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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臺灣大學社會工作學系博士班簡介
一、簡史
社會工作學系原為社會學系社會工作組，社會學系創於民國 49 年 7 月，隸屬社會科
學院。為因應社會發展需要及培養專業社工人員，乃於 62 學年度分為社會學及社會工作
兩組教學。社會工作組之教學，除社會工作及社會福利理念及理論的探討外，更增加社
會工作專業實務及工作方法的課程及機構實習。70 學年度正式獲准分組招生，使社會工
作組之發展更趨完善。
91 學年度起社工組調整成立為社會工作學系。社會工作學系除大學部外，設有碩士
班，碩士班以培育知識與能力兼具的中層以上社會福利行政、研究及社會工作專業人才
為目標。民國 95 年起奉教育部准成立博士班，於 96 年起正式招收第一屆博士生，以培
養高階社會工作和社會政策實務工作、以及社會工作與社會福利相關領域之教學和研究
人才。

二、博士班設立宗旨
臺灣大學社會工作學系博士班的設立，是為了提供進階教育給有志以社會工作或社
會福利作為專業職志的碩士畢業生，以滿足臺灣社會愈見殷切地社會工作社會福利高級
人才，和社工學系的師資需求。經由本系博士班的訓練後，學生可以具備獨立研究、原
創思考，以及熱衷知識追求的特質。據此，本博士班的教育目標如下：
紮實社會福利理論與研究方法的訓練，具備國際視野，擴展社會科學的相關知識，
以培養具備獨立研究能力及形成科技整合分析觀點的學術及領導人才。
本系博士班將為臺灣社工界培育未來的領導人物，畢業生會同時對本土及國際社會
工作、社會福利領域的相關發展及知識有所掌握，並在求學過程中獲得適當地研究、教
育及實務訓練。課程內容朝向直接服務與間接服務雙軌並重方向規劃，給予學生選擇其
專精領域的彈性。因此，本系博士班畢業生，不但可在社工學術界繼續研究、擔任教職，
更可在各級政府單位擔任行政主管工作，及實際參與參與提供高品質的社會工作服務團
隊。

三、博士班課程規劃
為達成上述設立宗旨，本系博士班的課程規劃將兼具社會工作專業與社會科學基礎
的訓練，提供整合的、跨學科的，以及針對學生個別需求的課程。每一博士生應完成以
下課程要求：
一、嚴謹的研究方法（含量化與質化）訓練。
二、有系統的跨科際模式社會科學課程訓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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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進階的社會工作與社會福利之理論與實務的專業課程。
期透過相關課程之訓練，以培養學生下列之核心能力：
一、問題解決取向的專業知識與技巧
二、跨領域與團隊合作
三、價值倫理
四、多元與自我覺察
五、國際視野
六、問題分析與研究
七、批判思考與探究
八、政策分析與跨國比較
九、獨立研究
十、知識與理論建構
博士生應修習 35 學分（不含論文）始得畢業。修滿必修課及至少五門選修課後（不
含博士論文與獨立研究），始得申請參加資格考試。除必修課程五門(不含博士論文與博
士論文寫作討論)外，博士生應在本系開設之博士班選修課程修習至少三門，另應就社會
科學課程群組中至少選擇二門以上修習。在選修課程中碩士班課程(課程編號為 M 或 U
開頭者)不得超過三分之一。
本系鼓勵博士候選人於博士論文寫作期間，申請與本校有簽訂學生交流合約之國外
大學短期就讀，或經由本系之安排前往國外學校進行交換研究，其研究計畫應經指導指
授同意，並予以指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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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社會工作學系發展願景與規劃
臺大社會工作學系發展方向願景與實踐策略
世界一流的
社會工作學系

