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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is is for In-Service Graduates
Activity
Proposal
Hearing
大綱發表

Document and Application Form
Proposal Notification Form 大綱通知單※
Ch1 & Ch3 Files

Postscripts
Scheduling
Advisors ‘ Time and
Booking Classroom

Before Defense
First, Submit Oral Defense Application Form※ <Please download it

Oral Defense
論文口試

1. Scheduling
Advisors ‘ Time
from Extension Education College, if our file is not the current
and Booking
version.>
Classroom
Second, Run TURNITIN software and secure your Originality report.
2. Collect Receipt
<跑 TURNITIN 軟體取得論文相似度分析才有辦法繳交論文原創性比 3. Prepare
對報告>
Refreshment
Third, provide your Thesis Declaration Letter. i.e. 博士學位論文切結書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要畢業口考的人請
務必先行申請，勿自
When Defense, you need -Poster（口考海報）/ Evaluation Forms（口試評分總表一張 / 分表三 誤
張） / Approval Page (也就是簽名頁)※ / Leave Notice（離校程序單）
Tea and Snacks / Cookies / Reserve Meals

Proofreading and Editing
Digitalize your Thesis into PDF Format with NKNU Watermark on the
Pre-Publishing
Beginning Page of Every Chapter, Reference and Appendix.
送印前
Uploading your Thesis to our Library System

※上傳論文至圖書
館需要做浮水印，別
忘了※
請參照論文封面系

Secure the Approval Page (也就是簽名頁)※
Publishing
編製及
裝訂順序

Publication
送刷印書

所範例---不要再印
錯了!!

Binding your thesis in the Following Sequence
論文封面（Cover Page） 博、碩士論文授權書（學校圖書館） 論
文口試委員簽名頁(Approval Page)  謝辭 （Acknowledgments） ※常有人搞不清系
中文摘要(Chinese Abstract  英文摘要(English Abstract) 論文目 所名稱別，有疑問，
錄（Table of Contents, LOT, LOF） 論文本文 (Body)  References 拿起你的學生證看
一下，不要再新增系
(Work Cited)  Appendix
所了※
Bring your Thesis to a Nearby Copy Store.
Make -- 2 Hard-Covers精裝: One for ENG and one for Library.
以上都是 藏青色 燙金字
1 Paperback平裝 for CEB進修學院 / 3 PB or HC for your committee
members / ___ Paperbacks for yourself

Collect a Leave Procedure Form（離校程序單）
Leaving School
Bring your “PUBLICATION” and “thesis file” to School.
離 校
Visit Offices Where this Form is Indicative of Need.
TEL: 07-717-2930
FAX: 07-711-1800
ext. 2651 for Jimmy or Mail to me t2424@nknu.edu.tw
ext. 2652 for Hsiao Yu for Booking Classroom and Collecting Receipt.

1. Make Enough
Copies of your
Thesis.
2. Make sure
“THIS” is the
correct version.
Bye2
Congratulation!!

國立高雄師範大學進修學院 學年度第 學期 月份碩士學位論文考試申請表
研究生姓名

學號

系年級

應用英語碩士班
年級

中文
論 文 題 目
英文
指導教授意見

系所審查
學生畢業
資格意見

1、 已修業年數：
2、 已修本學位所需課程學分：
3、 系所規定畢業學分：
(除各系所另有規定外，最少須修畢
34學分，論文6學分另計，同等學力
入學者，須加修4~6學分)
系所審核意見：(請務必勾選)
□ 1. 該生合於畢業資格
□ 2. 該生未達畢業資格
＊ □ 未修畢最低畢業學分數
＊ □ 未修畢應修之科目
科目名稱：
□3.歷年成績表一份
□4.論文原創性比對報告一份
□5.學位論文切結書一份
□6.完成學術論理教育課程實施要點之
規定(106學年度起入學之研究生適用)

（簽名）夜間班與週末班學生,請勿於八月進行口試。
1、 學業平均成績：
進修學院
教務組

2、 學科考試成績：
(學業平均成績低80分者須參加學科筆試考試)

