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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 圖書資訊學研究所簡介 
一、本所簡介 

（一）概述 

本所成立於民國八十八年八月，以培育高素質之圖書資訊研究與領導管

理人才為教育目標，融合傳統圖書館學與資訊科學的理論基礎，兼具資訊技

術與應用的訓練，培育符合資訊時代需求之高素質人才。目前已招收第二十

三屆學生，招生人數為 9 名。 

教育目標：本所教育目標可以「蘭花」（ORCHIDS）
一字加以表達，即綜合：「組織」（Organization）、

「研究」（Research）、「合作」（Collaboration）、

「人文」（Humanity）、 「創新」（Innovation）、「數

位化」（Digitalization）、「服務」（Services）各字所

囊括之意涵。 

 招生對象： 
1.一般生：國內外大學校院大學部畢業生（含應屆畢業生）。 
2.在職生：國內外大學或獨立學院畢業（含同等學力），且於圖書

館、檔案館或資訊服務相關工作一年以上。 

 課程特色： 

本所具跨學科取向，積極延聘圖書資訊新興學科之教師授課，同時

強化專科文獻資源修習。本所鼓勵學生至校內、外其他系所修習相關課

程，培養學生成為圖書館或資料中心的學科專家。資訊課程著重理論與

應用，研究室設有電腦設備供學生上機使用，並且配合課程需要進行網

路教學，以期培養資訊處理、管理及應用人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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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修業要求 
    本所的畢業學分為33學分，包括三門必修科目（共9學分）與畢業論文（6
學分）。必修科目包括圖書資訊學研究、參考資源與服務、研究方法；如為大

學非本科生，則須加修圖書資訊學實務課程。 

課程名稱 學分數 

（1）圖書資訊學研究 3 

（2）參考資源與服務 3 

（3）研究方法 3 

（4）圖書資訊學實務（非必） 0（實習課） 

（5）畢業論文 6 

 

 研究生學業及操行成績均以 70 分為及格。 
 必修科目不及格應予重修，必修科目未修滿不得畢業。 
 大學非本科系畢業生應於入學第二學年上學期補修圖書資訊學實務（實

習時間安排於研一升研二暑假進行），具一年以上圖書館實務工作經驗者，

得申請免修圖書資訊學實務。 
 須先修畢規定最低必修學分數，於徵得指導教授之同意後方得提出學位

論文計畫書。 
 申請畢業論文考試前，應先通過下列規定： 

 本所學位論文計畫書口試； 
 英語文能力檢定； 
 學術倫理教育修課證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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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發展方向 

本所發展方向與重點規劃如下： 

 培育跨學科圖書資訊人才 

善用國內教學資源，辦理跨校選課，同時配合數位資訊時代發展需

要，93 學年度起招收非本科系學生，培育跨學科資訊服務人才，提

昇圖書館與資訊中心在資訊社會中保存文化資源與傳播學術資訊的

功能。 

 課程教學多元化 

配合圖書資訊教學新趨勢，舉辦校外參觀教學，參與數位圖書館、

數位典藏等相關研究及教學活動，積極延聘國內、外優秀人士開授

新興課程，邀請海外學者回國開授短期講座，發展多媒體及網路教

學，舉辦專題演講及研討會。  

 推動數位人文與資訊應用學程 

本學程之設置乃基於本校文學院相關系所師資整合及校內其他教學

單位的課程認列合作，主要目的是希望養成本校學生具備跨領域數

位人文能力與素養。透過本學程規劃之核心、技術及應用課程，能

培養學生的數位人文專業能力。藉由跨領域資訊應用能力的訓練，

增進學生建立數位人文觀念及應用實務技能，期能提升未來就業與

升學的競爭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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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教學措施 

 教學網路化 

本校網頁設置課程教學專區為iLearning平台，同學可自網路上下載課堂

講義，並利用網頁專區繳交學期報告，以加強學生資訊運用能力。本所

任課教師均可使用電腦及投影設備，隨堂採用線上網路瀏覽教學。詳細

資訊請至本校「教發中心」網頁查詢。 

 實施參觀教學 

為拓展學生專業智能，本所各課程授課教師將會不定期視課程需要，帶

領學生赴校外圖書館或相關單位參訪，以汲取實務經驗。如：109年6月5
日，由臺中市文化局溫士源技正導覽、宋慧筠所長帶領本所學生前往臺

中市立圖書館總館、臺中市立圖書館溪西分館及中興工廠參訪；109年10
月16日，由宋慧筠所長帶領本所學生前往桃園市立圖書館龍潭分館、自

強分館參訪；110年4月23-24日，由鄭琨鴻代理所長帶領本所學生前往臺

南市立圖書館、屏東縣立圖書館參訪。藉此拓展學生視野，增進圖書資

訊學實務相關專業智能。 

 實施海外教學 

為增進學生的國際視野、增長見聞與養成獨立處事精神，本所實施海外

教學活動。視實際需求，帶領學生赴海外圖書館或相關單位進行學術交

流，以汲取相關經驗。如105年7月12-14日，由羅思嘉所長和郭俊桔老師

帶領本所學生至武漢華中師範大學參加第十三屆海峽兩岸圖書資訊學學

術研討會進行學術交流活動；107年11月11-15日，由宋慧筠所長帶領本所

學生至日本鶴見大學進行學術交流活動；108年6月28日-7月8日，本所學

生赴日本鶴見大學進行國際實習課程；108年7月8-26日，本所學生赴美國

南卡羅萊納大學進行國際實習課程。 

 舉辦專題演講 

為提供本所師生多元化的研究觀點及思考角度，本所每年皆舉辦各類專

題演講，同時開放校外系所及圖書館館員聽講。如109年8月28日「美國

的圖書館資訊相關政策和立法過程研究」、109年10月27日「閱讀推廣與

社區參與」、109年11月27日「無所不在的教學設計」、109年11月18日「數

位教材設計」、109年12月2日「學術圖書館研究資料管理 (RDM)與研究

資料服務 (RDS)」、110年3月17日「參考服務實務分享」、109年12月15日
「不得不正視的創新與服務、110年3月19日「應用書目計量分析於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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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顧研究」、110年5月21日「人機互動的八百萬種研究方法：科技不是拿

來解決『問題』，而是讓日常生活更有意義」。 

 舉辦海外學者特別講座 

為瞭解國外圖書資訊學發展現況，每學年度皆邀請海外學者分享現今國

外學術發展趨勢。如108年10月5-7日，邀請美國南卡羅萊納大學圖書資訊

學院 Jenna Spiering助理教授，舉辦「青少年資訊資源與圖書館服務」課

程國際學者系列講座；108年10月21日，邀請科威特應用教育與訓練局圖

書館與資訊科學系Hanadi Buarki副教授，舉辦「Youth access to social media 
in LIS in Kuwait and Taiwan」講座。透過國外學者與本所師生進行學術討

論及經驗交流，減低國內、外學術差距，開啟國內圖資學界對於國外實

務發展的思考，大幅提昇學術討論的質量。 

 與中華民國圖書館學會及本校圖書館共同舉辦「暑期研習班」 

本所為提供中南部地區的圖書資訊從業人員短期進修機會，於暑假舉辦

「暑期研習班」：99年7月26-30日，舉辦「圖書館業務統計與分析研習班」；

100年8月15-19日，舉辦「讀者行為因應研習班」；101年8月27-31日，舉

辦「圖書資訊資源管理與服務再造研習班」；105年7月25-29日，與國立公

共資訊圖書館合辦「打造更有梗的服務管道—圖書館創意服務設計與傳

銷研習班」；108年7月15-17日，與臺中市立圖書館共同承辦中華民國圖書

館學會「打造以民眾為中心的圖書館服務：閱讀與對話研習班」。109年7
月13-15日，與臺中市立圖書館共同承辦「數位時代下的兒童圖書館服務

研習班」。110年7月19-21日，與臺中市立圖書館共同承辦「以人為本的公

共圖書館空間規劃與舊館改造研習班」。 

 其他鄰近資源中心 

附近有許多資源可以提供學生學習，如：本校圖書館、國立公共資訊圖

書館、國立美術館、國立自然科學博物館等，鼓勵學生多多利用與參加

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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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畢業生就業現況 

本所於民國 88 年成立，至 110 學年度止共招收 23 屆學生，截至 109 年

7 月共有 141 位畢業生。任職工作以圖書資訊領域及其相關產業為主，完全

符合本所發展目標及辦學宗旨。 

根據本所在 108 年 6 月進行的畢業校友相關調查，從服務單位類型來

看，畢業生以於圖書館服務居多，其次為學校單位。人數分布為圖書館 33
人、學校單位 11 人、文化機構 2 人、政府單位 1 人，其比例如圖一所示。 

 

 
圖一：畢業生就業領域分布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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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110 學年度師資陣容 
專任教師五名：鄭琨鴻老師、蘇小鳳老師、郭俊桔老師、宋慧筠老師、鄭怡玲老師。 
支援教師 10 名：康友維老師、趙欣怡老師、賴苑玲老師、陳格理老師、徐典裕老師、

羅思嘉老師、張圍東老師、鄧佩珊老師、陳合成老師、呂洽毅老師。 

（一）專任教師 

 

鄭琨鴻 
優聘副教授│所長│文化創意產業學士學位學

程主任│數位人文與典藏應用學程主持人 

E-mail：khcheng@dragon.nchu.edu.tw 
TEL：04-22840815 轉 702 

學歷 
國立臺灣科技大學應用科技研究所數位學習領

域博士 
國立臺灣藝術大學多媒體動畫藝術研究所碩士 

研究領域 
數位學習、擴增實境、數位影像處理、 
虛擬實境、網頁設計、影視後製技術、 
多媒體與動畫設計 

教授課程 
研究方法、多媒體技術與應用、數位學習概論與

實務、論文寫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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蘇小鳳 
教授 

E-mail：sfsu@dragon.nchu.edu.tw 
TEL：04-22840815 轉 723 

學歷 美國伊利諾大學圖書館與資訊科學博士 
美國伊利諾大學圖書館與資訊科學碩士 

研究領域 讀者服務、數位參考服務、使用者行為、 
資訊行為 

教授課程 讀者服務研究、圖書資訊學導論、參考資源與服

務、圖書館統計、資訊尋求行為 

 

郭俊桔 
副教授│圖書館副館長 

E-mail：jjkuo@dragon.nchu.edu.tw 
TEL：04-22840815 轉 701 

學歷 國立臺灣大學資訊工程學博士 
日本國立神戶大學系統工程學碩士 

研究領域 自然語言處理、資訊檢索、多媒體應用、 
智慧型人機介面、知識管理 

教授課程 
資料庫管理系統、通訊協定與資訊交換、 
資訊系統管理、人機介面設計、索引與摘要、 
資訊儲存與檢索、人工智慧與資料探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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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慧筠 
優聘副教授│文學院副院長│台灣與跨文化研

究國際博士學位學程主任 

E-mail：hsung@dragon.nchu.edu.tw 
TEL：04-22840815 轉 703 

學歷 
英國羅浮堡大學資訊科學博士 
英國羅浮堡大學資訊科學碩士 

研究領域 
公共圖書館、兒童圖書館服務、社區參與、 
社會正義 

教授課程 
資訊蒐集與組織、圖書資訊學實務、質性研究、

論文寫作、青少年資訊資源與圖書館服務、 
網路資訊服務、公共圖書館與社區參與 

 

鄭怡玲 
助理教授 

E-mail：ilingcheng@dragon.nchu.edu.tw 
TEL：04-22840815 轉 724 

學歷 
美國匹茲堡大學圖資科學博士 
美國密蘇里大學哥倫比亞分校資訊科學與學習

科技碩士 

研究領域 
人機互動、資訊行為、資訊檢索、 
使用者使用性和智慧應用 

教授課程 圖書資訊學研究、技術服務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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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支援教師 

 

康友維 
助理教授 
中興大學文化創意產業學士學位學程 
E-mail：yoweikang@nchu.edu.tw 
TEL：04-22840815 轉 1019 