發展重點

發展重點

發展重點

（一）提升學術水準

（二）本土專業發展

（三）國際學術發展

研究
發展

1.出版符合研究
水準之刊物
(臺大社會工作
學刊)
2.增加學術論著
3.成立專門研究
群組

素質
教育

1.設置博士班
2.確立核心
(直接、間
接)課程及
分組
3.依據專業及

專業
能力

1.舉辦在職社

專業
組織

1.結合專業組

工人員進修
論壇

織合作資源
2.支援專業組

2.發展社工專

織

兩岸
交流

1.與北大、清大、

國際
交流

1.定期參與

復旦、香港大

並主辦國際

學、香港中文大

學術會議

學、香港理工學

2.參與國際

業勝任能力

院相關科系學

指標

術交流

學術組織
3.國際知名

學生需求改

3.規劃系內課

2.與華人地區社

大學簽訂學

良課程規劃

程符合社工

工福利相關團

術交換約定

及教學品質

師執照規定

體、單位，建立
交流關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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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師資現況
社工系的師資陣容相當堅強，是台灣地區社會工作相關科系領域中師資最完備而且
師資陣容最堅強者，專任老師全都是國內外知名學府社會工作或社會福利、社會政策博
班畢業者。現有專任教師 15 名和兼任教師 9 名(兼任教師每名平均兩到四學期擔任一個
課程)，個別專長領域幾乎涵蓋有各種福利人口群的專長師資，包括老人、兒童、婦女、
身心障礙、青少年、家庭、低收入等福利領域，同時，也兼備社會工作之直接服務或間
接服務的專業領域之專長師資，因此台大社工系不只是擁有社會福利多元領域的教師，
同時也擁有臨床社工取向、社會福利與社會政策規劃和分析的專任教師。

專任教師
（一）教授
姓 名
鄭麗珍

最高學歷

專 長 及 研 究 領 域

美國華盛頓大學(聖路易)博士

單親家庭議題、貧窮研究、兒少保護

林萬億

美國加州大學(柏克萊)博士

家庭政策、社會工作理論及方法、福利國家
歷史與發展

余漢儀

美國伊利諾大學(香檳城)博士

社會福利政策分析評估、人群服務組織管
理、兒童保護

馮 燕

美國伊利諾大學(香檳城)博士

兒童福利、非營利組織管理與發展、婚姻與
家庭

王麗容

美國加州大學(洛杉磯)博士

性別與暴力、社會政策分析、性別與工作

古允文

英國曼徹斯特大學博士

社會政策分析、比較社會政策、社會福利理
論、臺灣社會福利研究

陳毓文

美國華盛頓大學(聖路易)博士

青少年社會工作、統計與研究方法

沈瓊桃

美國明尼蘇達大學博士

（兼主任）

臨床社會工作、婚姻與家庭、心理衛生、量
化研究

（二）副教授
姓 名

最高學歷

專 長 及 研 究 領 域

楊培珊

美國哥倫比亞大學博士

老年社會工作、老人福利

劉淑瓊

臺灣大學博士

社會政策分析、社會福利機構組織研究、績效評估
研究

熊秉荃

美國普度大學博士

醫療家族治療、婚姻與家族治療、精神科護理學、
精神心理衛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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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雲東

美國哥倫比亞大學博士

蔡貞慧

美國哥倫比亞大學博士

吳慧菁

美國哥倫比亞大學博士

社會政策分析、老人福利、身心障礙福利
社會政策分析、健康照顧政策、社會資源之分配與
重分配
精神醫療、社區心理衛生、臨床分析評估、創傷輔
導

（三）助理教授
姓 名

最高學歷

專 長 及 研 究 領 域

傅從喜

英國約克大學博士

社會保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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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修業規定與課程須知
一、國立臺灣大學社會科學院社會工作學系博士班入學及修業辦法
95 年 1 月 6 日系務會議通過
95 年 4 月 11 日院務會議通過
95 年 5 月 3 日教務處核備
97 年 1 月 11 日系務會議修正通過
97 年 3 月 13 日院務會議通過
97 年 6 月 6 日教務會議通過
99 年 1 月 15 日系務會議修正通過
99 年 4 月 1 日院務會議修正通過
99 年 6 月 10 日教務會議核備通過
100 年 4 月 1 日系務會議修正通過
100 年 5 月 18 日系務會議修正通過
100 年 5 月 26 日院務會議修正通過
100 年 6 月 10 日教務會議核備通過

