研究生於申請口試前，請先完成以下事項:
1. 請指導教授確認，是否需申請口試委員資格審查(附件有申請表):
【博士學位】所有口委都要審查，每位博士候選人獨立一份申請表。
【碩士學位】
A.不須審查: 口委為現任或曾任大專院校教授/副教授/助理教授/
中研院院士/研究員/副研究員/助理研究員。
B.需送審者: 非大專院校教師/中研院各級研究員。畢業論文同領
域專長，可一併申請。
【備註】送申請表者應為學生指導教授。送審時，若口委非本系專任教師者，請
僅檢附不超過 1 頁CV(可電子檔)即可。本系口委審查委員由主任依法延聘。

2. 學生需繳交論文比對結果報告(最晚請於提出口試申請時繳交):
(1) 以【不含自我引用，比例以不大於 30%】為標準。
(2) 學生僅需雙面列印比對報告(不要印論文部分、只要報告部分)，並
於【報告第一頁上方】寫明【學號、姓名、該比對報告日期】
；
(3) 指導教授請於學生【比對報告 第一頁空白處簽名、並加註日期】，
表示同意該論文之比對結果。
(4) 經指導教授簽名同意的比對報告，需於提出申請前繳交至系辦，最
晚請於提出口試申請表時繳交。
(5) 學校相關辦法/規定，請詳[國立成功大學研究生學位考試細則]、及
[國立成功大學辦理博士學位考試應行注意事項]。

版本 2020.06.03

審查表 word 檔請至系網下載專區下載

國立成功大學物理學系 研究生學位考試 考試委員資格審查表
申請人(指導教授)簽名:________________

申請日期:____________

【博士學位.考試委員資格審查申請表】(每位博士候選人請單獨一個申請表)
博士候選人姓名

學號

論文題目

考試委員名單: 本系專任教師不需檢附資料；非本系專任教師，請檢附不超過 1 頁 CV(可寄電子
檔至系務信箱)。
序號

姓名

職稱

服務單位/系所或專長

審查結果

備註

1
2
3
4
5
6
7
8
9
【碩士學位.考試委員資格審查申請表】(畢業論文同領域專長之畢業生，可一併申請口委資格
審查)。以下表格，可自行增減欄位。
應試學生
序號

考生姓名

考生學號

論文題目

1
2
3
考試委員名單
A.不須審查: 委員為現任或曾任大專院校教授/副教授/助理教授，及中研院院士/研究員/副研究
員/助理研究員。
B.需送審者:每位請檢附不超過 1 頁 CV(可寄電子檔至系務信箱)。
序號

姓名

1
2
3
4
5
物理系學術委員簽章:
審查會議日期:
系主任簽章:

職稱

服務單位

審查結果

備註

成大物理系碩博士班學位考試程序
步驟 經辦

口試申請書至本校學位考試申請作業系統，上網申請

口試申請書繳交及申請流程：

(http://campus4.ncku.edu.tw/wwwmenu/program/mou/)並
列印繳交：1.學位考試申請書(完成簽名) 2.考試委員名冊
（碩 校內：3 可含校外 1; 博 校內：3，校外：2） 3.博士
生需繳交完成簽名的(詳下頁)"附件一-博士口試資格審查表
"及完成簽名之附件二-歷年(過資格考起)研究進度報告。

1.原則上請於口試日期前 3 星

註：1.資料輸入時不要有半型空白鍵，以免亂碼。

1

學生
繳交

時程

處理事項

2.校外委員作資料建檔時請精簡，如學歷輸入博士即可。
3.存檔列印後若需修改，需至所辦提出。
4.列印資料若有亂碼，則可能為罕見字，可至計中網站"E 化服務"下載
罕見字之內碼輸入法。
5.申請後欲更動，請於口試前至系統申請、列印異動申請表送系辦蓋章。
6.請注意：未能修畢學分則口試作廢，請申請撤考。需取消口試也要申
請撤考。以上，若無申請撤考，下學期將不可口試，且本次口試將以
不及格呈現於成績單上。
7.撤考請至考試申請作業系統，申請考試異動-撤考。申請期限為 7/31。
8.博士生需於口試前公告（並上網）完成公開演講。

期、或上學期 12/31 前、下學期
6/30 前，
2.列印繳交口試申請表(要完成
簽名)給系辦、接著系上會及時
幫你列印申請流程文件，
3.拿系上幫你印的申請流程文
件於口試日期前完成申請(即，
取得教務長核准章)。
4.完成申請後、馬上將核准口試
文件整份送回系辦(系辦申請你
的口試經費大約要 1 星期，無法
達成者，可能需要先自行墊付自