學歷 
美國德州大學修辭與寫作博士班（主修數位遊

戲修辭）博士 
國立臺灣藝術大學多媒體動畫藝術研究所碩士 

研究領域 
新媒體、媒體與互動設計、消費與流行文化、訊

息設計 

 

 

趙欣怡 
助理教授 
中興大學文化創意產業學士學位學程 
E-mail：chy@nchu.edu.tw 
TEL：04-22840815 轉 1008 

學歷 
國立臺灣科技大學建築研究所建築理論博士 
國立臺北教育大學藝術與藝術教育研究所藝術

創作碩士 

研究領域 
視覺藝術創作、文化行政管理、美術館建築研

究、展覽策畫執行、多感官展示設計、觸覺空間

認知、口述影像開發、無障礙科技應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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賴苑玲 
教授 
國立臺中教育大學區域與社會發展學系 
E-mail：lai@mail.ntcu.edu.tw 
TEL：04-22183929 

學歷 
美國田納西大學課程與教學博士 
美國田納西大學圖書資訊學碩士 

研究領域 學校圖書館、資訊素養教育 

教授課程 學校圖書館、資訊素養教育 

 

 

陳格理 
教授 

東海大學建築系 

E-mail：koli@thu.edu.tw 
TEL：04-23590263 轉 65 

學歷 美國密西根大學建築研究所碩士 

研究領域 
圖書館建築研究、建築物用後評估、 
無障礙環境研究 

教授課程 圖書館建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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徐典裕 
研究員 

國立自然科學博物館 

E-mail：dan@mail.nmns.edu.tw 
TEL：04-23226940 轉 729 

學歷 
國立交通大學資訊工程與科學博士 
國立雲林科技大學電子與資訊工程碩士 

研究領域 
數位博物館、數位典藏、數位學習、數位內容、

知識管理 

教授課程 知識管理、數位內容管理與系統專案探討 

 

 

羅思嘉 
副教授 

臺灣大學圖書資訊學系 

E-mail：szuchialo@ntu.edu.tw 
TEL：02-33662968 

學歷 
國立臺灣大學圖書資訊學博士 
美國印第安那大學圖書資訊學碩士 

研究領域 
圖書館使用與評估、讀者行為研究、資訊組織、

書目計量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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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張圍東 
 助理教授 

 中興大學圖書資訊學研究所 

 E-mail：a48127@ms9.hinet.net  

 TEL：04-22840815 

學歷 中國文化大學史學研究所博士 

研究領域 古籍版本、史料學、文獻學、數位典藏 

教授課程 古籍保存與數位化、文獻典藏與數位文創 

 
 

 

 

 鄧佩珊 
 助理教授 

 靜宜大學資訊傳播工程學系 

 E-mail：psteng@pu.edu.tw 

 TEL：04-26328001轉18305 

學歷 國立雲林科技大學設計學研究所博士 

研究領域 視覺傳達、設計思考、資訊圖表 

教授課程 視覺傳達設計、動態圖像設計 

 
  

mailto:a48127@ms9.hinet.ne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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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陳合成 
 講師 

 朝陽科技大學視覺傳達設計系 

 E-mail：steve.chc@gmail.com 

學歷 國立臺灣藝術大學多媒體動畫藝術研究所碩士 

研究領域 互動多媒體、網站規劃與設計、視覺傳達設計 

教授課程 視覺傳達設計、互動遊戲設計 

 
 

 

 

 呂洽毅 
 講師 

 國立雲林科技大學創意生活設計系 

 E-mail：charyilu@gmail.com  

學歷 國立臺灣藝術大學多媒體動畫藝術研究所碩士 

研究領域 3D模型、3D動畫、後製特效 

教授課程 3D建模與動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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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110 學年度課程規劃  
（一）圖書資訊學研究所課程地圖 

教育目標 
編

號 項目內容 

A 提供圖書資訊學領域知識與訓練 
B 培育具獨立思考、研究與服務能力之圖書資訊人才 
C 培養團隊合作精神與溝通協調整合能力 
D 建立多元價值與國際觀 
E 強化行政管理與領導能力 

學生核心能力 
編

號 項目內容 對應教育目標編

號 

A 蒐集、組織與管理資訊的能力 A、B 
B 規劃、設計及執行資訊服務的能力 B、E 
C 獨立思考及解決資訊服務問題的能力 B、E 

D 溝通協調與團隊合作，共同完成資訊服務研究與實務工作

的能力 C、E 

E 針對資訊服務相關議題進行研究的能力 A、B 
F 具備終身學習，強化專業知能之習慣及能力 B、D 
G 了解圖書資訊人員的社會責任與專業倫理 A、B、D 

規劃要點 

編

號 項目說明 

1 
U-學士課程 
M-碩士課程 
D-博士課程 

2 
A-正課 
B-實習課 
C-台下指導之科目，如學生講述或邀請演講之專題討論、專題研究…等 

3 S-學期課 
Y-學年課 

4 科目（全期或全年）總學分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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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課程規劃表 

必修課程 

課程名稱 
規劃要點 對應核心 

能力編號 
建議修

課年級 
開課 
單位 備註 

1 2 3 4 
圖書資訊學研究 
Study of Library and 
Information Sciences 

M A S 3 A~G 一、二 圖資所   

參考資源與服務 
Introduction to Reference 
Resources and Services 

M A S 3 A~G 一、二 圖資所 

原為選

修，變更

為必修變

更為 3學

分(1091起

適用) 

研究方法 
Research Methods M A S 3 A,B,C,E,F,

G 一、二 圖資所   

畢業論文 
Thesis M C Y 6 A,B,C,E,F 二 圖資所   

 

選修課程 

課程名稱 
規劃要點 對應核心 

能力編號 
開課 
單位 備註 

1 2 3 4 

資訊組織 
Organization of Information M A S 3 A~G 圖資所 

原名：技術服務研

究必修變更為選修

(1091 起適用) 
讀者服務研究 
Study of Public Services M A S 3 A~G 圖資所 原為必修，變更為

選修(1091 起適用) 

圖書資訊學實務 
Library Practicum M B S 0 A,B,C,D,F,

G 圖資所 
非本科生一年級 

融入海外實習 

(1081 起適用) 

圖書館統計 
Library Statistics M A S 3 A,C,E,F 圖資所   

質性研究 
Qualitative Research M A S 3 C,E,F 圖資所   

論文寫作 
Writing of Research Reports M A S 2 C,E,F,G 圖資所   

個別研究 A-G 
Independent Study A-G M C S 1 C 圖資所   

資料庫管理系統 
Database Management System M A S 3 B,C,D,E 圖資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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選修課程 

課程名稱 
規劃要點 對應核心 

能力編號 
開課 
單位 備註 

1 2 3 4 
通訊協定與資料交換 
Introduction to Protocol and 
Data Exchange 

M A S 3 A,B,C,D,E,
G 圖資所   

資訊系統管理 
Management of Information 
Systems 

M A S 3 A,B,C,E 圖資所   

互動設計專題 
Interactive Design Project M A S 3 A~G 圖資所 原名：人機介面設

計(1091 起適用) 

多媒體技術與應用 
Multimedia Technology and 
Its Applications 

M A S 2 B,C,D,E,G 圖資所   

資訊儲存與檢索 
Information Storage and 
Retrieval 

M A S 3 A,B,C,E 圖資所   

索引與摘要 
Indexing and Abstracting M A S 2 A,B,C,E 圖資所   

知識管理 
Knowledge Management M A S 2 A,B,D,F 圖資所   

圖書館管理 
Library and Information 
Center Management 

M A S 3 A~G 圖資所   

圖書館使用與評估 
Library Use and Evaluation M A S 3 B,C,D,E,G  圖資所   

圖書館建築 
Library Architecture M A S 2 B,C,D,E 圖資所   

服務設計與行銷 
Service Design and Marketing M A S 2 B,C,D,G 圖資所   

數位時代下的兒童圖書館服務 
Children's Library Services in 
the Digital Age 

M A S 3 A,C,D,E,F,
G 圖資所 

原名：青少年資訊

資源與圖書館服務

(1091 起適用) 

資訊尋求行為 
Information Seeking Behavior M A S 3 B,C,E 圖資所   

讀者行為研究 
User Behavior Study M A S 2 B,C,G 圖資所   

網路資訊服務 
Internet Information Services M A S 2 A,B,C,D,E,

F 圖資所   

資訊素養教育 
Information Literacy Education M A S 2 A~G 圖資所   

學校圖書館 
School Libraries M A S 2 C,D,G 圖資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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選修課程 

課程名稱 
規劃要點 對應核心 

能力編號 
開課 
單位 備註 

1 2 3 4 
當代圖書館問題研討 
Issues on Contemporary 
Librarianship 

M A S 1 A~G 圖資所   

數位學習概論與實務 
Introduction to E-Learning 
Theory and Practice 

M A S 3 A~G 圖資所 
原名：數位典藏與數

位學習 

變更為 3 學分 

(1082 起適用) 

人工智慧與資料探勘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and 
Data Mining 

M A S 3 A,B,C,D,E,
G 圖資所   

公共圖書館與社區參與 
Public Libraries and 
Community Engagement 

M A S 3 A,C,D,E 圖資所   

資訊架構 
Information Architecture M A S 3 A~G 圖資所 1091 新增課程 

數位內容科技專論 
Special Topic on Digital 
Content Technology 

M A S 3 A~G 圖資所 1091 新增課程 

資訊視覺化 
Information Visualization M A S 3 A~G 圖資所 1091 新增課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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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110 學年度學期課程表 

中興大學圖書資訊學研究所 110 學年度第 1 學期課程時間表 

上課教室：707 教室 

上課時間 星期一 星期二 星期三 星期四 星期五 

08:10~9:00 
第一節 

    
 

09:10~10:00 
第二節 

 
選 

圖書館管理 
(蘇小鳳老師) 

必 
圖書資訊學

研究 
(蘇小鳳老師) 

選 
資訊系統 
管理  

(郭俊桔老師) 

10:10~11:00 
第三節 

非必 
圖書資訊學

實務-暑假- 
(宋慧筠老師) 

11:10~12:00 
第四節 

第 M 節 選 
服務設計 
與行銷 

(李宗儒老

師、林谷合

老師、曹修

源老師) 

12:00~14:00 
所務會議 

   

13:10~14:00 
第五節 

選 
圖書館建築 
(陳格理老師) 

選 
圖書館使用

與評估 
(鄭怡玲老師) 

選 
多媒體技術

與應用 
(鄭琨鴻老師) 

 

14:10~15:00 
第六節 

選 
質性研究 

(宋慧筠老師) 

15:10~16:00 
第七節 選 

人工智慧與

資料探勘 
(郭俊桔老師) 

 16:10~17:00 
第八節 

  
17:10~18:00 

第九節 
 

*「個別研究」不上課，但選修同學可就圖書資訊相關專題，個別與老師約時間討論。 
*「圖書資訊學實務」實習時間安排在 110 年暑假。 
*「計算機概論」(郭俊桔老師，星期五，二三四節)為管理學院之大學部課程。 
*「數位人文概論」(鄭怡玲老師，星期二，七八節)、「影像處理與電腦繪圖」(鄭琨鴻老

師，星期三，五六節)、「數位體驗設計：策展、導覽與學習」(徐典裕老師，星期五，七

八節)為數位人文與資訊應用學分學程之大學部課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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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興大學圖書資訊學研究所 110 學年度第 2 學期課程時間表 

上課教室：707 教室 

上課時間 星期一 星期二 星期三 星期四 星期五 

08:10~9:00  
第一節 

 

選 
個別研究 

(宋慧筠老師) 

選 
個別研究 

(郭俊桔老師) 

 

 

09:10~10:00 
第二節 

選 
數位時代下

的兒童圖書

館服務 
(宋慧筠老師) 

必 
參考資源與

服務 
(蘇小鳳老師) 

選 
當代圖書館

問題研討 
(蘇小鳳老師) 

10:10~11:00 
第三節 

 
11:10~12:00 

第四節 

  12:00~14:00 
所務會議 

   

13:10~14:00 
第五節 

 

選 
學校圖書館 
(賴苑玲老師) 

選 
網路資訊 
服務 

(鄭怡玲老師) 