第一條〈宗旨〉
國立臺灣大學社會科學院社會工作學系(以下簡稱本系)為培養社會工作、社會福利與社
會政策學術、研究及實務專業人才，特訂定本辦法。
第二條〈博士班入學報考資格與考試〉
〈博士班入學報考資格〉
凡具有以下資格之一者，得取得報考資格。
一、具國內大學、獨立學院或經教育部承認之國外大學社會工作、社會政策、社會福利
碩士學位者。
二、 具國內大學、獨立學院或經教育部承認之國外大學社會科學、行為科學相關碩士，
且大學時期主修社會工作、社會政策或社會福利者。
三、 具國內大學、獨立學院或經教育部承認之國外大學社會科學、行為科學相關碩士學
位，且在社會工作、社會福利專業組織或機關(構)任專職工作三年以上者。
〈博士班入學考試〉
博士班之入學考試包括資格審查、筆試、口試等三項。審查成績占總分的百分之三十、
筆試成績占總分的百分之四十，口試成績佔總分的百分之三十。筆試科目為社會政策與
社會工作、社會研究方法(含統計)，兩科各占筆試成績的百分之五十。筆試及審查成績
排名佔錄取名額三倍以內者得參加口試。
〈博士班入學考試委員〉
筆試委員由本系招生委員會依專長聘請本系專任教師擔任之。每一科目至少二人。
口試委員由本系招生委員會聘請本系專任教師至少五人擔任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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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條 〈修業期限、應修課程與學分〉
〈修業期限〉
博士班修業年限以二年至七年為限。
〈應修課程與學分〉
本系博士班學生〈以下簡稱博士生〉應修課程與學分，須符合下列規定 ：
一、 至少應修習 35 學分〈其中需包含必修課程五門及選修課程至少十門，但不含論文
寫作 12 學分〉始得畢業。
二、 修畢必修課 15 學分〈不含博士論文與獨立研究〉及至少五門選修課後，始得申請
參加資格考試。
三、 除必修課程五門(不含博士論文與博士論文寫作討論)外，博士生應在本系開設之博
士班選修課程修習至少三門，另應就社會科學課程群組中至少選擇二門以上修習。
四、選修課程中，碩士班課程最多承認三門選修課。
第四條 〈每學期修習學分數〉
博士生入學後第一學年至少應修習四個科目，並自第二學年起得修習〈獨立研究〉
，以一
次為限，計兩學分。
第五條 〈學分抵免〉
博士生曾於國內大學、獨立學院或經教育部承認之國外大學修習博士班課程，入學後第
一學期得申請學分抵免，經博士班委員會核定後，至多得抵免六學分。
第六條〈補修科目〉
本系博士班委員會得依個別博士生之學術背景及研究方向，要求其補修指定之科目，但
經指定補修之科目若為大學部和碩士班科目者，不列計博士畢業學分。
第七條〈成績考評〉
博士生所修課成績以七十分為及格，成績考評方式由授課教師決定之。
第八條 〈指導教授及口試委員資格〉
博士論文指導教授及口試委員應具備與博士生論文專長相關，且符合下列資格之一者：
1.曾任教授者。
2.擔任中央研究院院士或曾任中央研究院研究員者。
3.曾任副教授或擔任中央研究院副研究員，在學術或專業上著有成就者。
4.獲有博士學位，在學術上著有成就者。
5.屬於稀少性或特殊性學科，在學術或專業上著有成就者。