進修學院
院

長

系所主管簽核：
註：夜間班與週末班學生,請勿於八月進行口試。

論文撰寫須尊重智慧財產權，所有引用論述應注意相關規定
論文口考預計
舉行日期

年

月

日

附註：一、本表請由申請人自行填寫及檢附成績單乙份。
（背面另附程序圖）
二、本申請表填寫壹份，經系所主管及指導教授簽核後，繳交進修學院教務組。
三、口試舉行之最後期限如下:夜間班及週末班學生上學期為一月三十一日、下學期為七月三十一日；暑期班及暑週
班學生為六月三十日。
四、學位論文口試申請截止時間如下：夜間班及週末班學生上學期為一月十五日、下學期為七月十五日；暑期班及
暑週班學生為六月十五日，若各系所另有規定,則依其規定辦理。
五、夜間班及週末班研究生每年發證六次：分別為一月、五月、六月、七月、十一月及十二月(稱為證書登載月份)。
一月三十一日前完成論文口試者視同上學期畢業(證書日期為十一月、十二月及一月)，七月三十一日前完成論文
口試者視同下學期畢業(證書日期為五月、六月及七月)。夜間班及週末班研究生須於各證書登載月份結束後一個
月內辦妥離校手續；否則以次一個證書登載月份為證書日期。夜間班及週末班研究生合乎畢業資格且完成口試
者須於當學期結束後一個月內（二月及八月底前）辦完離校手續，逾期者，須於下一學期辦理註冊繳費，畢業
日期亦順延至下一證書登載月份。
六、暑期班及暑週班研究生每年發證七次：分別為一月、五月、六月、七月、八月、十一月及十二月(稱為證書登載
月份)。一月三十一日前完成論文口試者證書日期為一月；五月三十一日前完成論文口試者證書日期為五月；六
月三十日前完成論文口試者證書日期為六月；七月三十一日前完成論文口試者證書日期為七月；八月三十一日前
完成論文口試者證書日期為八月；十一月三十日前完成論文口試者證書日期為十一月；十二月三十一日前完成論
文口試者證書日期為十二月。暑期班及暑週班研究生須於各證書登載月份結束後一個月內辦妥離校手續；否則以
次一個證書登載月份為證書日期。暑期班及暑週班研究生合乎畢業資格且完成口試者須於當學年結束後一個月內
(七月三十一日前)辦完離校手續，逾期者，須於八月底前補辦註冊繳費，畢業日期亦順延至下一證書登載月份。
七、夜間班與週末班學生,請勿於八月進行口試。

國立高雄師範大學進修學院碩士學位論文考試申請流程表
(二)填妥申請表並檢附成
(1) 註冊並修習所有畢學分後方提出。請至本學院教務組
成績單乙份，送請指
索取或上網列印申請表。
導教授簽核。

(三)將填妥之申請表送系所主管簽核。

(四)教務組承辦人員填寫意見

(五)經教務組組長及
院長簽核。

(六)系所辦公室安排口試時
間。（夜間班與週末班學
生，請勿安排於八月進行
口試）

(七)辦理口試

（八）通過畢業論文口試者，修改完畢指導教授簽名認可後，請進入本校圖書館「博、碩士論文系
統」之網址、依規定程序進行論文上傳取得授權書，並將「授權書」填妥並影印後附於每本
論文書名頁之次頁。

(九)系所辦公室口試後三天內，請將口試考試評分暨總表送交進修學院教務組。
(十)通過檢覈後，辦理離校手續
（於規定時間內辦理）

國立高雄師範大學論文原創性比對報告
National Kaohsiung Normal University Thesis Declaration of Originality Report

系所Department：應用英語碩士班
姓名 Student Name：
論文題目 Thesis Title：

學號 Student No.：
___

比對系統(Plagiarism Detection Software)：Turnitin
比對參數(Detection Parameters)：
1. 比對之字串字數(Exact Wording Match)：
(建議 40~50 字/40-50words count)

2. 有無排除比對文獻或文章(Exclusion of Literary Sources)：
□無(No) (學校建議避免排除任何比對文獻/NKNU Recommends not to Exclude any Literature Review)
□有(Yes)，有排除。請列出所排除文獻或文章。(If any, please list below.)
(1)
(2)
(3)
比對日期(Date of Detection of Originality Report)：
比對相似度(Similarity Result)：

/

/

%

請檢附比對系統檢核結果。
(Please attach your software detection result together with this report.)