必 
研究方法 

(鄭琨鴻老師) 

 

14:10~15:00 
第六節 

15:10~16:00 
第七節 選 

索引與摘要 

(郭俊桔老師) 16:10~17:00 
第八節 

  
17:10~18:00 

第九節 
 

*「個別研究」不上課，但選修同學可就圖書資訊相關專題，個別與老師約時間討論。 
*「計算機概論」（郭俊桔老師，星期三，二三四節）為歷史系課程。 
*「網頁設計」(鄭琨鴻老師，星期三，七八節)、「古籍保存與數位化」(張圍東老師，

星期四，七八節)、「數位人文專題製作」(鄭琨鴻老師，星期五，五六節)為數位人文

與資訊應用學分學程之大學部課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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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圖書資訊學研究所修業參考時程 

※ 申請學位論文計畫書口試期限：第一學期約 12 月底前、第二學期約 5 月底前 
學位論文計畫書口試期限：第一學期約 1 月中前、第二學期約 6 月底前 
申請學位論文口試期限：第一學期約 12 月底前、第二學期約 6 月底前 
學位論文口試期限：第一學期約 1 月底、第二學期約 7 月底前 
辦理離校手續期限：第一學期約 1 月底前、第二學期約 8 月底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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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目 期限 說明 
申請獎助學金 每學期完成註冊後 申請獎學金或助學金，每學期申請一次，向所

辦公室辦理登記。 
＊相關規定：「國立中興大學研究生獎助學金

實施辦法」及「國立中興大學圖書資訊學研

究所研究生獎助學金審核辦法」 

申請研究室 開學後1星期內 1. 抽研究室的座位。 
2. 交給研究生研究室鑰匙。(押金100元) 
＊詳細規定：「國立中興大學圖書資訊學研究

所學生研究室使用規定」。 

登記購買影印

卡 
學期間 1. 向所辦公室登記購買影印卡(100元)。 

2. 妥善保管卡片。如遇畢業或無使用之必要

時，應將卡片繳回所辦公室，遺失者，賠

償製卡工本費100 元。 

選擇指導教授 新生入學第一學期

結束前即可敦請指

導教授，最遲應於

第二學期結束前完

成 

繳交相關資料至所辦彙整： 
1. 指導教授名單通知書 
2. 本所研究生論文指導教授同意書（專任教

授用、非專任教授用） 
3. 論文指導教授同意書 

申請學位論文

計畫書口試 
學位論文計畫書口

試兩週前 
1. 填寫本所學位論文計畫書口試申請暨審核

書，交由指導老師簽名蓋章後，送所辦所

長用印。 
2. 所辦發出口試公告。 
3. 所辦提供三位口試委員的聘函給應試生，

請應試生至所辦領取，並於口試二週前連

同論文送口試委員。 

學位論文計畫

書口試 
第一學期：約1月底

前 
第二學期：約6月底

前 
＊確定時間請注意

所辦公告 
＊寒暑假不安排計

畫書口試 

1. 口試委員交通安排：瞭解委員自行開車、

搭車前來或需同學接送。 
2. 會場準備：投影機、電腦等。 
3. 口試時需請一至二位同學現場記錄。 
4. 清理會場。 
＊相關文件：本所學位論文計畫書口試評分

單、本所學位論文計畫書口試結果通知

書。 

繳交學位論文

計畫書口試紀

錄 

學位論文計畫書口

試後二週內 
將學位論文計畫書口試的紀錄單紙本交至所

辦，作為後續申請畢業論文審查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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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目 期限 說明 
申請學位論文

口試 
第一學期： 
約12月底前； 
第二學期： 
約6月底前 
 
＊學位論文口試一

個月前 
＊確定時間請注意

所辦公告 

1. 須完成必修學分數。 
2. 需經計畫書口試後三個足月，得舉行學位

論文口試。提出口試時，請同時至教務處

選課系統網頁登錄中英文論文題目。 
3. 於口試前一個月，填送學位論文口試申請

書，經指導教授蓋章後送至所辦，由所辦

審核畢業資格是否符合，包括畢業學分、

英語畢業門檻、學術倫理課程（口試後若

有修訂中英文論文題目，請上教務處選課

系統網頁修改）。 
4. 所辦將審查資料（學位論文口試申請書、

聘函、所務會議紀錄等）送至註冊組辦

理。 
5. 待註冊組審核通過後，應試生請至所辦領

取口試委員聘函，於考試二週前將聘函連

論文一併送至口試委員。 
＊相關規定：「國立中興大學圖資所學生學位

論文規定」。 

學位論文口試 第一學期：約1月底

前 
第二學期：約7月底

前 
＊確定時間請注意

所辦公告 

1. 口試委員交通安排：瞭解委員會自行開

車、搭車前來或需同學接送。 
2. 會場準備：投影機、電腦等。 
3. 口試時需請一至二位同學現場記錄。 
4. 清理會場。 

繳交學位論文

口試紀錄 
完成學位論文口試

後兩週內 
將學位論文口試的紀錄單紙本交至所辦存

查。 

「中興大學電

子學位論文服

務(ETDS)系
統」線上建檔 

完成學位論文口試

後兩週內 
1. 程序：論文完成最終修改後，自行連結網

站http://etds.lib.nchu.edu.tw/main/index，依

下方操作手冊說明依序建檔及上傳論文，

檔案上傳後，圖書館將於三個工作日內完

成審核，審核無誤後系統會自動寄發「審

查通過通知單」。研究生自行列印授權書

並簽名後，持授權書及兩本紙本論文至圖

書館辦理離校手續。 
2. 注意：若有未通過審查之情形，系統會自

動寄發e-mail通知，請儘速更正錯誤項目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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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目 期限 說明 
重新上傳電子檔。 

3. 相關規定：研究生畢業離校注意事項、電

子檔案規格、轉檔與上傳說明、電子學位

論文服務流程圖。 
  

領取論文口試

委員簽名頁及

印刷論文 

完成學位論文口試

後兩週內 
1. 依考試委員建議完成論文最終修改，經指

導教授確認無誤後，向所辦領取「論文考

試委員簽名頁」。 
2. 依本所學位論文格式要求之格式及順序裝

訂論文，「論文考試委員簽名頁」及「論

文授權頁」亦應一併裝訂，且至少需裝訂

四冊送校辦理離校【二冊送所辦公室留存

(精裝平裝各一)、二冊送學校圖書館永久保

存】。 
3. 相關規定：中興大學圖書資訊學研究所碩

士論文格式。 

辦理離校手續 第一學期： 
約一月底前 
第二學期： 
約八月底前 
＊確定時間請注意

所辦公告 

1. 填寫畢業生離校手續申請單。 
2. 所辦公室程序： 

a.送繳二冊論文（一精一平），送繳之論

文均需蓋所章。 
b.領取論文考試成績通知書。 
c.繳回影印卡、研究室鎖匙、圖書、各項

應繳未繳款項。 
d.經所長確認用印。 

3. 本校離校程序：依序完成圖書館（繳交論

文比對結果電子回條及論文二冊、歸還圖

書）→總務處（歸還碩士服）→學務處→
教務處（送繳「論文考試成績通知書」）

→領取畢業證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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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相關法規辦法 
國立中興大學圖書資訊學研究所學生須知 

 

91.08.08所務會議修正通過 
94.01.19所務會議修正通過 

101.03.08所務會議修正通過 

1. 本所學生修業年限為二至四年，在職生得延長修業年限一年（不包括休學

年限 2 年）。 

2. 本所學生應修畢規定學分且成績及格方符合修課要求（研究生各科學業成

績以 70 分為及格）。詳細修課規定見「國立中興大學圖書資訊學研究所學

生修課規定」。 

3. 本所學生得依「國立中興大學學生校際選課實施辦法」相關規定，選修他

校開設之課程，以選修非本校之必修科目而與主修有關但未開設之科目為

限。 

4. 本所學生須撰寫畢業論文；惟 94 至 100 學年度入學學生需通過資格考試

並撰寫畢業論文。有關畢業論文之詳細規定見「國立中興大學圖書資訊學

研究所學生學位論文規定」。 

5. 一般生可依「國立中興大學研究生獎助學金實施審核辦法」及「國立中興

大學圖書資訊學研究所研究生獎助學金審核辦法」申請獎學金或助學金，

每學期申請一次，並向所辦公室辦理登記。 

6. 領取助學金的研究生須依規定協助所內研究及行政工作，且所領津貼不得

高於獎學金。 

7. 本所設有研究生研究室，學生可依規定申請使用。有關詳細規定見「國立

中興大學圖書資訊學研究所學生研究室使用規定」。 

8. 本所設有公告欄，學生必須隨時注意公告事項。 

9. 本所各項臨時重要通知係以 e-mail 傳送至學生電子郵件信箱，如須更改郵

件信箱，應至所辦公室辦理更正。 

10. 本所學生有問題可隨時向所長、導師、教師或職員詢問或反應。 

11. 本所各項申請表格均公告於本所網頁/檔案下載區中，如有需要，請自行下

載使用。 

http://www.pda.nchu.edu.tw:8081/gilis/rule/rule_02_01.asp
http://www.pda.nchu.edu.tw:8081/gilis/rule/rule_02_01.asp
http://www.nchu.edu.tw/%7Eindodep/chinese/laws/C05.htm
http://www.pda.nchu.edu.tw:8081/gilis/rule/rule_04_01.asp
http://www.pda.nchu.edu.tw:8081/gilis/rule/rule_04_01.asp
http://www.pda.nchu.edu.tw:8081/gilis/rule/rule_13_01.asp
http://www.pda.nchu.edu.tw:8081/gilis/rule/rule_01_01_01.asp
http://www.pda.nchu.edu.tw:8081/gilis/rule/rule_01_01_01.asp
http://www.pda.nchu.edu.tw:8081/gilis/rule/rule_10_01.asp
http://www.pda.nchu.edu.tw:8081/gilis/rule/rule_10_01.asp
http://www.pda.nchu.edu.tw:8081/gilis/download/download_02_01.asp
http://www.pda.nchu.edu.tw:8081/gilis/download/download_02_01.as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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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修課規定 

國立中興大學圖書資訊學研究所學生修課規定 
91.08.08所務會議第一次修正通過實施 
93.06.07所務會議第二次修正通過實施 
94.01.19所務會議第三次修正通過實施 
95.02.23所務會議第四次修正通過實施 
96.02.07所務會議第五次修正通過實施 

106.04.11所務會議第六次修正通過實施 
110.07.06所務會議第七次修正通過實施 
110.08.24所務會議第八次修正通過實施 

 
1. 本所修課最低畢業學分為 33 學分，包括論文 6 學分。 
2. 本所 109 學年度後入學必修科目為： 

(1) 圖書資訊學研究； 
(2) 參考資源與服務； 
(3) 研究方法。 
非本科系畢業學生應於第二學年上學期補修圖書資訊學實務（實習時間安排於

第一學年暑假進行），具一年以上圖書館實務工作經驗者，得申請免修圖書資訊

學實務。前述課程不計入畢業學分。 
3. 本所必、選修科目無先修或擋修規定，各年級各學期均可自由選讀。 
4. 本所學生全職生每學期修課最多不得超過 15 個學分；在職生每學期修課最多不

得超過 10 個學分，若有特殊情形，得由導師及所長瞭解原因後裁定之。學生身

分以修課時期之實際身分認定，而非入學時之錄取身分。 
5. 本所學生應於每學期開課第一週持預選課表向指導教授報到，討論修課規劃（一

年級尚未敦請指導教授之前由導師代理），在徵得指導教授或導師同意後方可進

行加退選。若有特殊情形，得由導師及所長瞭解原因後裁定之。 
6. 本所學生應於一、二年級修完必修課程。第一學年以選修本所開設課程及本所認

可之校內外圖書資訊相關課程為原則（本所目前與臺大、政大圖書資訊學系所簽

訂校際選合作協議）；第二學年起，得經導師同意後選修其他學科領域相關課程

（限大學部四年級及研究所課程），可納入畢業學分，但不得超過 6 學分。 
7. 本規定經所務會議通過後實施，修正時亦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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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中興大學圖書資訊學研究所學生抵免學分辦法 