第九條 〈選定指導教授〉
博士生最遲應於入學後第三學年第一學期結束前選定本系專任教師為指導教授，並獲其
書面同意；未確定者，應向本系博士班委員會提出書面報告說明，並且於次一學期內完
成選定本系專任教師為指導教授。必要時其得敦請本系所以外教師共同指導之。〈更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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指導教授〉學生因故必須更換指導教授者，須提報本系博士班委員會並依校方相關規定
辦理。
第十條 〈博士學位候選人資格考〉
博士生應於修畢本辦法第三條規定之學分後，且於修業四年內申請參加博士學位候選人
資格考試〈以下簡稱資格考試〉。
資格考試共三科，其中「社會科學研究方法」為必考，另選擇其他必修科目一科，及專
長領域科目一科為考試科目。由指導教授鑒請本系博士班委員會通過後實施。
若因論文研究方向或重點修正，擬變更考試科目，應由其指導教授建議，並經由本系博
班委員會同意，始得變更。
資格考試以筆試為之，筆試時間每科以四小時為限。資格考試得於同一學期或連續兩學
期分別考完。
資格考試以七十分為及格，不及格者得於次學期申請重考一次，重考仍不及格者，應予
退學。
考試科目之各科命題委員二人，由本系博士班委員會建議、經系主任聘任校內、外各一
人為之。
第十一條 〈博士論文寫作計畫口試〉
博士生須於專業領域內選定論文方向，並經指導教授同意擬定論文題目，於資格考試通
過後，申請論文寫作計畫口試。
〈論文寫作計畫口試委員資格〉
博士論文寫作計畫之口試由指導教授及符合辦法第八條資格規定之口試委員組成，該委
員會人選由指導教授向博士班委員會提出建議名單，經系主任延聘之。
〈論文寫作計畫口試委員〉
論文口試委員會由委員五至九人組成，指導教授為當然委員。委員會的人選至少有兩名
必須來自校外，但因特殊原因經博士班委員會同意者不在此限。口試過程中，指導教授
不得擔任口試委員會的主席。
博士論文口試由原論文寫作計畫口試委員擔任之，若原口試委員因故不能出任，經指導
教授向博士班委員會提出建議名單，由系主任另補聘具本辦法第八條規定之資格者充任
之。
博士論文寫作計畫口試須經出席口試委員半數以上通過，不通過者得重考一次，重考不
及格者，應予退學。
第十二條 (論文發表)
一、博士生在提出博士論文口試前，必須取得曾經在具有嚴謹審查制度的國內外學術期
刊發表過兩篇論文的證明〈其中若經由 TSSCI 或 SSCI 期刊錄取發表，則以發表一篇論
文的證明即可，若經由其他期刊發表，則須發表兩篇論文之證明〉
，始得進行論文口試。
二、前項所指論文須為入學後出版且為第一作者始得計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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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三條(國外研習三到六個月)
博士生在通過博士學位候選人資格考試後，至論文完成前，必須選擇赴國外社會工作或
社會福利具有指導博士生研究之能力的國外相關學術研究機構進行國外研習(不包含大
陸、香港、澳門地區)，其研習計畫經博士班委員會認可後施行。研習計畫書必須於計畫
執行前六週提出。
第十四條 〈博士論文口試〉
一、博士生於完成論文寫作後，經指導教授的同意，得申請舉辦論文口試。口試過程中，
指導教授不得擔任口試委員會主席。
二、博士論文口試平均成績達七十分以上者為及格，不及格者得重考一次，重考不及格
者，應予退學。
三、論文口試與博士論文寫作計畫書口試期間須間隔至少四個月以上。
第十五條 〈學位授與〉
博士生修畢本辦法第三條之科目及學分數，並通過論文口試者，由本校授予博士學位。
第十六條 〈補充規定〉
本辦法若有未盡事宜悉依學校相關規定辦理。
第十七條 〈實施效力〉
本辦法經系務會議及院務會議通過並報校核備後，自發布日施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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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國立臺灣大學社會工作學系博士班課程修習補充說明
97 年 1 月 11 日系務會議修正通過
本系博士班的課程規劃將兼具社會工作專業與社會科學基礎的訓練，提供整合的、跨學科
的，以及針對學生個別需求的課程。每一博士生應完成以下課程要求：（1）嚴謹的研究方法（含
量化與質化）訓練。（2）有系統的跨科際模式社會科學課程訓練。（3）進階的社會工作與社
會福利之理論與實務的專業課程。
1. 本系博士班學生於修業年限內需修習 35 學分以上（其中需包含必修課程五門及選修課程
至少十門，但不含論文寫作 12 學分）始得畢業並授予博士學位。
2. 修畢必修課程（不含博士論文與獨立研究）及至少五門選修課後，始得申請參加資格考
試。
3. 博士生入學後第一學年至少應修習四個科目，並自第二學年起得修習〈獨立研究〉，但
以一次為限，計兩學分。
4. 本系博士班課程區分為以下二部分：
A.必修課程五門課，15 學分（不含博士論文 12 學分）。
B.選修課程至少十門。
5. 博士班必修課程:
課程名稱

學分數

修課年級

開課系所

A

社會福利理論專題

3

一年級上學期

社會工作學系

B

社會福利政策分析

3

一年級下學期

社會工作學系

C

社會工作介入方法論

3

一年級下學期

社會工作學系

一、二年級

社會工作學系

一、二年級

社會工作學系

社會科學研究方法一(社
D

會科學質化或量化研究)

3

社會科學研究方法二（社
E

會科學方法論）

3

獨立研究

2

二年級以上

指導教授

博士論文

12

三、四年級

社會工作學系

備註

註 1：上述必修課程（1）同級同名課程僅能擇一選修；（2）限修博士班級(D 字頭)之課程。
課程若有不同，依實際開課名稱而定。
註 2：碩士班階段未修過社會工作理論課程者應補修「社會工作理論」課程，但不計入必選
修總學分。

11

6.

