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國立中興大學 碩士班研究生參加論文考試申請書 
Application of Defense for Master Thesis 

       學年度第   學期 Academic year, Fall / Spring Semester 

學號 
Student ID 

 
姓名 
Name 

 
手機 

Mobile No. 
 

學系（所、學位學程） 
Department (Institution) 

 
指導教授 

Advisor 
 

中文論文題目 
Chinese Title of 

Thess 

（請先至選課系統登錄論文題目，修正亦同，離校時請確定題目正確方可辦理。） 

 

 

英文論文題目 
English Title of 

Thesis 

(Please key in your title of thesis in the system of course selection. If you make any changes, correct it in the 

same system. Please make sure the title of your thesis is updated before you graduate.) 

 

 

學生已完成研究論文初稿，請同意於中華民國    年    月    日參加學位考試。本人及口試委員與學生無配偶或三等

親內之血親、姻親關係。 Student has finished the first draft of thesis, please agree him/her to defense on (YY/MM/DD) 

             此敬呈 

指導教授（簽章）： 

Signature of Advisor 
申請人（簽章）：          中華民國     年   月  日 
Signature of Applicant                            (YY/MM/ D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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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主旨：上列研究生論文已撰就，同意其參加論文考試並推薦考試委員人選如下，請惠予同意並發聘。
The above listed graduate student’s thesis has been written. The advisor agrees him/her to defense, and recommends 

committee members as follows. I hereby request NCHU to agree and issue official appointments.  

一、考試委員 Committee members 

姓名 
Name 

服務單位 / service unit 

城市/city 
職稱/ Position 符合考試委員資格 

(後 2項須檢附會議紀錄) 

最高學歷 
Education 

備註 
Notes 

  

□教授 □副教授 □助理教授 

□院士 □研究員□副研究員 

□助研究員 □其他       

□符合學位授予法 

□博士學位且學術成就 

□稀少或特殊性 

□博士 

□其他          

□校內委員 

□校外委員 

指導教授 

  
□教授 □副教授 □助理教授 

□院士 □研究員□副研究員 

□助研究員 □其他       

□符合學位授予法 

□博士學位且學術成就 

□稀少或特殊性 

□博士 

□其他       

□校內委員 

□校外委員 

  
□教授 □副教授 □助理教授 

□院士 □研究員□副研究員 

□助研究員 □其他       

□符合學位授予法 

□博士學位且學術成就 

□稀少或特殊性 

□博士 

□其他       

□校內委員 

□校外委員 

  
□教授 □副教授 □助理教授 

□院士 □研究員□副研究員 

□助研究員□其他       

□符合學位授予法 

□博士學位且學術成就 

□稀少或特殊性 

□博士 

□其他       

□校內委員 

□校外委員 

二、考試時間 Time and Date of defense 中華民國    年    月    日(星期   )    午     時    分 

三、考試地點 Location of defense 本所(系)          教室 Department/Institute/Program classroom No. 

已取得並檢附學術倫理教育修課證明(105學年度起入學學生適用)：□是  □否   
□Yes□No：Students who have been enrolled in graduate and doctorate programs since 2016 Fall Semester must complete 

National Chung Hsing University Academic Research Ethics Education Course. Without completing this course, students are not 

allowed to apply for the Oral Defense and the certificate of the course is required. 

此敬呈 
系主任(所長)簽章：                               中華民國     年    月    日 
Signature of Chairman of Department                                                 (YY/MM/ DD) 

註冊組承辦人 
Clerk of Division of Registration 

註冊組組長 
Director of Division of Registration 

教務長 
Dean of Academic Affair 

校長 President 
(授權教務長代為決行) 

(Dean of Academic Affair in charge) 

    

 

http://terms.naer.edu.tw/detail/938158/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