 
中華民國93年11月25日訂定 

中華民國94年10月18日修訂 
  中華民國101年7月12日修訂 

中華民國110年8月24日修訂 

 

第一條  本辦法依據「國立中興大學學生扺免學分辦法」訂定。 
第二條  抵免（含免修）學分應於進入本所碩士班就讀之第一學期選課時一併辦理，

限申請一次。 
第三條  凡曾於最近五年內，修習本校或校外碩士班或碩士學分班相關課程成績達

70 分，且未計入畢業學分者，得申請抵免學分。 
第四條  碩士學分之抵免：持有國立中興大學圖書資訊學研究所（以下簡稱本所）

之學分證明書，並考取本所碩士班修讀學位，得申請抵免；若為他校或本

校其他系所碩士班課程(含碩士學分班)，則需經過本所以考試或審查方式

追認之。抵免學分最高以本所碩士班畢業學分之 12 學分為限。抵免課程

之成績不列入碩士班學期平均分數。 
第五條  非本科系新生必選修課程之抵免： 

1. 非本科系新生具一年以上圖書館工作經驗者，得憑工作機關出具之在職

證明或離職證明，填寫「免修圖書資訊學實務課程申請書」，詳述工作

內容並經圖書館證實，向本所申請免修「圖書資訊學實務」課程。 
2. （刪除） 
3. （刪除） 

第六條  抵免學分之審查由本所召開所務會議，參酌相關證明文件討論後核定之，

必要時得先行徵詢授課教師意見。 
第七條  本辦法經所務會議通過，教務單位核備後實施，修正時亦同。 

http://www.pda.nchu.edu.tw:8081/gilis/download/download%20documents/B19.do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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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臺灣大學圖書資訊學系、國立中興大學圖書資訊學研究

所校際選課合作協議書 
中華民國102年08月 

一、國立臺灣大學圖書資訊學研究所與國立中興大學圖書資訊學研究所，為充分

利用雙方之教學資源，提昇雙方學生之學術水準，特依「國立臺灣大學校際

選課實施辦法」、「國立中興大學校際選課辦法」，訂定本協議書。 

二、交換選課以兩所之研究生為範圍，選修對方之課程以己方未開設之課程為

限。 

三、學生選修對方課程，須經授課教授同意，並徵得選課生之指導教授（或導

師）及雙方所長之認可，始得選修該課程。 

四、學生修習對方之學分數不得超過肄業研究所規定最低畢業總學分數之四分之

一，學生每學期選修他校之學分數，最多以五學分為限。 

五、他校研究生選修本校之課程，須有本校研究生選修，方得開課。參加互選某

一課程之學生人數，以不超過該課程之學生容量為原則。 

六、雙方選課之學生，應依對方學校之規定，繳納學分費。 

七、每學期結束後，接受選課之學校，應將選課學生成績連同試卷或書面報告等

分送選課學生原肄業學校。 

八、互選課程之細則，依開課學校之校際選課實施辦法施行。 

九、本實施要點自九十學年度第一學期生效，至合作雙方中之任何一方以書面方

式提出終止合作之提案始失效。 

十、本協議書經兩校核定後實施，如有未盡事宜，由雙方協商後修訂之。 

 
合作單位：國立臺灣大學圖書資訊學系暨研究所系所主任：林珊如 
合作單位：國立中興大學圖書資訊學研究所所長：張慧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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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中興大學圖書資訊學研究所與境外姊妹校交換學生實施辦法 
中華民國 101 年 11 月 27 日所務會議訂定 

一、國立中興大學圖書資訊學研究所（以下簡稱本所）為促進國際學術交流，推動

交換學生事宜並加強與姊妹校之合作，特依據教育部相關辦法及本校相關規

定，訂定本辦法。 

二、交換學生有關事項，除教育部相關辦法或合作雙方另有約定外，悉依本校相關

規定辦理。 

三、除教育部相關辦法或合作雙方另有約定，交換學生應自行辦理及負擔相關費

用。 

四、交換生在接待學校從事修課不具學籍身分，不獲取學位。 

五、本所教學以華語（中文）為主，申請就讀本所之國際學生母語非華語者，申請

時需檢附華語文能力測驗（The Test Of Chinese as a Foreign Language, TOCFL）
高階級或中等 4 級、漢語水平考試（Hànyǔ Shuǐpíng Kǎoshì, HSK）中等 7 級

以上證書、華語修業 480 小時以上的證明。 

六、姊妹校交換學生至本所研修，除教育部相關辦法或本校與姊妹校之合約另有

規定外，應依下列原則辦理： 

（一）交換對象：大學部以大四以上學生為原則，研究所以至少在原屬學校修業

滿一年之碩士生為原則，學業成績優良且獲原屬學校推薦，並應符合原屬

學校及本校之入學要求及其他規定。 

（二）交換年限：以一學期或不超過一學年為限。 

（三）課程：每學期至少修習本所兩門課。 

（四）獎助學金：不得申請本校研究生服務學習獎助學金。 

七、所有錄取交換學生皆需自行辦理宿舍申請、簽證、選課、學分抵免、機票、機

場接送及保險等個人事宜。 

八、本所學生申請至姊妹校研修，除教育部相關辦法或本校與姊妹校之合約另有

規定外，應依下列原則辦理： 

（一）申請資格：在本所修業滿一年，且在校第一學年總成績平均達 80 分以上或

有特殊表現成績優異者，並且符合本校及交換學校之入學要求及其他規定。 

（二）申請截止日：於本校訂定之申請截止日前一個月向本所辦公室提出申請。 

（三）申請程序：檢具本校選派優秀學生出國研習申請表、中英文自傳、大學/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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究所歷年成績單、中英文學習計畫書、外語能力證明、密封之英文推薦函

二封與其他有利於審查之資料，於本校訂定之申請截止日一個月前向本所

辦公室提出申請。（申請至大陸地區交換者無須檢附：英文自傳、英文學

習計畫書、外語能力證明及英文推薦函） 

（四）名額與補助金額： 

1. 通過本所初選推薦至學校參與複選者，名額與補助金額由學校或補助單

位核定。 

2. 目前赴大陸地區交換不能申請教育部學海飛颺獎學金補助。 

（五）交換年限：以一學期或不超過一學年為限。 

（六）申請至非教育部所列「大陸地區高等學校認可名冊」之姊妹校研修，不承

認學分或抵免。 

（七）義務： 

1. 交換學生於交換學校完成註冊手續後，即視同為該校學生，應遵守該校一

切規定，不得做出有損兩校校譽行為。 

2. 抵達該校及返國兩週內須填寫交換生赴國外研修通知單。 

3. 交換期間，應密切與本校國際事務處保持連繫，並且留意自身安全問題。 

4. 返國兩個月內須繳交心得報告，同學所繳交之心得報告，本校國際事務處

有權在網站公開及使用於各種相關活動文宣用品上，不需另行徵同學同

意。 

5. 交換生返國畢業前，應盡義務協助及輔導本校同學，並且提供相關諮詢及

必要資訊。 

（八）其他：本原則未規定事宜，悉依當年度交換學生甄選簡章及本校相關規定

辦理。 

九、本校具役男身分同學需依法完成各相關手續，並於交換期間結束後準時返國，

不得有滯留國外之情形；如有違反情況，須自負一切法律責任並按校規處置。 

十、所有學生返國後不論抵免學分與否，均不得以任何理由要求退還學分費或學

雜費。 

十一、本辦法未規定事宜，悉依本校及教育部其他相關規定辦理。 

十二、本辦法經所務會議通過，報請校長核定後實施，修訂時亦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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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獎助學金暨獎勵補助辦法 

國立中興大學圖書資訊學研究所研究生獎助學金審核辦法 
91.6.26 所務會議通過 

93.11.30 所務會議修正第四條第一項 
94.4.1 所務會議修正第四條第二項 

97.07.22 所務會議修正第一條~第六條 
98.4.21 所務會議修正第四條 

98.12.01 所務會議修正第四條 
99.1.19 所務會議修正第四條 

100.2.22 所務會議修正第三條 
100.8.16 所務會議修正第四條 
103.2.25 所務會議修正第四條 

105.4.12 所務會議修正通過 
105.12.20 所務會議修正第四條第一項 

 

第一條 依據「國立中興大學研究生獎助學金實施辦法」訂定。 

第二條 圖書資訊學研究所（以下簡稱本所）研究生獎助學金審核委員會，由本所

專任教師組成，所長為召集人，負責審核本所研究生獎助學金之申請及分

配事宜。 

第三條 本所研究生入學無專職工作者，得於每學期完成註冊後，向所辦公室提出

獎助學金申請。 

第四條 本所研究生獎助學金分為獎學金及助學金二種。獎助金額依據本校年度實

際分配預算總額與本所研究生申請人數，每學期重新調整計算。分配方式

如下： 

一、獎學金： 

（一）甄試入學之正取生第一名且於該學年度就讀者，頒發新生獎學金二

萬元。 

（二）優秀新生入學獎學金：一般考試入學之正取生第一名且於該學年度

就讀者，頒發新生獎學金六萬元。 

（三）學期獎學金：每學期發給一、二年級生各一名。由前一學期學業成

績最優者領取。 

二、助學金：申請助學金的研究生須協助教師教學相關事務。 

第五條 研究生申請獎助學金協助教師教學相關事務不力，或觸犯校規受記過以上

處分者，應限制申請或停發本獎助學金。 

第六條 本獎助學金審核辦法經所務會議通過，依行政程序呈請校長核可後實施，

修正時亦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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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中興大學圖書資訊學研究所學生著作發表獎勵補助辦法 
980421 所務會議通過 

1090225 所務會議修訂第四條、第六條 

第一條 為鼓勵圖書資訊學研究所（以下簡稱本所）學生發表著作，以提升研

究能力及加強學術交流，特訂定本辦法。  
第二條 凡本所學生以「國立中興大學圖書資訊學研究所」為名，在國內外具

審查制度之期刊或學術研討會發表，且論文之發表日於該生就學期間

或畢業後一年內完成始可獲得獎勵。  
第三條 本獎勵辦法以「篇」為獎勵原則，每篇論文以獎勵第一作者為限。每

位學生就學期間至多獎勵 2 篇。  
第四條 本校在校學生或畢業後一年內之學生可提出申請。隨到隨審。  
第五條 申請程序：備妥發表論文之抽印本或接受函一式一份於上述期限內向

所辦公室提出申請。  
第六條 凡審核通過者，獎勵金發放金額如下：  

（一） 會議論文：每篇獲新臺幣二千元獎勵金。（須具同儕審查機制） 
（二） 期刊論文：科技部三級每篇獲新臺幣三千元獎勵金；科技部二級每篇

獲新臺幣四千元獎勵金；科技部一級每篇獲新臺幣五千元獎勵金。  

第七條 經費來源：本項獎勵之經費由本所獎助學金勻支，不足部分由系所經

常費支應。  
第八條 本辦法經所務會議通過後實施，修訂時亦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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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中興大學圖書資訊學研究所學生出國參與國際會議補助辦法 
98.04.21所務會議通過 

一、 為鼓勵圖書資訊學研究所（以下簡稱本所）學生出國參與國際會議，累積國

際學術活動經驗、擴大國際視野，特訂定本辦法。 

二、 名額：補助人數視情況而定，每年一至數名。 

三、 獎助金額：每年補助總額以五萬元為限。 

四、 補助範圍：於台灣以外地區舉辦之國際會議（含大陸地區）。 

五、 申請條件：（需同時符合下項一至三項條件） 

1. 學業成績平均達 80 分以上。 
2. 英文能力需通過本所畢業英語能力檢定辦法。 
3. 對參與國際學會事務有興趣者。 
4. 有著作發表者，優先補助。 

六、申請方式：申請時檢附下列資料，送本所辦公室審核。 

1. 「學生出國參與國際會議經費補助」申請表乙份。 
2. 研究所歷年成績單。 
3. 會議議程乙份。 
4. 會議重要性之說明及活動規劃。 
5. 中英文自傳。 
6. 通過英語能力檢定證明 