博士班選修課程：
除必修課程五門(不含博士論文與博士論文寫作討論)外，博士生應在本系開設之博士班
選修課程修習至少三門，另應就社會科學課程群組中至少選擇二門以上修習。

A. 專精課程：請上本校課程網站查詢每學期開設之課程
B. 社會科學課程群組：
本群組課程規劃的目的是期冀博士生經由選修其中部分課程，以培養對社會問題或議題的
深入瞭解，如貧窮、所得分配不均、人口老化、就業、青年、家庭暴力、心理衛生、校園暴力、
性別議題、種族歧視、兒童照顧、健康照護、家庭關係、非營利組織、福利經濟、公共財政、
勞動經濟、城鄉發展、公共政策、住宅、社會變遷、社會運動等，有利於社會工作介入技術或
社會福利政策的建構。
據此，博士生應在本校社會科學院社會學系、政治學系、經濟學系、新聞研究所、國家發
展研究所、法律學院，以及其他行為科學相關院系所（如人類學系、心理學系、城鄉所、公共
衛生學院、管理學院等）開授之社會問題或議題課程，選修二門以上與自己擬研究的主題有關
的課程。
博士班學生在論文寫作計畫口試通過後，至論文完成前，必須選擇赴國外社會工作或社會
福利相關系所進行國外研習，其研習計畫經博士班委員會認可後施。研習計畫書必須於計畫執
行前六週提出。

臺灣大學社會工作學系研究所博士班『獨立研究』實施辦法
97 年 1 月 11 日系務會議修正通過
100 年 1 月 14 日系務會議修正通過

一、本系為協助博士班研究生進行選定議題之研究需要，得請本系教授同意後，進行單
獨指導，修習「獨立研究」課程。
二、對象限本系博士班研究生，且於第二學年起始得修習。
三、「獨立研究」課程以修習一次為限，計兩學分。
四、修習本課程期間，原則上教師與學生每週至少約定討論一次。
五、每位博士班教師在同一學期開授「獨立研究」課程，不論指導人數多寡，一律以二
小時計算。
六、本辦法經系務會議通過後，自發布日實施，修正時亦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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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其他修業相關規則及注意事項
（一）研究生抵免學分申請作業
一、相關法規：國立臺灣大學學生扺免學分辦法
二、承辦單位：教務處研教組、社科院教務分處、醫教分處
三、承辦人員：各櫃台承辦人
四、聯絡電話：33662388 轉 403-411
五、申請時間：依行事曆規定（大約在每年八月份）。
六、法令依據：本校「學生抵免學分辦法」
七、注意事項：
(一)研究生申請抵免學分範圍：
研究生曾於公立或已立案之私立大學或中央研究院或符合教育部採認規定之國外大
學院校或本校推廣教育學分班或參加報部有案之短期科技研究班所修習之研究所課
程，成績及格，經申請並由就讀學系（所）審核通過者，准予抵免；學生於他校推廣
教育學分班所修習之研究所課程，須經申請並由就讀學系（所）考試通過者方可抵免。
(二)抵免學分總數除專案經教務長簽准或另有規定者外，至多以就讀學系(所)規定應修畢
業學分數二分之一為限。
(三)申請抵免須繳交原肄（畢）業學校正式核發之歷年成績單乙份（以掛號逕寄各系所並
於信封上註明辦理抵免學分申請用成績單）
。
(四)原為外校學生，請填【修習研究所課程證明書】連成績單一併寄至各系所。
(五)申請科目學分之抵免，應於本校行事曆所訂抵免申請期間內，依規定方式辦理申請手
續。但應屆畢業學生之申請期間得不受此限。

