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南華大學宗教學研究所碩士學位考試流程(111-1 版) 

*申請者 1.請先填寫基本資料 https://forms.gle/5GFxXYUjE18Y7NrT7 

                2.繳交紙本附件。 

學位考試流程 截止收件日期 繳 交 表 格 備                   註 

一、申請 

  指導教授 

 

第 1學期： 

每年 10 月底前 

第 2學期： 

每年 4月底前 

1. 論文指導教授同意書。 

(附件一:論文指導教授同意書) 

2. 論文題目專業領域相符性審核表

(附件二:論文題目專業領域相符性

審查表) 

3. 論文研撰計劃表 

(附件三:論文研撰計畫表) 

 

 

*1.最新【南華大學博、碩士

學位論文格式規範】請於本

校圖書館網頁下載。 

https://ndltdcc.ncl.edu.tw/

nhu/download.php 

2. 碩士學位考試申請相關表

格，得在教務處

https://academic3.nhu.edu.tw/ 

下載區/碩博士學位考試表格  

二、更換 

  指導教授 

 1. 更換指導教授同意書。 

(附件九:更換指導教授同意書) 

2. 論文指導教授同意書。 

(附件一:論文指導教授同意書) 

3. 論文題目專業領域相符性審 

(附件二:論文題目專業領域相符

性審查表) 

4. 論文研撰計劃表 

(附件三:論文研撰計畫表) 

1. 若須更換指導教授或更

換題目者，請填寫更換

指導教授申請書，並重

新填寫論文指導教授同

意書、論文題目專業領

域相符性審核表、論文

研撰計劃表。 

三、申請 

  論文初審 

第 1學期： 

每年 10 月底前 

第 2學期： 

每年 4月底前 

1. 論文初審申請表。 

(附件四:論文初審申請表) 

2. 論文三萬字電子檔並經指導教授同

意。 

1. 初審稿檔名:學號+姓名

+”論文初稿”PDF檔 

2. 請於初審前至少 2周，郵

寄所辦助理 

may@nhu.edu.tw 

3. 初審名冊經所長用印後，

將於該學期正式公告於本

所官網及紙本公告在布告

欄等。 

四、論文初審 

第 1學期： 

每年 12 月底前 

(最遲 1 月初) 

第 2學期： 

每年 6月底前 

(最遲 7 月初) 

1. 論文初審意見表。（所辦製作） 1. 如初審意見為修改後通

過，需於下學期開始時繳

交初審修改通過表(向所辦

索取或官網下載)。 

2. 若講評老師非為本所專任

教師，則同學需另行給付

一千元講評費。（若另需車

馬費則由同學自行負擔） 

五、申請 

  學位考試 

第 1學期： 

每年 10 月底前 

第 2學期： 

每年 4月底前 

1. 學位考試時間申請表。 

(附件五:學位考試時間申請表) 

2. 碩士論文口試流程審核表。 

(附件六:論文口試流程審核表) 

3. 論文比對結果一頁。(需小於 30%) 

4. 在校成績單一份。（教務處蓋章版

本） 

5. 學術倫理課程合格證明。 

6. 無違反學術倫理聲明書。 

(附件七無違反學術倫理聲明) 

1. 論文比對的連結

https://lib.nhu.edu.tw

/ 

比對應先排除以下:  

(1)引用經典等。 

(2)參考書目等。 

(3)引文 12字。 

(4)相似度 1%。 

 

2. 成績單申請:  

https://forms.gle/5GFxXYUjE18Y7NrT7
https://ndltdcc.ncl.edu.tw/nhu/download.php
https://ndltdcc.ncl.edu.tw/nhu/download.php
https://academic3.nhu.edu.tw/Web/Download?mid=3986&tid=1028&n=%E7%A2%A9%E5%8D%9A%E5%A3%AB%E5%AD%B8%E4%BD%8D%E8%80%83%E8%A9%A6%E8%A1%A8%E6%A0%BC
mailto:郵寄所辦助理%20may@nhu.edu.tw
mailto:郵寄所辦助理%20may@nhu.edu.tw
mailto:郵寄所辦助理%20may@nhu.edu.tw
https://lib.nhu.edu.tw/lp.asp?ctNode=1325&CtUnit=283&BaseDSD=7&mp=1
https://lib.nhu.edu.tw/lp.asp?ctNode=1325&CtUnit=283&BaseDSD=7&mp=1