學生簽名 Student Signature：
(請親筆書寫簽名 Signature)

（YYYY/MM/DD)

國立高雄師範大學碩博士學位論文切結書
National Kaohsiung Normal University Thesis Declaration of Originality
本人已完全瞭解學術倫理之定義與行為規範及本校「碩博士學位論文違反學術
倫理案件處理要點」
，謹此嚴正聲明，本人所呈繳之畢業論文、創作、展演、書
面報告或技術報告： (題目)

，

如有抄襲、舞弊或違反著作權法等違反學術誠信與倫理之行為時，願自行承擔
所有法律責任，以及概括承受一切後果，並無條件同意註銷本人之 碩/博士 學
位，絕無異議。
I am fully aware of and understand the University’s regulations on plagiarism. And I
declare herewith, that the thesis / technical report entitled
” is a

“ ( Thesis title)

presentation of my original work. In addition, I understand that any false claim or
plagiarism in respect of this work will result in disciplinary action in accordance with
University’s regulations. I assume legal liability for this and completely agree to the
withdrawal of the Master's/ Doctor's degree if any violation of academic ethics in the
thesis is confirmed to be true.

立切結書人Student Signature：
(請親筆書寫簽名 Signature)

_

系所 Department： 英語學系應用英語碩士班______ _______
學號 Student No.：
日期Date：

__
/

/

_____

(YYYY/MM/DD)

國立高雄師範大學進修學院畢業生離校手續單
年
姓

名

班

級

學號

月

日

身分證
統一編號

性別
入
年

應用英語碩士班

學
月

離校後
通訊處

電 話

給學校的建議

E-Mail

年

月

繳交畢業論文及論文全文電子檔

指導
教授

所 系
辦公室

所 長
系主任
師資培育與就業輔 登錄校友資料 http://140.127.40.109/alum/
導處校友服務組

一、繳交畢業論文精裝一冊。

圖書資訊處

二、本校書籍之歸還及逾期罰款之繳清。

(行政大樓7樓)

三、館際合作書籍之歸還及費用之繳清
繳交學生證(打洞不收回)、畢業論文平裝一冊、二
吋戴帽正面學位照片一張。

進
修
學
院

進修學院受理日期：

年

月

日

2.三年級畢業生離校手續,請於6 月起始可辦理

綜 合
服務組

進修學院給證日期：

年

月

日

離校手續完成，於三日內發給之(不含例假日）

□ 親自領取並請確認（請與收件承辦人約定時間）
領證
方式 □ 郵寄地址：

年

月

日

時

(郵寄請申請人填寫信封，並貼足掛號郵資)

備
註

1、 研究生須於辦妥離校手續，繳回本單後，始發給證明文件。
2、 研究生畢業時應至進修學院教務組繳交畢業論文平裝一冊及二吋戴碩士帽正面學位照片一張；並至圖書館網頁之碩博士論文系統完成論文摘要建檔及電子檔
上傳、待審核通過後攜審核通知書、國家圖書館授權書(有授權才要)及精裝論文一冊至圖書館一樓櫃檯繳交。
3、 請至師資培育與就業輔導處校友服務組之「校友資訊網」登錄校友資料 (http://140.127.40.109/alum/新增校友資料)。
4、 證書發放與離校手續相關規定:
A.
夜間班及週末班研究生每年發證六次：分別為一月、五月、六月、七月、十一月及十二月(證書登載月份)。一月三十一日前完成論文口試者視同上學期畢業(證書日期為十一月、十二月及一月)，七
月三十一日前完成論文口試者視同下學期畢業(證書日期為五月、六月及七月)。夜間班及週末班研究生須於各證書登載月份結束後一個月內辦妥離校手續；否則以次一個證書登載月份為證書日期。夜間班
及週末班研究生合乎畢業資格且完成口試者須於當學期結束後一個月內（二月及八月底前）辦完離校手續;逾期者，須於下一學期辦理註冊繳費，畢業日期亦順延至下一證書登載月份。
B.
暑期班及暑週班研究生每年發證七次：其發證月數除與夜間班及週末班相同外，另增加八月份乙次。暑期班及暑週班研究生須於各證書登載月份結束後一個月內辦妥離校手續；否則以次一個證書
登載月份為證書日期。暑期班及暑週班研究生合乎畢業資格且完成口試者須於當學年結束後一個月內(七月三十一日前)辦完離校手續；逾期者，須於八月十五日前主動補辦註冊繳費，畢業日期亦順延至下
一證書登載月份。