七、申請期限：會議前二個月向本所辦公室提出申請。 

八、審查與輔導：本所於申請期限截止後將召開所務會議進行審查與排序，並根

據受補助學生擬參與會議與領域推薦教授給予輔導。 

九、經費核銷方式：會後一個月內檢具參訪報告，送本所辦公室核備，核銷方式

依本校校務基金會計作業方式辦理。本辦法經所務會議通過後實施，修訂時

亦同。 

十、本辦法經所務會議通過後實施，修訂時亦同 

  

http://www.pda.nchu.edu.tw:8081/gilis/download/download%20documents/G61.do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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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實習辦法 

國立中興大學圖書資訊學研究所學生校外實習實施辦法 
1080604 課程委員會議通過 

一、為推動本所專業課程實習制度，訂定本所學生校外實習實施辦法（以下簡稱

本辦法）。 

二、實施目標： 
（一）透過實習過程協助學生結合理論與實務知識，以對圖書館工作的專業活

動有更深入見解。  
（二）培養學生獨立自主、溝通協調及團隊合作精神，並建立良好人際關係，

累積就業專業能力。  

三、本所於課程委員會中納入校外實習委員會之功能機制，所長為召集人，本所

教師為當然委員，其成員得包含學生代表與合作機構代表各一人，任期一

年，得連任之。本委員會須有二分之一（含）以上委員出席，始得開議，以

多數決方式決議。  

四、本委員會之任務如下： 
（一）整體規劃及推動校外實習課程。 
（二）確認合作機構之評估結果及選定。 
（三）擬訂書面契約及學生個別實習計畫。 
（四）協調處理學生申訴、爭議及意外事件。 
（五）處理學生實習期滿前之終止實習。 
（六）追蹤處理及檢討學生實習輔導訪視結果。 
（七）其他學生權益保障相關事項。  

五、校外實習單位包括各類型圖書館，如：國家圖書館、學術圖書館（含本校圖

書館）、 學校圖書館、公共圖書館及專門圖書館。  

六、校外實習作業流程：  
（一）相關作業流程如附件一，依作業流程辦理各項事務。  
（二）研一非本科學生先與實習老師討論欲實習之單位，並向本所辦公室登

記，於當學年度 5 月中旬前提送校外實習申請文件至課程委員會審

查，審查通過後由所辦公室辦理發文事宜。  
（三）實習學生不支薪。  
（四）學生實習期間由本所辦理學生平安保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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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實習學分及實習成績考核規範：  
（一）本所校外實習為 0 學分之選修課程「圖書資訊學實務」，研一非本科學

生應於入學第二學年上學期補修，實習時間安排於研一升研二暑假進

行，實習時數至少 72 小時。具一年以上圖書館實務工作經驗者，得申

請免修「圖書資訊學實務」。若學生有特殊情況需提早或延後進行實

習，得提出書面申請由課程委員會另案審議。  
（二）學生實習期間需撰寫實習報告，於指定時間內繳交給實習老師並參加實

習成果分享會。  
（三）實習成績滿分為 100 分，包含學習態度、負責程度、合作態度、工作績

效等 4 個項目，合計實習佔 80%，實習報告佔 20%。實習期間成績由

實習單位填寫實習考核表（附件二）進行評分。  
（四）完成實習之學生須於下學年度上學期，依校訂選課時間內選修「圖書資

訊學實務」課程，方能登錄成績，完成修課程序。  

八、本辦法經所課程委員會議通過後實施，修正時亦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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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中興大學圖書資訊學研究所學生實習標準作業流程 

負責人：任課教師 
對象：研一非本科學生。 
基本實習時數：72 個小時以上。 
實習內容：依學生及各實習圖書館的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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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中興大學圖書資訊學研究所學生出國研習推薦補助辦法 

98.04.21所務會議通過 

1. 為鼓勵圖書資訊學研究所（以下簡稱本所）學生出國研習以擴大國際視

野，特訂定本辦法。 
2. 申請資格：本所研二以上在學學生具備相當外語能力，且在校第一學年總

成績平均達 80 分以上或有特殊表現成績優異者。 
3. 申請截止日：補助單位訂定之申請截止日前一個月向本所辦公室提出申

請。 
4. 研習地點與期限：經本辦法推薦補助出國研習者，須於核准後半年內至經

教育部承認學位或與本校簽有國際合作協定之學校研習，期限最長不得超

過半年。如因研究需要須延長研習者，得向本所辦公室申請延長研習，經

核准後自費研習。延長研習以一年為限。研習結束應於一個月內向本所辦

公室繳交研習報告。 
5. 名額與補助金額：通過本所初選推薦至學校參與複選者，名額與補助金額

由學校或補助單位核定。 
6. 申請程序：檢具本校選派優秀學生出國研習申請表、中英文自傳、大學/研

究所歷年成績單、中英文學習計畫書、外語能力證明、密封之英文推薦函

二封與其他有利於審查之資料，於申請截止日一個月前向本所辦公室提出

申請。 
7. 審查與輔導：本所於申請期限截止後將召開所務會議進行審查與排序，並

根據受補助學生擬研習的學校與領域推薦教授給予輔導。 
8. 學分與必修課：學生經本辦法補助出國研習者，其畢業所需之課程學分得

以其在國外修習之相關學分從寬抵免，於研習學校每學期至少須修習一門

專業課程。 
9. 本辦法經所務會議通過後實施，修訂時亦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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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中興大學選送學生赴國外研修獎學金審查作業要點 

中華民國96年3月21日第326次行政會議訂定通過 
中華民國98年1月7日第341次行政會議修正通過 
中華民國100年6月30日國際事務會議修正通過 

中華民國102年4月29日國際事務會議修正通過(全要點) 
中華民國106年10月31日國際事務會議修正通過(修正第9條) 
中華民國109年4月16日國際事務會議修正通過(修正第4條) 

 

一、國立中興大學（以下簡稱本校）為選送學生赴國外優秀大學、研究機構、產

經機構研修或專業實習，以培養具國際視野及參與國際研發團隊經驗之優秀

人才，特訂定本要點。 

二、校外機關（如教育部）之專案交流計畫，委託本校甄選者，依該專案計畫之

規定辦理。如無特別規定，則依本要點辦理。 

三、申請資格 

（一）具本校在學學籍之學生。 
（二）外國語言能力須符合薦送或研修學校自訂規定。 
（三）在校學業成績優異、專業領域研究著作出眾者。 
（四）符合各專案交流計畫之資格規定。 

四、獲獎學生獎助年限及研修類型 

（一）研修期程不得低於一學期或學季，專業實習不得低於一個月，最高以

一年為原則。同一申請人，同一教育階段，以補助一次為限。 
（二）獲獎額度依當年度預算編列。 
（三）研修類型 

1. 修讀學分（校院系級交換計畫、短期課程等）。 

2. 未修讀學分（專業實習、實驗室交換等）。 

3. 雙聯學位。 

五、申請獎助所需資料 

（一）個人基本資料表。 
（二）留學國語文能力證明影本。 
（三）在校歷年成績單影本（大學部需註明全班排名百分比）。 
（四）推薦函二封。 
（五）已獲得對方學校入學許可之同意函。（出國前補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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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修讀計畫書，內容至少包含： 

1. 國外研修計畫摘要，含研修期程。 

2. 個人傑出表現（請列舉具體事實，如個人受表揚及獲獎紀錄

等）。 

3. 擬進行研修計畫背景、目的、方法及其重要性。 

4. 擬前往國外研修學校/機構之學術成就與研修構想的相關性。 

5. 預期成果與未來發展。 

6. 研修學校/機構於該國最近公開評鑑排序之書面資料及該資料可供

查詢之網址。 

7. 研修期間經費預算。 
（七）個人資料提供同意書。 

六、審查委員會之組成：審查委員會由國際長、研發長、教務長及各學院院長組

成，國際事務處學術交流組長列席。審查會議由國際長召集，須經二分之ㄧ

以上委員出席始得召開。審查委員若不克親自出席時，可委託代理人行使權

利義務。開會必要時得邀請相關人員列席。 

七、審核標準：審查委員就下列條件書面審查： 

（一）在校成績、專業領域表現。 
（二）外語能力評鑑。 
（三）修讀計畫及就讀學校系所國際聲望。 
（四）推薦函。 
（五）社團及其他優異表現。 

八、申請、審查結果 

（一）申請者須於每年 3 月 20 日及 11 月 20 日之前申請，將相關資料送國

際事務處學術交流組辦理。 
（二）本校將依據教育部核定補助經費及其他專案經費，召開審查會議確定

選送對象及個人補助經費額度，並公告核定名單。 

九、選送生應注意事項 

（一）選送生應於預定啟程出國日前與本校簽訂行政契約書。在取得留學國

簽證後，可持護照、簽證文件、本校核定函、簽訂完成之行政契約

書、存款帳戶封頁影本、領款收據（自行由本校網頁下載），向本校

請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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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選送生所提之研究領域不得變更。於出國前，能提出具體說明者，得

向本校申請變更其留學國、研修大學（機構）、或指導教授一次，經

本校核定後，不得再變更。如未經同意任意變更者，喪失受獎助資

格，本校立即停止發給獎助金，選送生並應於本校通知發文日起九十

日內，償還已領取之ㄧ切獎助金。屆期不履行者，由本校依行政契約

書規定追償已領獎助金。 
（三）選送生應於申請之預定期程前辦妥出國手續，並啟程出國研修，屆期

未出國者，視為放棄。 
（四）選送生在國外就讀期期間未滿一學期或學季，專業實習未滿一個月

者，不得領取本獎助，已領取者應全數償還。 
（五）選送生赴國外大學校院研修者，應於期限屆期滿後六十日內返回原系

所並取得學位。 
（六）選送生於赴國外大學（機構）研修期間應保有本校學籍（未休學），

並履行返國完成攻讀學位義務，如有休學、退學、逾期返國、不返國

接續完成學業並取得學位者，本校依行政契約書規定追償已領獎助金

繳還教育部。 
（七）選送生因留學所涉之權利義務，依本校與選送生簽訂之行政契約書辦

理。 
（八）選送生可同時申請多項出國獎學金，但僅限領取一項獎學金。 

十、返國義務 

（一）受獎助人於研修期滿返國後二週內需填妥「返抵本國通知單」並繳交

修課成績或研究成果及格證明文件送國際事務處學術交流組，並於研

修期滿一個月內繳交詳細國外研修報告電子檔（1,000－1,500 字）及

辦理經費核銷。 
（二）其餘依教育部、本校規定及合約辦理。 

十一、本要點經國際事務會議通過，陳請校長核定後實施，修正時亦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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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畢業規定 

109 學年度入學碩士班研究生畢業條件明細表 
109 年 1 月 14 日修訂 

G-33     圖書資訊學研究所 109 學年度入學 碩士班 研究生畢業條件明細表 
項                 目 備      註 

一、修業年限： 
    1.最低修業年限：1 年  
    2.最高修業年限：4 年（不包括休學年限 2 年） 在職生得延長修業年限一年。 
二、應修最低畢業總學分數（不含體育及國防教育課程學分）

共 33 學分， 
包括下列兩項： 

研究生學業及操行成績均以 70 分為

及格。操行成績不及格者，予以退學。 

    1.學    科：必修最低 9 學分、選修最低 18 學分 學業平均成績佔畢業成績 50% 

    2.畢業論文： 6 學分 ※必修+選修+畢業論文=最低畢業總

學分。 

三、抵免學分：最高 12 學分 
依本校抵免學分辦法，並應於入學當

學期加退選課程截止日期前申請抵

免。 

四、選修大學部相關課程計入研究所畢業學分 

本校學生選課辦法規定：研究生每學

期應修學科學分由指導教授或系、

所、學位學程主管核定之。研究生因

課業需要，除本系（所、學位學程）

基本應修學分外，得經授課教師同意

後，選修大學部相關課程，該課程如

需計入畢業學分，須經指導教授及

系、所、學位學程相關會議通過，但

以六學分為限。 
五、承認外系（所）學分：最多 6 學分 含校際選課學分 

六、必修科目及學分數：共 9 學分（不包含碩士論文） 必修科目不及格應予重修， 

       科目名稱                           學分數 必修科目未修滿不得畢業。 

    1. 圖書資訊學研究                        3  
    2. 參考資源與服務                        3  
    3. 研究方法                              3  
    4. 碩士論文                              6  
七、系所指定應補修大學部基礎科目（不計入畢業學分）： 