7. 論文題目專業領域相符性審核表。

(附件二:論文題目專業領域相符性

審查表，已繳則免) 

(1) 教務處申請 

(2) 學務處門口樓梯投幣

機。 

3. 學位考試名冊經所長用印

後，將於該學期正式公告

於本所官網及紙本公告在

布告欄等。 

六、學位考試 

 

第一學期： 

每年 11 月-12月 

第二學期： 

每年 5月-6月 

1. 碩士論文口試流程審核表。(承上) 

2. 論文口試總評表（所辦製作）  

3. 論文口試評分表（所辦製作） 

4. 碩士學位論文考試合格證明（所辦

製作） 

5. 論文付印申請表（所辦製作） 

（經指導老師簽名）         

6. 南華大學博碩士論文延後公開審核表 

(附件八:論文延後公開審核表)(如有

需求請同學自行列印) 

7. 口試費核銷表（所辦製作） 

8. 考試後，全數表格皆須繳回所辦。 

1. 一年級下學期時有代收一

筆一萬元之論文費，若口

試費不及一萬元，需同學

提供印刷費收據以供退

費，超出一萬元部分需由

同學自行墊付。 

2. 請於論文修改通過後，持

指導教授簽名之論文付印

申請表至所辦領取合格證

明書。 

3. 請自行錄音並繳回所辦。 

辦理畢業手續 

1.論文上傳 

第一學期： 

每年 1月 15日前 

第二學期： 

每年 7月 15日前 

2.離校手續 

第一學期： 

每年 1月 25日前 

第二學期： 

每年 7月 25日前 

1. 博碩士論文上傳請至本校圖書館

官網 https://ndltdcc.ncl.edu.tw/nhu/ 

2. 上網辦理離校手續(口試通過後可

先上網辦理，給各單位充分時間

審查)（相關說明如附件）

http://necis.nhu.edu.tw/ 
3. 繳交平裝紙本論文並辦理離校 

(1)宗教所 2本。 

(2)圖書館 1本。 

(3)教務處 1本。 

1. 論文上傳可委託圖書館辦

理，需繳交作業費 500

元。 

2. 論文上傳請上圖書館官網

https://ndltdcc.ncl.edu.tw/n

hu/download.php 下載浮水

印及上傳手冊。 

3. 離校明確日期，以每學期

教務處公佈時間為準。 

注意事項： 
 

1. 各項申請表格請於截止日前繳交。     

2. 口試日期請詳細填於學位考試申請表，以便安排口試地點。 

3. 講評老師或口試委員由考生與指導教授討論，並進行邀請、聯絡及確認工

作。 

4. 論文初稿或學位考試論文裝訂紙本，均請於口試前至少兩週寄達口試委

員，並避免使用紅色封面。 

5. 初審或口試學生，應於口試時間至少前三十分鐘佈置考場，並需自行檢視

考場相關設備，如：麥克風、電腦、投影布幕、錄音筆等設備，及口試委

員審查資料等。 

6. 請考生需於考試前，能熟悉簡報等相關設備、電腦操作等事宜，或請人現

場協助，然以勿干擾考試進行為原則。 

7. 所辦僅協助表格發送及發送口試費等事宜。 

8. 考試過程全程錄音並繳回所辦。 

https://ndltdcc.ncl.edu.tw/nhu/
http://necis.nhu.edu.tw/
https://ndltdcc.ncl.edu.tw/nhu/download.php
https://ndltdcc.ncl.edu.tw/nhu/download.php


附件          畢業生網路離校作業說明 

1.網路離校流程說明： 

上網申請離校。 

至離校審核單位(如下表)繳交資料或歸還物品。 (毋須列印書面離校程序單) 