（二）研究生保留入學資格作業
一、承辦單位：研究生教務組
二、承辦人員：各櫃檯人員
三、聯絡電話：33662388 轉 402 至 412
四、申請時間：每年七月中旬至新生註冊日之前辦理完成
五、法令依據：本校學則規定。 http://host.cc.ntu.edu.tw/sec/All_Law/2/2-01.html
六、注意事項：
（一）新生因病須長期休養或兵役，不能於該學期開學時入學者，應於註冊截止前檢具有關
證明向教務處申請保留入學資格，經核准後，始可於次學年入學，毋須繳納任何費用。
保留入學資格以一年為限，惟保留期間應徵服役者，得檢具在營服役證明，申請延長
保留期限，俟保留期滿，檢具退伍證明，申請入學。【註冊後不得辦理保留入學資格】
（二）應檢附申請文件： 申請書一份、錄取通知書、學位證書【正本與影本各一份】 公立
醫院診斷證明書或服役證明書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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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校際選課
一、相關法規：校際選課實施辦法
二、網 址：http://curri.aca.ntu.edu.tw/cur2007/statute/校際選課辦法.pdf
三、承辦單位：註冊組、研教組、社會科學院教務分處、醫學院教務分處
四、承辦人員：註冊組、研教組、社會科學院教務分處、醫學院教務分處各櫃
台人員
五、聯絡電話：註冊組 33662388 轉 204、研教組 33662388 轉 402~412、
六、申請時間：本校每學期加退選課程開始日起至本校加退選課程截止日止
七、注意事項：雙方學校必須已完成簽訂兩校系所「校際選課合作協議書」之 學生始
可修習
八、本系合作之學校：
本

校

訂約學校

學院

系(所)

學校

系(所)

社科學院

社工系

臺灣師範大學

人類發展與家庭學系

95.1

社科學院

社工系

臺北教育大學

心理與諮商學系

95.2

社科學院

社工系

臺北大學

社會工作學系（所）

97.1

社科學院

社工系

東海大學

社會工作學系（所）

97.1

社科學院

社工系

陽明大學

衛生福利研究所

97.2

社科學院

社工系

政治大學

社會行政與社會工作所

98.1

社科學院

社工系

臺灣師範大學

社會工作學系（所）

98.1

起始
學期

(一)本校生至外校選課
1. 至研教組網頁下載列印本校校際選課單，詳細填寫選課資料。
2. 依校際選課單格式至本校及已完成簽訂兩校系所「校際選課合作協議書」之開課學校
核章。
3. 完成校際選課程序後將選課單自行影印 4 份，各分送至本校所屬教務單位、系所(或
師資培育中心)、外校教務單位及開課系所存查。
(二)他校生至本校選課
1. 完成簽訂兩校系所「校際選課合作協議書」之他校學生填寫就讀學校印製之校際選
課單。
2. 依該校校際選課單格式至本校及就讀學校核章
3. 完成選課程序後將校際選課單繳交至本校教務所屬單位及開課系所；另依就讀學校規
定繳交各單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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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國立臺灣大學博士學位候選人資格考核實施要點
中華民國 95 年 12 月 15 日
教育部台高（二）字第 0950182824 號函准備查

一、為提高博士班研究生之研究能力，使具備應有之學養，依據大學法第二十六條及學位授
予法第七條之一之規定，訂定本要點。
二、博士班研究生應由各系、所嚴予考核，經資格考核及格並符合學位授予法有關申請為博
士學位候選人之規定者，始得由該系、所提出為博士學位候選人。
三、資格考核每學期得辦理一次，由各系、所自訂日期並受理申請。
四、各系、所於受理資格考核申請後，應即組織委員會辦理有關考試事宜。資格考核方式、
考試科目由各系、所訂定，並明列於各系、所博士學位候選人資格考核實施辦法中。
五、博士班學生具下列二項條件者，得為博士學位候選人：
（一）完成博士學位應修課程。
（二）通過博士學位候選人資格考核。
除前二款外，各系、所得於其博士學位候選人資格考核實施辦法中增訂其他規定。
六、博士班學生未在所屬系、所規定之期限內完成博士學位候選人資格考核者，或博士學位
候選人之資格考核不合格，經重考一次仍不合格者，應令退學。
七、博士班研究生獲得博士學位候選人資格者，由各該系、所通知教務處於其成績表登錄並
註記為博士學位候選人。
八、各系、所應根據本實施要點，訂定該系、所博士學位候選人資格考核實施辦法，經系、
所務會議通過並送教務處備查後公告實施。
九、本要點經教務會議通過並報教育部備查後施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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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國立臺灣大學社會工作學系博士學位候選人資格考核實施辦法
民國 98 年 03 月 25 日系務會議通過
民國 98 年 06 月 05 日教務會議通過