非本科系學生共 0 學分 
本校研究所碩士班章程規定，研究生

應補修之大學部基礎課程，由系主任

（所長）及指導教授決定之，但補修

及格後，不計入畢業學分。未補修及

格前，不得參加學位考試。 

非本科系畢業生應於入學第二學期

上學期補修圖書資訊學實務（實習時

間安排於第一學年暑假進行），具一

年以上圖書館實務工作經驗者，得申

請免修圖書資訊學實務。 

    1. 圖書資訊學實務（實習課）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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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33     圖書資訊學研究所 109 學年度入學 碩士班 研究生畢業條件明細表 
項                 目 備      註 

八、碩士學位考試（論文考試）： 
  1.研究生入學第一學年結束前，應商請指導教授。 
  2.研究生須於申請論文考試前取得學術倫理教育修課證

明，前項資格由各系（所、學位學程）認定。 
  3.研究生修完最低修業年限且修畢規定課程及學分，並

完成研究論文初稿者，得於當學期完成註冊選課後，於

預定舉行論文考試日期至少二十天前，提出論文考試

申請。論文考試成績以 70 分為及格。 

論文考試成績佔畢業成績 50%。 
研究生得透過臺灣學術倫理教育資

源中心網站自我學習，並通過總測驗

取得修課證明；各系（所、學位學程）

另訂有應通過專業學術研究倫理教

育研習課程者，則依各系（所、學位

學程）另訂之規定實施。 

論文不及格而修業年限未屆滿者，得

於次學年或次學期申請重考一次，重

考仍不及格者，予以退學。重考及格

者之成績，概以 70 分計算。 

九、其    他 ：英語能力畢業標準： 
    1.學生須先修畢規定最低畢業總學分數(含必修學分數)

五分之四，於徵得指導教授之同意後方得提出學位論

文計畫書。 
    2.申請畢業論文考試前，應先通過本所學位論文計畫書

口試，99學年度以後入學者另須通過英語文能力檢定。 

依「國立中興大學學生英文能力畢業

標準檢定辦法」第 2 條規定，授權系

所自訂研究生英語能力畢業標準。

(98.3.26 第 57 次教務會議訂定) 

※必修科目及畢業學分數規定由系所依各學年課程規劃表填列；章程查詢網址：

http://www.oaa.nchu.edu.tw/rule01.htm 
※畢業條件異動請依畢業條件異動簡化程序建議表辦理。如無課程或學分異動，不須每學年提

送。 
※本表格修訂係依第 62、70、71 次教務會議紀錄。 
 
系(所、學位學程)承辦人：                   系所主管簽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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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中興大學圖書資訊學研究所畢業英文能力檢定辦法 

97.12.10 所務會議通過 
98.04.21 所務會議修訂第二條 

101.12.25 所務會議修訂辦法名稱 

 

第一條 圖書資訊學研究所（以下簡稱本所）為提昇學生英文能力之水準，增進其

就業、升學競爭力，特訂定本辦法。 

第二條 本辦法適用對象為 99 學年度起入學之本所學生。 

第三條 學生須於申請畢業論文考試前參加以下英文能力檢定，達到其檢核標準之

一者，視為通過畢業英文能力檢定。 

一、「托福紙筆測驗（TOEFL ITP）」500 分（含）以上。 

二、「托福電腦測驗（TOEFL CBT）」173 分（含）以上。 

三、「托福網路測驗（TOEFL IBT）」61 分（含）以上。 

四、「國際英語測驗（IELTS）」5.0 級（含）以上。 

五、「英國劍橋大學國際英文認證（Cambridge Certificate）」PET（含）以

上。 

六、「多益測驗（TOEIC）」600 分（含）以上。 

七、「全民英語能力分級檢定（GEPT）」中高級初試（含）以上。 

第四條 未通過第三條規定之學生，應選修本校英語相關課程（請參考附件英語基

本能力訓練表），該科成績需達七十分以上，且經所務會議通過後，視同通

過本所畢業英文能力檢定。 

第五條 曾在英語系國家求學兩年以上之學生，持相關證明經所長核定，即可視同

通過本所畢業英文能力檢定。 

第六條 本辦法經所務會議通過後施行，修訂時亦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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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中興大學圖書資訊學研究所學生學位論文規定 
 

民國 91 年 08 月 08 日所務會議修正通過實施 
 94.01.19.所務會議修正通過實施（修正內容：第二項第一條） 

 101.03.08.所務會議修正通過實施（修正內容：第二條第一項）  
101.06.12.所務會議修正通過實施（修正內容：第一條第四項） 

 
一、 學位論文指導教授敦聘辦法 

（一）學生入學後應於第一學年結束前商請指導教授，入學後第一年應以修課

為主。 
（二）學位論文指導教授以本所專任教師為主，如有必要，得經所務會議同意

後，延聘兼任教師或其他相關科系之教師擔任。 
（三）擬請本所專任教師擔任論文指導教授之學生，須填寫申請書（網頁表

格：指導教授名單通知書及同意書及 論文指導教授同意書），請同意

指導之教授簽名後，繳回所辦公室。 
（四）非本所專任教師擔任論文指導教授採共同指導制，需有本所專任教師共

同指導。 
（五）擬請非本所專任教師擔任論文指導教授之學生，須填寫申請書（網頁表

格 B2-2、B3），繳回所辦公室，提送所務會議審查。 
（六）學生選定論文指導教授後，應在指導教授協助下，提出學位論文計畫

書。 
（七）學生選定指導教授撰寫論文期間，如有特殊原因需更換指導教授時，應

填寫申請書並詳備理由，經前後任指導教授及所長簽章認可後，送所辦

公室提報研教組辦理（網頁表格 B18）。 
二、 學位論文計畫書審核辦法 

（一）94 至 100 學年度入學學生須先通過資格考試，於徵得指導教授之同意

後方得提出學位論文計畫書。 

（二）101 學年度（含）以後入學學生須先修畢規定最低畢業總學分數（含必

修學分數）五分之四，於徵得指導教授之同意後方得提出學位論文計畫

書。 

（三）學位論文計畫書之審核，以公開口試方式舉行。 

（四）學位論文計畫書以中文撰寫為原則。 

http://www.pda.nchu.edu.tw:8081/gilis/download/download%20documents/G13.doc
http://www.pda.nchu.edu.tw:8081/gilis/download/download%20documents/B02.doc
http://www.pda.nchu.edu.tw:8081/gilis/download/download%20documents/B02-2.doc
http://www.nchu.edu.tw/%7Egrade/download/adviser_agree.doc
http://www.nchu.edu.tw/%7Egrade/download/adviser_change.do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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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學位論文計畫書口試，經所長簽章認可後，由指導教授依學生論文計畫

書撰寫進度，於各月份中安排計畫書口試，惟寒暑假不安排計畫書口

試。 

（六）學位論文計畫書之口試委員，原則上由指導教授及本所專任教師所組

成，人數以三或五人為宜，如有必要延聘所外委員，得由指導教授安

排聯繫後通知所辦公室，由所方寄發正式口試通知。 

（七）經核准口試學生應於排定之口試日期前兩週，將學位論文計劃書送達

所有口試委員。 

（八）學位論文計畫書口試結果以委員人數多數決，分為通過及不通過兩

種，未通過者得於次學期規定時間內再提出申請，以一次為限。 
三、 學位論文考試辦法 

（一）學生在論文撰寫完成並經指導教授認可後，始得申請學位論文考試。 
（二）上學期碩士學位論文考試申請截止日期為 11 月 30 日，下學期碩士學

位論文考試申請截止日期為 5 月 30 日。學生須於規定期限內至所辦

公室填寫參加論文考試申請書一份（網頁表格 B7），經指導教授及

所長核准後，送教務處彙辦。 
（三）學位論文考試以公開口試方式舉行，考試委員會由指導教授推薦三至

五人，其中校外委員須佔三分之一以上，由所長報請校長遴聘之。考

試委員會由所長指定一人為召集人，論文指導教授不得擔任召集人。 
（四）學位考試成績以七十分為及格，一百分為滿分，並以出席委員評定分

數平均決定之。論文有抄襲或舞弊情事，經考試委員會審查確定者，

以不及格論。  
（五）學位考試成績如不及格，其修業年限尚未屆滿者，得於次學期或次學

年重考，重考以一次為限；重考成績仍不及格者，應令退學。 
（六）學位論文（含提要）以中文撰寫為原則；前經取得他種學位之論文，

不得再行提出。 
（七）學位論文考試日期須符合本校行事曆之規定，論文應於考試二週前送

交各考試委員，一份送所辦供學生參閱。 
（八）學位考試通過後，學生須將論文修改完畢，經指導教授確認無誤後，

始得請指導教授及所長在論文考試合格證明上簽名認可。 
（九）其他未盡相關事宜，應依學校規定辦理。 

本規定經所務會議通過後實施，修正時亦同。 
  

http://www.pda.nchu.edu.tw:8081/gilis/download/download%20documents/G14.do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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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中興大學圖書資訊學研究所碩士論文格式 
102 年 8 月修訂 

壹、學位論文編印項目及次序 
一、封面 
二、空白頁 
三、書名頁（中文） 
四、書名頁（英文） 
五、審核頁 
六、授權頁（國家圖書館） 
七、授權頁（本校圖書館） 
八、誌謝辭（非必備） 
九、摘要（中文） 
十、摘要（英文） 
十一、目次 
十二、圖表目次 
十三、正文 
十四、參考書目 

（一）中文部分 
1. 圖書 
2. 期刊論文 
3. 網路資源 
4. 其他 

（二）西文部分 
1. Books 
2. Journal Articles 
3. Electronic Resources 
4. Others 

貳、學位論文各部分詳細規定 

一、篇首部分 
（一）封面 

論文封面一律採橫式 A4 大小，平裝本之封面顏色採用淺綠色雲彩紙

及黑色字體。精裝本封面顏色則採棗紅色燙金字。封面上下左右邊界

各留 3 公分，內容應包括下列各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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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該研究所全稱：國立中興大學圖書資訊學研究所（標楷體 20 點

字型，置中） 
2. 論文類別：碩士學位論文（標楷體 20 點字型，置中） 
3. 論文題目：一行無法容納時，應以倒三角形方式排列（標楷體

20 點字型，置中），中文題目下方列英文題目

（Times New Roman 20 點字型） 
4. 指導教授：○○○（標楷體 20 點字型，置中） 
5. 研究生：○○○（標楷體 20 點字型，置中） 
6. 論文完成日期：中華民國○○○年○○月，採中式數字 （標楷

體 20 點字型，置中）（封面樣式見附錄一）。 
（二）空白頁 

封面後加入一張白色普通用紙，內容空白，作為題贈用。 
（三）書名頁（中文） 

除了紙張為白色普通用紙之外，所有內容、形式與封面相同。視其需

要可加一頁英文版。 
（四）書名頁（英文） 

非必備，由各系所自行決定。 
（五）審核頁 

此頁由各系（所）提供，經口試委員、指導教授簽名，以證明論文口

試合格。（審核頁樣式見附錄二） 
（六）授權頁 

研究生自行登錄「中興大學電子學位論文服務（ETDS）系統」（網址：

http://www.lib.nchu.edu.tw/lib_main/lib_etds/etdsindex.htm），輸入論文

基本資料、上傳論文全文電子檔，並簽署授權書，再至圖書館繳交二

本紙本論文（須加蓋系所戳章及裝訂已簽署授權書影本）與授權書正

本。 
（七）誌謝辭【非必備】 

表達對師長、受訪者、同學、家人等感謝之意，以一頁為原則，最多

不超過兩頁。 
（八）中文摘要 

以一頁為原則，最多不超過兩頁，簡要說明研究動機、研究方法與設

計、資料收集與分析、研究結果及討論建議等。 
（九）英文摘要 

精簡原則與中文摘要相同，必須注意專有名詞的翻譯是否正確。 

http://www.lib.nchu.edu.tw/lib_main/lib_etds/etdsindex.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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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目次 
按前述「論文編印項目次序」所列各項順序，依次註明章節編號、內