口試時間(需安排于口試申請書教務長核准日之後) ---

己的口委及口試費)。

《上學期》建議安排於：12/1~1/25，不要晚於 1/25。

【另外注意: 若太晚送申請書給系
辦、則有無法及時完成口試申請的
風險，請有下學期才能口試的心理
準備。】

《下學期》建議安排於：6/1~7/25，不要晚於 7/25。
9.口試成績最晚上學期 1/30 前、下學期 7/30 前當面交給系辦承辦。

至所辦領取口試相關物件（口試前 1 個工作天上午洽蔣小姐）
1. 委員聘函(需要提供口委聘函的同學，與口試申請表同時提出
申請)

2

學生

2. 各委員口試費用及收據

口試前

口試當天前: 自備 1.論文評分表、2.合格證明委員簽名單(考試申
請系統可下載) 3.並自行安排口試相關事項(借教室、場地布置、
通知委員等)

3

學生 “各委員口試費用之收據”、“委員評分表”、“每位考生雜費 250 元
口試後 3 天內給蔣小姐
回繳 收據(需有成大統編 69115908，收據日期需為口試日前)＂

4

所辦
午 10:00 前將“委員評分表”當面拿給系辦人員。
繳交

送成績至註冊組: 請務必於當學期最後一工作日(1/31 或 7/31)上 口試通過後
(委員評分表需當面拿給系辦人

＊至此算“當學年”“當學期”有資格畢業。要領畢業証書才算畢業。 員)

共 4 份)：http://etdncku.lib.ncku.edu.tw/ETD-db/general.htm

上傳作業及授權書請詳閱總圖
之數位論文系統。
離校手續、領取畢業證書:

＊論文題目名稱、摘要、關鍵詞均需中英文並附。

＊離校手續與領取畢業證書需

1.上傳論文及授權作業(延後公開必填: 校/國圖電子+紙本授權，

2. 所辦代收 1 本論文(博:精裝，黑皮白字；碩:平裝，色號■

5

準碩
博士

--CMYK: C0,M40,Y80,K0 或 RGB:R247,G181,B115，類似土

於開學前(含寒暑假)最後一
個上班日(通常為二月/九月

黃色)。請務必參詳校方規定【碩博士撰寫論文需知】(系網>

中)之前辦理完成。畢業離校

系務通告>其他事項)

需完成 1.成大離校手續單(學

3. 交總圖 1 本論文(規定與上述 ”2.所辦代收” 相同)。
4. 註冊組領畢業證書。
＊沒領畢業證書及辦離校手續者，下學期請記得要註冊繳費。

校網頁下載)2.物理系離校手
續單(系網>系務通告>各類
表格)。

敬祝順利畢業
附件一 博士口試資格審查表(下載 word 檔請至系網下載專區下載)

物理系博士班學生

君申請博士學位審查口試，經審查委員初

審：
一、該生已修滿

學分，並已通過資格考。

二、該生的博士論文題目：

已發表於國際知名期刊(SCI)之論文(註*)如下，相關證明文件如附：
1.
2.
…
基於以上二點，

君應符合博士學位口試資格。

謹此 敬呈
物理系 系主任
審查委員
年

月

日

系戳

(註*)107.06.12 物理系系務會議決議:
博士候選人「學位考試應於學生至少有二篇以其博士論文研究為主撰寫成之 SCI 期刊論文且擔任第一作者
之發表後方得舉行。但若其發表之論文屬於該領域之 Q1 或 PR 等級之論文得不受上述至少二篇之限制，進
行學位考試。若有必要時，由系主任召開學術委員會決議之。」本決議適用 106 學年度畢業生以及 107 學
年度後入學之新生。

附件二 博士候選人歷年(過資格考起)研究進度報告。下載word檔請至系網下載專區下載。
107 學年度起入學生(即學號 L2807XXXX 及之後的同學)，不需要繳交附件二。

國立成功大學物理系博士候選人_______學年度 研究進度報告
NCKU Physics Department PhD Candidate Individual Progress Report of
Academic Year 20__

學生姓名 Student Name
學號 Student ID _________________
指導教授 Advisor ____________________

一、目前已修學分 Total credits earned: ________________
二、目前研究情形 Progress Report
1.發表於國際知名期刊(SCI)論文 Papers accepted for publication (SCI level Journals)：

2.發表於學術會議論文 Conference Papers:

3.目前進行中研究 Research in Progress:

三、其他 Others:

學位審查委員召集人簽章 Committee coordinator: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學位審查委員簽章 Committee members: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日期 Date_______________________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