一、 本辦法依據「國立臺灣大學博士學位候選人資格考核實施要點」訂定。
二、 依本系博士班入學及修業辦法第十條規定，本博士班研究生應於修業四年內申請參
加博士學位候選人資格考試(以下簡稱資格考試)；申請資格考試前，應修畢必修課
程五門及選修課程至少五門(不含論文及獨立研究）。
三、 資格考試考試辦法：
1.考試方式：資格考試以筆試為之，筆試時間每科以四小時為限。必考科目考試一
律不得攜帶參考資料，其他科目則另行規定，試卷採彌封方式。不依規定，擅自
記名或任意塗改毀損者不予計分。
2.考試科目：資格考試共三科，其中「社會科學研究方法」為必考，另選擇其他必
修科目一科，及專長領域一科為考試科目，由指導教授建請本系博士班委員會通
過後實施。
若因論文研究方向或重點修正，擬變更考試科目，應由其指導教授建議，並經由
本系博班委員會同意，始得變更。
3.資格考試的舉行：
（1）申請考試：資格考試每學期辦理一次，申請人得於每學期開始前一個月向系
辦公室提出申請資格考試，每次至少申請一科，並於該學期內參加考試。
（2）撤回考試：申請人因故未能在該學期參加筆試，應於預定考試日前三週提出
撤回申請，撤回申請總計以一次為限。
（3）資格考試得於同一學期或連續兩學期分別考完；考試未通過者，就第一次未
及格之科目重考一次。
（4）申請人若於修習應修畢業學分期間同時申請資格考試，需先請該授課教師於
停課日起二週內出具修課及格證明，否則取消該次考試資格。
四、 博士班學生應在修業四年內完成資格考試，博士班資格考試以七十分為及格，不及
格者得於次學期申請重考一次，重考仍不及格者，應予退學。
五、 考試科目之各科命題委員二人，由本系博士班委員會建議，經系主任聘任校內、外
各一人為之。
六、 博士班研究生具下列兩項條件者，得為博士學位候選人：
1.通過博士學位候選人資格考試。
2.完成博士學位應修課程。
博士班研究生獲得博士學位候選人資格者，由本系通知教務處於其成績表登錄並註
記為博士學位候選人。
七、 本辦法經系務會議通過並送教務處備查後公告實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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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台灣大學社會工作學系博士資格考核申請流程圖

每年一月一日前

博士生提出申請，系辦審查其申請資格

每年七月一日前

經審查確認符合資格：

經審查確認不符資格：

本系召開博班委員會，討論

駁回申請；請其修完應

申請考試學科之出題委員。

修學分。

邀聘委員並請其提出書單。
每年二月一日前
系辦籌備：

每年八月一日前
申請同學拿到讀書清單

每年七月三十一日前( 6 月底前)
每年一月三十一日前(12 月底前)

(由系辦協調博班生於期限前一
個月)擇日舉行資格考核筆試

考
試
日
期
前
三
週
提
出

撤
回
本
次
資
格
考
核
須
於

1.邀請老師出題信函。
2.提供書單的格式。
3.於考試日期三週前提醒出
題，並確認題目寄達本系
(信附出題紙及彌封之回

郵)。

資格考試完成，由出題委員改題，並將成績交回系辦。

召開博班委員會，進行資格考核結果之確認。

通過資格考核。

未通過資格考核，得於次學期申請重考一次。

完成所有科目之考核。

次學期重考仍不及格者，應予退學。

提報名單至本校研教組，成
為博士候選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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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國立臺灣大學研究所博士暨碩士學位考試規則
97.1.23 教育部台高（二）字第 0970007819 號函准備查
民國 97 年 1 月 25 日校教字第 0970003614 號發布