請隨時上網留意審核結果，確認所有單位皆已審核通過，才算完成離校手續，可領取學位證書。 

（審核單位僅剩教務處未審核通過時，代表已可領取學位證書） 

畢業典禮當天至離校會場簽領學位證書。(請見教務處網頁公告 https://academic3.nhu.edu.tw/ 註冊暨課務

組公告 

2.各審核單位處理事項：                                                    總機：05-2721001 

審核單位 審核事項 分機 

系所 

1.歸還借用之各種資料、儀器等物品。（所借圖書及教室研究室鑰匙） 

2.研究所畢業生繳交畢業論文二冊（平裝） 

3.加入畢業生群組 https://line.me/R/ti/g/Qe7Rq-ksUF。 

各系所 

圖書館 

1.歸還借閱之圖書，繳清所有積欠之罰款。 

2.研究所畢業生需先登入本校博碩士論文系統填寫相關資訊、上傳論文 PDF

檔且審核通過後，方可臨櫃辦理離校。辦理時需攜帶： 

(1)畢業論文 1 冊（平裝）。 

(2)本人簽署之博碩士論文電子檔案上網授權書（一式二份，單面印刷) 

委託本館上傳論文者，請本人到館簽署。若委託他人辦理離校，請務必攜帶

畢業生印章，否則不予受理）。 

3.經圖書館離校審核通過後，即停止任何借閱權限。 

1421 

產職處- 

職涯與校友服務中心 

1.至「校務行政系統」填寫「離校資料」。 

2.網址：http://necis.nhu.edu.tw/ 

3.進入上述網址後，點選上方「學生專區」→輸入帳號密碼後→點選左邊「結

畢業生離校程序」→「離校資料修改」，請填寫「離校後資訊」及「畢業後

狀態」。完成後點選「存檔」即可。 

8622 

產職處- 

實習及就業輔導組 

上網填寫實習問卷（網址：http://necis.nhu.edu.tw/ 

由學生專區進去後→結畢業生離校程序->離校資料修改->填寫實習問卷） 
8621 

學務處-生活事務組 
1.是否辦理就學貸款。 

2.領取學雜費減免印章。 
1221 

學務處-課外活動指導組 歸還借用器材。 1211 

學務處-服務學習組 檢核弱勢助學時數是否已完成。 1253 

學務處-軍訓室 是否辦理兵役役期折抵? 是→請檢附成績單辦理! 1605 

體育中心 歸還借用器材。 2991 

總務處-保管組 
1.歸還借用之學位服。 

2.歸還借用之鑰匙、各種教具或物品。 

1350 

1351 

總務處-事務組 繳交車輛違規罰款。 1311 

總務處-出納組 繳交欠費款項。 
1360 

1361 

教務處-註冊組 

1.需事先完成事項：確認所有審核單位已審核通過。 

2.確認成績皆已給分 

(1)確認所有科目之成績已給分，並符合所屬系(所)課程架構之規範。 

(2)應屆畢業生若修習低年級課程，則須配合授課教師之教學進度，於期末考

成績確認後，始可辦理離校。 

3.需繳交資料：研究所畢業生請事先繳交畢業論文一冊（平裝）。 

4.學生證供作紀念，毋需繳回。(畢業後若持學生證於校外使用者，其行為自

行負責。) 

1169 

1121 

1122 

先上校務行政系統 http://necis.nhu.edu.tw/填寫網路離校，至少三天後來校辦離校手續，只要跑這幾

個地方:所辦圖書館總務處出納組教務處 

https://academic3.nhu.edu.tw/Web/News?mid=3187&tid=769&n=%E8%A8%BB%E5%86%8A%E6%9A%A8%E8%AA%B2%E5%8B%99%E5%85%AC%E5%91%8A
https://line.me/R/ti/g/Qe7Rq-ksUF
http://necis.nhu.edu.tw/
http://necis.nhu.edu.tw/
http://necis.nhu.edu.tw/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