容項目名稱及所在頁次，右邊對齊。 
（十一）圖表目次 

註明圖表的編號、名稱及所在頁次，右邊對齊。表在前，圖在後。如

圖或表總數超過 10 個以上，則分列表目次及圖目次。 

二、正文部分 

（一）論文編排 

1. 論文以章為主體，每章均另起新頁，章標題（章名）置於版面頂端

中央處。章下分節，不另起新頁，惟仍須居中排列。 
2. 論文之章節起始頁為奇數頁。章節編次使用一、二、三、…等中文

數字編號，章節與標題間空一（全型）。 
3. 各章節段落層次依序採用下列數序及縮格： 

一、 
ΔΔ （一） 縮格二格 
ΔΔΔΔ 1. 縮格四格 
ΔΔΔΔΔΔ (1)  縮格六格 

ΔΔΔΔΔΔΔΔ○1 縮格八格 

4. 行距：中文間隔一行，每頁最少 32 行，英文間隔 1.5 行，每頁最

少 28 行，章節名稱下留雙倍行距。 
5. 字距：中文為密集字距，每行最少 32 字。英文不拘。 

（二）圖表處理 

1. 表、圖均須分別編列阿拉伯數字序號與標題，並各自成體系。其序

數依照正文中之後次序為準。 
2. 表之序數與標題置於表之上方，並居中排列。 
3. 圖之序數與標題則置於圖之下方，同樣居中排列。 
4. 資料來源及說明一律置於表圖之下方，並齊左排列。 
5. 文內敘述涉及任何表、圖，應確切指明表或圖的序數，如「見表 1」

或「見圖 1」，不宜使用「見下表」或「見下圖」。 
6. 表、圖在文內之安插宜選擇適當位置，通常置於首次陳述的段落之

後，如遇實際需要，亦可另起一頁。惟均以置於版面中央為宜。 
7. 如圖表過大，可列印於大型紙張上，並以摺疊方式處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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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註釋 

1. 註釋置於各該附註出現之章節末（稱為 Chapternote）。 
2. 註釋置於正文之後，不需另起一頁。 
3. 引用或參考他人著作，均應使用註釋加以說明。 
4. 各章內連續編碼，各章之間不相接續。 

三、參證部分 

（一）參考書目 

1. 在正文撰述過程所徵引的所有參考文獻資料均應編製成參考書

目置於本文之後，另起一頁，頁次接續正文編碼。內容首分中、

西文，中文在前，西文在後。 
2. 參考書目之格式可依據 The Chicago Manual of Style, 16th ed.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2010）一書之格式或美國

心理學會（American Psychological Association, APA）2010 年版

出版手冊（第 6 版）之格式標準，擇一格式參照即可。 

（二）附錄 

凡屬大量數據或冗長資料，不便刊載於正文者，如原始資料（Raw 
data）、訪問記錄或問卷等，均可編為附錄置於參考書目之後，另起

一頁，頁次接續參考書目編碼。 

四、其他 

（一）版面 

1. 邊界︰設定上、下、左右邊界為 3 公分。 
2. 2.字型︰中文字型採標楷體，英文字型採 Times New Roman。 

（二）頁碼 

1. 頁碼位置應置於每頁的頁尾，對齊方式為置中。 
2. 摘要至正文前，以 i、ii、iii…等小寫羅馬數字連續編碼。 
3. 自正文第一章至附錄，均以 1、2、3…等阿拉伯數字連續編碼。 

（三）裝訂 

1. 裝訂線在左方，書脊列印（1）本校及系所名稱（2）學位論文類

別（3）論文名稱（4）著者姓名（5）畢業民國年月，採中式數

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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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上述前四項資料列印時距上緣的距離各為 3 公分、9 公分、12 公

分、19 公分。至於畢業民國年月則由下往上留 5 公分。（書脊樣

式見附錄三） 

參、送繳紙本及上傳電子檔 

一、送繳紙本 

通過論文口試之研究生應備妥經指導教授及論文考試委員簽名並加蓋系

（所）戳章之論文正本二冊繳交總圖書館，其中一冊留存學校典藏，另一冊

分送有關單位典藏。 

二、上傳電子檔 

在辦理離校手續前，須登錄「中興大學電子學位論文服務系統」內，輸入論

文基本資料，上傳與紙本論文內容相同之論文全文電子檔供學校典藏與利

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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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生線上離校流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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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畢業離校流程說明 

1. 請學生填寫「研究生畢業離校手續單」（下載請至

http://www.nchu.edu.tw/~regist/download/download/leave_new.doc），經指

導教授、系所主管簽章後，交給系所承辦人。 
2. 承辦人員收到「研究生畢業離校手續單」並檢查無誤後，請登入線上離

校系統（網址：https://onepiece.nchu.edu.tw/cof/leavelogin.htm），勾選同

意該生完成系、所、學位學程的離校手續。 
3. 研究生查詢畢業離校狀態的網址為：

https://onepiece.nchu.edu.tw/cofsys/plsql/acad_home，登入後再點選「其

他」選單中「離校狀態查詢」選項，各單位皆顯示「ok」後，請持學生

證、口試結果通知書正本至註冊組領取畢業證書。 
二、例外情況 

（一）若研究生口試通過，想辦理延後離校： 
請學生於離校手續截止日前填「延後離校通知單」（下載請至

http://www.nchu.edu.tw/~regist/download/download/delay_leave.doc），送

註冊組即可。 
（二）取消口試： 

請學生於學位考試舉行前填「取消口試通知單」（下載請至

http://www.nchu.edu.tw/~regist/download/download/oral_cancel.doc），送

註冊組即可。 
（三）口試不及格： 

請學生持「口試結果通知書」（碩士班下載請至

http://www.nchu.edu.tw/~regist/download/download/G3.doc），送註冊組登

錄即可。 
（四）未申請學位考試，但已登錄論文題目者 

請通知註冊組，學生於次學期繼續註冊。 
三、注意事項： 

（一）不克親領畢業證書者，得填寫委託書並檢具委託人及受委託人雙方身

分證件正本委託他人代領。 
（二）領取畢業證書時，學生證加蓋畢業章後，將發還給畢業生，學生證遺

失者，請於領取畢業證書時，一併填寫悠遊卡掛失單。 
（三）委託書下載請至 http://www.nchu.edu.tw/~regist/download/download/R-

005.doc  

https://onepiece.nchu.edu.tw/cof/leavelogin.htm
http://www.nchu.edu.tw/%7Eregist/download/download/delay_leave.doc
http://www.nchu.edu.tw/%7Eregist/download/download/oral_cancel.doc
http://www.nchu.edu.tw/%7Eregist/download/download/G3.doc
http://www.nchu.edu.tw/%7Eregist/download/download/R-005.doc
http://www.nchu.edu.tw/%7Eregist/download/download/R-005.do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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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其他規範 

國立中興大學圖書資訊學研究所研究生參與學習活動規範 
104 年 4 月 21 日所務會議通過 

107 年 7 月 3 日所務會議修訂通過 
108 年 6 月 4 日所務會議修訂通過 

 
為鼓勵本所研究生積極參與所內外各項學術活動，特訂定研究生學習活動規

範（以下簡稱本規範）如下： 

一、本規範之對象為本所一、二年級研究生，年級之計算以入學年度為依據。 

二、本規範定義之學術活動分為所內參訪、所內外演講暨研討會等兩部分： 

（一）所內參訪：應每學期參加 1 次，2 年累計參加 4 次。 

（二）演講暨研討會：凡圖資相關單位或本所「當代圖書館問題研討」課程

舉辦之演講暨研討會活動皆可計入（含各類型經驗分享、座談會

等），並且於活動後請承辦人員於活動護照簽章處簽名壓日期。 

1. 所內演講：應每學期參加 2 次以上，2 年累計至少參加 10 次 

2. 所外演講：應每學年參加 1 次，2 年累計至少參加 2 次。 

三、參與所外之學術活動，原則上不補助車資。 

四、若無法遵循上述規範或遇特殊狀況則另案處理。 

五、請於學習活動期間結束後將活動護照繳回所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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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中興大學圖書資訊學研究所研究生使用研究室規定 
91.08.08所務會議第一次修正通過實施 
93.06.07所務會議第二次修正通過實施 
99.07.02所務會議第三次修正通過實施 

106.04.11所務會議第四次修正通過實施 

一、 本所學生研究室共有兩間，706 室可容納 26 名，708 室可容納 10 名，共

36 名。學生入學後均可申請使用，已完成畢業論文口試者不得申請。 

二、 每學期申請時間為開學後一星期內，學生須至所辦公室提出申請。 

三、 706 室供一、二年級全（在）職生使用；708 室供高年級全職生並正在撰

寫論文者使用。如申請人數超過 36 名，核准優先順序為：(1)一年級全

（在）職生；(2)二年級全職生；(3)高年級全職生並正在撰寫論文者；(4)
二年級在職生生並正在撰寫論文者。如仍超額，最後順位者以抽籤決

定，其餘列為後補。 

四、 申請核准之學生每人可使用一個專屬研究座位、書架及置物櫃，並可取

得研究室及置物櫃鑰匙各一把。每個研究座位設有專用插座，每間研究

室設有一台公用電腦。 

五、 私人物品請妥善保管，如有遺失，本所無法負賠償之責。 

六、 每間研究室應選定一名學生負責管理，訂定自治公約，並注意安全問

題。 

七、 學生如有下列情形之一者，經本所查證屬實，取消該生之使用權，由後

補者遞補： 

1. 長期未使用研究室。 
2. 嚴重破壞自治公約，未維護環境整潔，引起同研究室其他多數學生

之抗議。 
3. 未經核准複製鎖匙供他人使用。 
4. 未經許可將研究室供非本所學生使用。 
5. 私自下載、安裝非法或未授權軟體於電腦內。 
6. 私自於電腦內設定個人使用密碼。 

八、 歸還座位時應將座位桌面、書架及置物櫃清理乾淨，並將研究室及置物

櫃鑰匙歸還所辦公室，逾期或未依規定清理歸還者，本所得取消其使用

權。 

九、 本規定經所務會議通過後實施，修正時亦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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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中興大學圖書資訊學研究所各項設備節約用電規範 

一、節約用電實施標準 

1. 室內溫度未超過攝氏二十八度不得開啟冷氣機，溫度設定以攝氏二十六至

二十八度為宜。每調高設定值 1℃約可節省冷氣用電 6 %，若配合電風扇

使用，可使 室內冷氣分佈均勻，不需降低設定溫度即可達到相同舒適感，

並可降低冷氣機 電力消耗。  

2. 若非特殊需要上午十時以前請各研究室避免使用冷氣。 

3. 夏天尖峰用電時段為上午十時至十二時及下午一時至五時，請儘量不要使

用耗電量大之電器。  

二、節約用電配合事項 

1. 本所教職員工生晚上不得在研究室、休息室等場所內睡覺或從事與研究工

作不相關之事情。  

2. 本所於暑假期間將指定地點作為學生自修場所，統一管理冷氣照明之開

關，請本所研究生務必配合。  

3. 各研究室冷氣機之空氣過濾網每兩星期至少清洗一次並製成紀錄，因為空

氣過濾網太髒容易造成電力浪費。 

4. 各研究室窗型冷氣機關機（離開）前五至十分鐘先關掉壓縮機（由冷氣改

為送風 或調高溫度設定）維持送風換氣不浪費餘留冷能，以節約用電。  

5. 各研究室冷氣開放時，應緊閉門窗防止冷氣外洩或熱風滲入增加空調負

載。 

6. 開冷氣時注意拉上窗簾隔絕直射的陽光可節省用電。 

7. 研究室照明除了書桌上方區域維持原照明，其餘地方不影響照度者應降低

或取消照度。  

8. 使用或離開室內十分鐘以上時應隨手關燈及關閉不必要之電源。 

9. 長時間不用電腦時可自動切掉總電源減少待機損失。  

10. 影印前須先設定紙張大小及複印份數，以免增加無效的複印，浪費紙張及

電力。  

11. 長時間不用電器應將電源插頭拔下以節省用電（未拔掉插頭所浪費的待命

電力約佔總耗電量的百分之十至十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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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中興大學圖書資訊學研究所影印機使用規定 
 