國立高雄師範大學進修學院
碩士論文考試評分表
研究生姓名
學 號

M100227@@
宋@@

系
所
別

英語學系
應用英語碩士班（夜間）
年級

臺灣貿易安全便捷計劃探討 – 高雄海關為例

論文
題目

指 導 教 授 陳靖奇 教 授

系所主管

（簽章）

考試日期

口試委員
（簽章）

評

分

附註：※考試委員會簽後，連同名委員評分表交進修學院教務組存查
※請務必填寫中文論文題目，以利處理。

（大寫）

國立高雄師範大學進修學院
碩士論文考試評分紀錄
系所別

英語學系
應用英語碩士班（夜間）

年級

M100227@@
宋@@

研究生姓名
學號

臺灣貿易安全便捷計劃探討 – 高雄海關為例
論文題目

口試委員
簽
章
系所主管
簽
章

考試日期

評

分

（大寫）

附註：一、每位口試委員各一份。評分後，送交進修學院教務組存查。
二、學位授予法施行細則第三條：
1、學位考試成績以七十分為及格，一百分為滿分，評定以一次為限，並以
出席委員評定分數平均決定之。
2、論文有抄襲或舞弊情事，經碩士、博士學位考試委員會審查確定者，以
不及格論。

國 立 高 雄 師 範 大 學 英 語 學 系
應用英語碩士班碩士論文
Department of English
National Kaohsiung Normal University
Master’s Thesis

立即回饋與延遲回饋對英語為外語學習者
的英語學習效益比較
A COMPARATIVE STUDY OF THE EFFECTS OF
IMMEDIATE FEEDBACK AND DELAYED FEEDBACK
ON THE EFL LEARNERS
指導教授：余光雄 博士
Advisor：Dr. Kuang-hsiung Yu
研究生：徐文靜撰
Graduate：Wen-ching Hsu

中

華

民

國

一O七

June, 2018

年

六

月

國 立 高 雄 師 範 大 學
英語學系應用英語碩士班

碩士論文

多元智慧理論在高中進修學校英語教學上之應用

陳藝方 撰

2018

A STUDY OF TRADE FACILITATION & SECURITY
INITIATIVES OF TAIWAN CUSTOMS –
KAOHSIUNG CUSTOMS AS EXAMPLE

by

Ming-Ching Sung
A Thesis Submitted to Department of English
National Kaohsiung Normal University
in Partial Fulfillment of
the Requirements for the Degree of Master of Arts
June, 2018
Approved by:

Committee
of
Oral Examination

一 O 七學年度 第一學期
應用英語碩士班
研究生班級
姓名、學號

範例

1

2

3

暑英碩三
熊 xx
M9912xxx

進修學院

指導教授暨預訂論文題目表

預定論文題目

Chicken or Eggs: A Qualitative Analysis
先有雞？還事先有蛋？之質得研究

指導教授
姓名

添曉德

身份證字號
戶籍地址
（校內教授免填） （校內教授免填）

國立高雄師範大學進修暨推廣部碩士學位論文口試及證書發放
各教學碩士班隊畢業發證、口試期限及離校最晚展延期限
依教育部 95 年 4 月 27 日台中(二)字第 0950059966 號函辦理

發文字號高師大進字第 0950004192 號

發證
月份

適用班隊

口考申請期限

口試完成期限

辦理離校
展延期限

1

夜間班/暑期班

12 月 05 日前

1 月 31 日前

2 月底前

5

夜間班/暑期班

4 月 05 日前

5 月 31 日前

6 月 30 日前

6

夜間班/暑期班

5 月 05 日前

6 月 30 日前

7 月 31 日前

7

夜間班/暑期班

6 月 05 日前

7 月 31 日前

8 月 31 日前

8

暑期班

7 月 05 日前

8 月 31 日前

9 月 30 日前

11

夜間班/暑期班

10 月 05 日前

11 月 30 日前

12 月 31 日前

12

夜間班/暑期班

11 月 05 日前

12 月 31 日前

1 月 31 日前

備註
1. 研究生須先滿足在學期間滿三學年（或 6 學期）
者，方能適用左列發證月份之申請。
2. 研究生須修業期滿三學年（或 6 學期）者，方
能提出論文口試；修畢碩士 40 學分班並已辦
理折抵 8 學分者，最快得於修業滿 5 學期時提
出論文口試。
3. 未能於限期內前辦妥離校手續者，發證月份順
延至次次辦理；如發證月份程跨學期或跨學年
者，研究生須再辦理註冊後，方得製發證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