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逢甲大學研究生學位論文考試申請書 

一、 申請學位論文學生資料 

姓名 林逢甲 申請考試學期 111 學年度第 1 學期 

系所 會計系 申請日期 111.10.25 

 

中文論文題目 ○○○○○○○○○○○○○○ 

英文論文題目 XXXXXXXXXXXXXXXXXXXX 

指導教授 林○○ 教授 
共同指導教授

或校內口委 
陳○○ 教授 

校外口委 王○○ 教授 校外口委現職 ○○大學 ○○系教授 

學位考時間: 
111.11.17(四) 

10:00~12:00 
口試地點: 商1107 

二、 系(所)審查項目，申請人先行勾選並依序檢附必要資料 

(一) 歷年成績單。 

▓ 學生歷年成績表正本。 

▓ 檢視台灣學術倫理教育課程修課證明。 

(二) 學位論文初稿及其提要。 

▓ 論文題目及其內容符合系(所)教育目標、核心能力、課程內容及課程性質所屬領域、 

學術或專業實務。 

(三) 學位學位論文原創性比對報告。 

▓ 檢附無違反學術倫理聲明書及論文原創性檢核比對結果(小於20%)。 

(四) 系(所、學位學程)規定之其他文件。 

□ 除應修課程學分數，並符合系所申請學位考試資格之法規 (請填寫系所相關辦法名稱

/條文/佐證名稱，並檢附佐證資料)：          

◎本次申請學位考試情形： 

▓ 第一次申請   

□ 曾申請，後更改論文考試日期   

□ 曾申請，後撤銷論文考試 

 

申請人（簽章）  

經檢核，上列資料無誤。 

系所檢核人員（簽章） 

   

指導教授（簽章）  系(所)主管（簽章） 

 

紅字欄位請打字或勾選，紅框部分請簽名。

Chai
矩形

Chai
矩形



表 3-1 

逢甲大學研究生論文計畫書評分表 

研究生姓名 ： 林逢甲 

就讀學位名稱 ： 碩士   

就讀系所名稱 ： 商學院會計學系 

論文題目(中) ： ○○○○○○○○○○○○○○ 

(英) ： XXXXXXXXXXXXXXXXXXXX 

指導教授 ： 林○○ 教授 

共同指導教授 ： 若無，不用填寫 

備註：以上學生自行填寫。  

學位論文初稿檢核 

一、 學位論文題目及內容符合教育目標及核心能力，與專業領域之學術或專業實務相關議題。 

二、 學位論文內容符合原創性比對標準 (XX%)。 

三、 學位論文參考文獻符合引用近 5 年之比率 (XX %)。 

(各系所依學位論文品質要求，得自行添加考核項目。) 

四、 論文計畫書評分項目：  

1.研究動機（20 分） XX 分 

2.研究方法（20 分） XX 分 

3.論文章節構架（20 分） XX 分 

4.已完成之研究項目與未完成之研究項目（40 分） XX 分 

總  分 (100%) XX 分 

綜合意見：(由指導教授填寫) 

 

 

檢核日期：          年       月       日 

研究生事務相關委員會依據逢甲大學研究生學位論文專業檢核要點第 4 條第 2 款，審查學位論文初稿作業： 

(1) 各系(所、學位學程)依學位論文之專業與品質要求，得自行添加學位論文初稿考核項目。 

(2) 學位論文參考文獻以引用本校圖書館館藏文獻為宜，並符合系所訂定之近 5 年參考文獻引用率。 

(3) 論文計畫書評分總分以七十分為及格。評分計算請一律採取整數計分。 

 

 

紅字欄位請打字，紅框部分請簽名或寫日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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矩形



表 1-5 

逢甲大學研究生無違反學術倫理聲明書 

FCU Graduate Student Academic Ethics Statement 

本人已完全瞭解學術倫理之定義與行為規範，謹此嚴正聲明，本人所呈繳之學位論文

(包含作品、成就證明連同書面報告、技術報告或專業實務報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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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written report/ technical report/ professional practice report entitled 

“(Thesis title) XXXXXXXXXXXXXXXXXXXX ….                                  ” is 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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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聲明人 Student Signature：                          

(請親筆書寫簽名 Signature) 

學號/ID.NO：MXXXXXXX 

系所/Department：會計學系碩士班 

日期 Date：         /          /         (YYYY/MM/DD) 

本人為______________之指導教授，經檢視其學位論文內容，確實無抄襲或剽竊之行為。 

To the best of my knowledge, this thesis has no plagiarism or violations of academic ethics. 

指導教授(Academic Advisor)：                    (親筆簽名 Signature) 

聲明日期(Date)：    年(Y)    月(M)    日(D) 

*本聲明書正本請與學位考試申請文件一併附上，影本請裝訂於紙本學位論文內。 

The original statement should be included in your thesis defense application; the copy should be included 

in your thesis. 

紅字部分請打字，紅框部分請簽名或寫日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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