91.08.08所務會議第一次修正通過實施 
93.06.07所務會議第二次修正通過實施 

 

一、 符合下列各項規定情形之一者，得由本所提供免費影印服務： 

（一）本所專任教師、兼任教師及職員，因公務及教學上之必要。 
（二）本所各科教學助理經任課教師認可，影印指定閱讀資料。 
（三）其他經所長認可與所務相關之事由。 

二、 本所教、職員及研究生如需複印個人資料，可向所辦公室登記購買影印卡，

並妥善保管卡片。如遇離職、畢業或無使用之必要時，應將卡片繳回所辦公

室，遺失者，賠償製卡工本費一百元。 

三、 各科指定閱讀專用影印卡之額度為三百元，額度用畢後，如仍有影印之必

要，請向所辦公室重新申請額度。 

四、 各科指定閱讀資料如需印製裝訂成冊，各科教學助理可委託校外影印店複

印，並向商家索取收據(抬頭中興大學，標明單價、數量、金額，蓋店章及負

責人私章)或發票，向所辦申請補助經費，書籍則應移交本所圖書室依有關規

定管理。 

五、 影印紙之使用，應以雙面、重複使用為原則。 

六、 休息室影印機紙張不敷使用時，請向所辦公室登記領用。 

七、 本規定經所務會議通過後實施，修正時亦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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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相關申請文件表格 
（一）抵免學分 

抵免學分申請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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免修非本科系新生必選修課程申請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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免修圖書資訊學實務課程申請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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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生申請選修大學部相關課程並計入畢業學分申請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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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商請指導教授 

指導教授名單通知書及同意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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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所研究生論文指導教授同意書－專任教授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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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所研究生論文指導教授同意書－非專任教授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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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論文計畫書口試 

學位論文計畫書口試申請暨審核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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論文計畫書口試記錄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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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論文口試 

碩士論文考試申請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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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學籍相關 

國立中興大學學年度第學期學生休學、退（轉）學申請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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畢業生離校手續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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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空間設備 

名稱 間數 設備內容 

所長室 1 
備有個人電腦、雷射印表機、彩色噴墨印

表機、影印機、網路集線器、教學用筆記

型電腦、投影機、數位相機、傳真機、

Switch、燒錄器、無線寬頻路由器、麥克

風、錄音筆、簡報筆、無線教學機、護貝

機、視訊鏡頭、底片匣掃描機、實物投影

機、腳架、裁紙機、碎紙機、吸塵器。 

所辦公室 1 

教室 2 

每間可容納 20-25 人。 
影音視聽設備：個人電腦、單槍投影機、 
電動布幕、螢幕切換器、喇叭、白板、循

環風扇。 
教師研究室 6 個人電腦、雷射印表機。 

研究生研究室 2 

分別可容納 26 人及 10 人。具備 1 台公

用電腦、個人電腦、雷射印表機、掃描機、

網路集線器。另校內計算機及資訊網路

中心提供 SPSS、影像、文件交換支援格

式、字型、防毒、文書處理及 windows 等
合法電腦軟體，供學生使用。 

休息室 1 
可納 6-10 人。備有觸控液晶互動式電子

白板、飲水機、休息桌椅、冰箱、微波爐、

烤箱、電鍋等。 

圖書資訊學教學實驗室

（位於圖書館 5 樓） 1 

可容納 30 人。具備個人電腦 15 台、雷

射印表機、掃描機、網路集線器。另有廣

播教學系統，單槍投影機、實物投影機、

無線麥克風、綜合擴大機及會議桌等教

學設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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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辦公室、研究室、教室編號及電話分機號碼一覽表 

圖書資訊學研究所 

人文大樓辦公室、研究室、教室編號及電話分機號碼一覽表 
本所專線：04-22840815#7102 或 7103  本所傳真：04-22871869 
本所校內分機：815 或 816    文學院辦公室：313#9 

房間名稱 房間編號 分機號碼 房間名稱 房間編號 分機號碼 

所長室 710 7101 郭俊桔老師 
研究室 701 701 

所辦公室 710 7102 (所秘) 
7103(工讀生) 

鄭琨鴻老師 
研究室 702 702 

會議室 710 7105 宋慧筠老師 
研究室 703 703 

大教室 707 7072 鄭怡玲老師 
研究室 723 724 

小教室 709 709 蘇小鳳老師 
研究室 724 723 

休息室 704 704 范豪英老師 
研究室 705 705 

桌球室 
(學會辦公室) 208 208 

趙欣怡老師 
研究室 1008 1008 

數資學程 
辦公室 314-2 313#3142 

康友維老師 
研究室 1019 1019 

圖資所 
實驗室 302 302 研究生 

大研究室 706 7061(後) 
7062(前) 

圖書資訊 
教學實驗室 

圖書館 
LIS Lab501 290#511 研究生 

小研究室 708  708 

所內電話： 
撥打所內分機，直撥分機號碼； 
撥打校內分機請先按 0，再按分機號碼； 
撥打市區外線請先按 2 次 0，再按號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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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校園平面配置示意圖暨本所位置 

人文大樓七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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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 國立中興大學 110 學年度行事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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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 教務法規章則重要法規摘錄 

一、修業年限： 

（學則：http://www.oaa.nchu.edu.tw/download/rule/C01.pdf） 
碩士班之修業年限為一至四年，博士班則為二至七年。以在職生身分錄取之

研究生未能在規定年限內修滿學分或未完成學位論文者，得延長修業年限，

至多一年為限。 

二、選課： 

（選課辦法：http://140.120.49.149/download/rule/C04.pdf ） 
學生選課須於規定之選課日期按學校規定之方式辦理選課。學生選課，事先

應妥慎選擇。加退選後既經選定之科目，非特殊情形，不得再行變更。 
1. 【低修大學部課程】：研究生因課業需要，除本系（所、學位學程）基

本應修學分外，得經授課教師同意後，選修大學部相關課程，該課程如

需計入畢業學分，須經指導教授及系、所、學位學程相關會議通過，但

以六學分為限。 
2. 【退選課程】：學生於學期授課時間未達三分之一前，在達到最低應修

學分數及不致造成未成班狀況下，可申請退選已選修科目但不退學分

費。 
3. 【校際選課】：學生得視需要至他校選課，相關規定另參閱「校際選課

實施辦法」。（校際選課實施辦法：

http://140.120.49.149/download/rule/C05.pdf） 
4. 【碩專與碩士互選課程】：請詳見「碩士在職專班學生與一般碩士班學

生互選課程辦法」。（碩士在職專班學生與一般碩士班學生互選課程辦

法：http://140.120.49.149/download/rule/GM13.pdf ） 

三、休學、復學、退學： 

（學則：http://www.oaa.nchu.edu.tw/download/rule/C01.pdf ） 
1. 【勒令休學】：學生有下列情形之一者，應勒令休學，由學校通知限期

辦理休學與離校手續。 

1) 一學期內缺曠課數累計達該學期上課總時數三分之一者。 
2) 罹患法定傳染病經主管衛生機關通報確認有即時休學之必要者，應

予休學至主管衛生機關通報事因不續存為止（不計入休學年限

內）。 

http://140.120.49.149/download/rule/C05.pdf
http://140.120.49.149/download/rule/GM13.pdf
http://www.oaa.nchu.edu.tw/download/rule/C01.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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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復學】：休學學生休學期限屆滿前一個月，本校應通知休學學生辦理

復學手續。休學學生得檢附復學通知書或休學證明書申請復學。申請經

核准後方得復學。 
3. 【勒令退學】：學生有下列情形之一者，應勒令退學，由本校通知於限

期內辦完離校手續。 

1) 在校操行成績不及格者。 
2) 未於規定期限內完成繳交費用及選課，經通知後仍未依通知書規定

辦妥手續者。（因特殊情況以書面請准延緩註冊者，申請延緩註冊

以註冊日起兩星期內為限。） 
3) 休學逾期而未復學，亦未申請繼續休學者。 
4) 非進修學士班學生一學期內曠課達四十五小時，或進修學士班學生

達三十五小時者。 
5) 修業期限屆滿，仍未修足所屬系（所、學位學程）規定應修之科目

與學分者。 
6) 依本校學生獎懲辦法規定應予退學者。 
7) 學期考試全部缺考，又未按規定日期參加補考者。 
8) 學士班與進修學士班一般生累計有兩次不及格學分達該學期修習學

分總數二分之一者。 
9) 有特殊身分之學士班與進修學士班學生（含僑生、外國學生、海外

回國升學之蒙藏生、原住民族籍學生、符合教育部規定條件之大學

運動績優甄審、甄試及經由運動績優招生考試入學學生等），學期

學業成績不及格科目之學分數，達該學期修習學分總數之三分之

二，累計二次者。 
10) 碩士班學位考試不及格，不合重考規定者；或合於重考規定，經重

考不及格者。 
11) 碩士班（不含碩士在職專班及產業研發碩士專班）學生學期學業成

績不及格科目之學分數，達該學期修習學分總數（不含學位論文之

學分數）之三分之二者。 
12) 同時於國內外大學院校註冊入學，未經本校核准同意者。 
13) 身心障礙學生及學生一學期修習科目未逹九學分者（不含學位論文

之學分數），得不依第八款、第九款、第十一款處理。 

四、畢業離校： 

1. 【章程】：碩士班學生請詳見「碩士班章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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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碩士班章程：http://140.120.49.149/download/rule/GM05.pdf） 
2. 【畢業】：碩士班請詳見「碩士班學位考試細則」。 

（碩士班學位考試細則：http://140.120.49.149/download/rule/GM06.pdf） 

五、其他： 

1. 【請假】：學生因病或因事不能上課，應依本校學生請假規定辦理請假

手續。學生請假規定詳見學生事務手冊。學生請假經核准而未上課者，

為缺課。其未請假，或請假未准，而未上課者，為曠課。 
（學則：http://www.oaa.nchu.edu.tw/download/rule/C01.pdf） 

2. 【轉系所】：本校碩士班之學生得依照本校另訂之「碩士班章程」申請

轉系、所、學位學程。 
（學則：http://www.oaa.nchu.edu.tw/download/rule/C01.pdf） 
（碩士班章程：http://140.120.49.149/download/rule/GM05.pdf） 

3. 【經本校核准出國】：請詳見「學生出國期間有關學業及學籍處理辦

法」。 
（學生出國期間有關學業及學籍處理辦法：

http://140.120.49.149/download/rule/C11.pdf） 
4. 【修習學分學程】：請詳見「跨領域學分學程實施要點」。 

（跨領域學分學程實施要點：

http://www.oaa.nchu.edu.tw/download/rule/C14.pdf） 
5. 【申請逕讀博士】：請詳見「學生逕修讀博士學位辦法」。 

（學生逕修讀博士學位辦法：

http://140.120.49.149/download/rule/GM07.pdf） 
6. 【取得學術倫理教育「修課證明」】：105 學年起入學之研究生於申請論

文考試前須取得學術倫理教育「修課證明」。採線上修課，修課平台網

址：https://ethics.moe.edu.tw，請參閱「臺灣學術倫理教育資源中心必修

學生使用手冊」。（臺灣學術倫理教育資源中心必修學生使用手冊：

https://ethics.moe.edu.tw/files/downloadfile/content/SG003_必修學生使用手

冊_20190730.pdf） 

http://140.120.49.149/download/rule/GM05.pdf
http://140.120.49.149/download/rule/GM06.pdf
http://www.oaa.nchu.edu.tw/download/rule/C01.pdf
http://www.oaa.nchu.edu.tw/download/rule/C01.pdf
http://140.120.49.149/download/rule/GM05.pdf
http://140.120.49.149/download/rule/C11.pdf
http://www.oaa.nchu.edu.tw/download/rule/C14.pdf
http://140.120.49.149/download/rule/GM07.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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