
本獎助學金每學期申請一次。申請學生應於每學期開學後二週內填具申請書，向本系所提出申
請，經本系系務會議審核後，於開學後一個月內造冊送學務處生活輔導組彙整，經獎學金審查
會議通過並報請校長核定之。
五、本獎助學金之申請及審核標準：
(一)、申請本獎助學金者應具有下列條件：
1.當學期完成註冊之本系研究生。
2.欲申請之學生其前一學期之學業成績須達 70 分(含)以上且操行成績 80 分(含)以上(新生
第一學期之申請不在此限)。
3.前一學期休學之學生，於復學後的第一學期不得申請。
(二)、獎助學金之審核參考標準為：
1.家境清寒程度（提示村、里、鄰長等相關證件者優先考慮）。
2.學習及研究表現優異(含前一學期學業成績班排名前 50%、或前一學期於國內外學術期刊
發表論文、或前一學期於國內外學術研討會以全文及口頭發表論文、或前一學期參加全
國性專業競賽獲獎者)。
3.熱心參與系所事務，擔任本系志工服務者。
六、本獎助學金依照學校提撥金額及申請人數，按以下方式分配：
(一)、當學年經碩士班甄試或考試入學並完成註冊之一年級新生(含提前入學者)，第一學期及第
二學期每人獎助金額與註冊雜費等額，若遇學校核撥經費不足，由本系依實際經費調整
金額。
(二)、碩士班第二學年，依每學期申請人數及審核參考標準，以當學期學校提撥給本系之金額，
扣除發放給碩士班一年級申請者之後的額度，按比例協調分配之。
七、領取本獎助學金者，不得在公民營機構專職，並應努力專心學業研究，如因表現不佳，本系
可限制其再次申請，若學期中休退學者停止發給獎助學金。
八、已獲領本項獎助學金之研究生，得依本校獎助學金申請辦法之相關規定申請校內其他獎助學
金。
九、本細則經系務會議、院務會議通過後，送學務處核備後，發布施行；修正時，亦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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觀光學院觀光碩士班&碩士在職專班
計畫書及畢業論文口試時程表(上學期)
分類

班別

台北班

計畫書
申請截止日

計畫書

口試時間

10/24

口試前 10 天
自行寄達口
委老師評審

11/1311/27

10/24

口試前 10 天
自行寄達口
委老師評審

11/0711/25

10/24

口試前 10 天
自行寄達口
委老師評審

11/25-12/6

金門班
連江班
碩士班

畢業論文口試
申請截止日

畢業論文

畢業論文
口試時間

10/24

口試前 10 天
自行寄達口
委老師評審

12/1012/25

10/24

口試前 10 天
自行寄達口
委老師評審

11/2612/10

10/24

口試前 10 天
自行寄達口
委老師評審

12/2612/30

計畫書及畢業論文口試時程表(下學期)
分類

班別

台北班

計畫書
申請截止日

計畫書

3/28

口試前 10 天
自行寄達口
委老師評審

4/15-4/30

3/28

口試前 10 天
自行寄達口
委老師評審

4/15-4/30
(書審)

3/28

口試前 10 天
自行寄達口
委老師評審

金門班
連江班
碩士班

畢業論文口試
口試時間

4/29-5/3

申請截止日

畢業論文

畢業論文
口試時間

3/28

口試前 10 天
自行寄達口
委老師評審

5/5-5/27

3/28

口試前 10 天
自行寄達口
委老師評審

5/23-6/10

3/28

口試前 10 天
自行寄達口
委老師評審

6/3-6/14

備註說明:
1.
計畫書口試申請前，至少必須取得 18 學分。學位論文口試申請前，至少必須取得 24 學分。
2.
口試未通過，且尚未屆滿修業年限者，得於次學期或次學年再次申請口試，但以一次為限。-院上需於期末統一將成績繳交研教組登記~~
3.
論文依規定口試後 1 個月內需修訂完成裝訂交至院上，最遲需於該學期結束前 1/15 前或 7/15
前完成，並於 1 月底或 7 月底前辦妥離校手續(拿到畢業證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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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生資訊系統】操作介紹
1.進入銘傳大學首頁>輸入帳號及密碼登入>點選左下邊『工作項目』中的【學生資訊系統】

2.進入學生資訊系統後即可查詢「選課」、「課務資料」、「考勤資料」、「學務資料」、「成
績」、「繳費/領款」、「上課課程表」….等相關資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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