第一條 本規則依據大學法及其施行細則、學位授予法及其施行細則等規定訂定之。
第二條 研究生符合下列規定者，得申請碩士或博士學位考試：
一、碩士班修業逾一學期，博士班修業逾三學期。逕行修讀博士學位者，在博士
班修業逾三學期。
二、修畢各該系、所、學位學程規定之應修科目與學分，並符合各該系、所、學
位學程之其他規定。
三、已完成論文初稿。
四、博士班研究生應經資格考核及格，碩士班研究生必要時亦得要求其經資格考
核及格。
五、前款資格考核之科目與辦法由各系、所、學位學程自行定之。
第三條 研究生申請碩士或博士學位考試，應依下列規定辦理：
一、申請期限：
第一學期自研究生完成該學期註冊手續起，至十一月卅日止；第二學期自
研究生完成該學期註冊手續起，至四月卅日止。但因特殊原因經指導教授、
系主任、所長或學位學程主管同意者，不在此限。
二、申請時，應填具申請書，並檢齊下列各項文件：
（一）歷年成績表一份。
（二）論文初稿及其提要各一份。
藝術類或應用科技類研究所碩士班研究生，其論文得以創作、展演連
同書面報告或以技術報告代替。唯是否屬於藝術類或應用科技類研究
所，應由各該研究所提經行政會議核備。
三、經指導教授及所屬系主任、所長或學位學程主管同意後報請學校核備。
第四條 學位考試依下列程序進行：
一、組織碩士或博士學位考試委員會。
二、辦理學位考試。
第五條 組織碩士或博士學位考試委員會，應依下列規定辦理：
一、碩士學位考試委員三至五人，博士學位考試委員五至九人，由校長遴聘之，
並由系主任、所長或學位學程主管指定一人為召集人，但指導教授不得擔
任召集人。
二、博士學位考試委員，除對博士學位候選人所提論文學科、創作、展演或技
術報告有專門研究外，並應具備下列資格之一：
（一）曾任教授者。
18

（二）擔任中央研究院院士或曾任中央研究院研究員者。
（三）曾任副教授或擔任中央研究院副研究員，在學術上著有成就者。
（四）獲有博士學位，在學術上著有成就者。
（五）屬於稀少性或特殊性學科，在學術或專業上著有成就者。
前款第三目至第五目之提聘資格認定標準，由各系(所)務會議訂定之。
三、碩士學位考試委員，除對碩士班研究生所提論文學科、創作、展演或技術
報告有專門研究外，並應具備下列資格之一：
（一）曾任教授或副教授者。
（二）擔任中央研究院院士或曾任中央研究院研究員、副研究員者。
（三）獲有博士學位，在學術上著有成就者。
（四）屬於稀少性或特殊性學科，在學術或專業上著有成就者。
前款第三目、第四目之提聘資格認定標準，由各系(所)務會議訂定之。
第六條 辦理學位考試，應符合下列規定：
一、研究生申請學位考試核准備案後，應檢具繕印之學位論文與提要（繳交系、
所、學位學程規定之份數）
，送請所屬系、所、學位學程審查符合規定後各
擇期辦理有關學位考試事宜。考試方式，以口試行之，必要時得在實驗室
舉行實驗考試。
二、學位考試時，必須評定成績，評定以一次為限，且不得以『預備會』或『審
查會』名義，而不予評定成績；其未評定成績者，以考試不及格論。
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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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碩士、博士學位考試委員會審查確
定者，以不及格論。
四、考試委員缺席時，不得以他人代理。碩士學位考試至少須委員三人出席，
博士學位考試至少須委員五人出席，否則不得舉行考試；已考試者，其考
試成績不予採認。
五、學位考試成績不及格，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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逕行修讀博士學位者，未通過博士學位考試，經博士學位考試委員會決定
合於碩士學位標準者，得授予碩士學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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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七條 學位考試應於研究生申請之該學期學校行事曆規定學期結束日之前舉行。
學位考試得於資格考核同一學期內舉行，亦得因故延期；但須在規定修業年 限
內舉行。
第八條 已申請學位考試之研究生，若因故無法於該學期內完成學位考試，應於學校行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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曆規定學期結束日之前報請學校撤銷該學期學位考試之申請。逾期未撤銷亦未舉
行考試者，以一次不及格論。
第九條 學位考試舉行後，各系、所、學位學程應俟研究生繳交附有考試委員簽字同意之
論文後，始得將各該生學位考試成績送教務處登錄。
論文最後定稿之繳交期限，第一學期為一月三十一日、第二學期為七月三十一日。
逾期仍未達修業年限者則次學期仍應註冊，並於該學期繳交論文最後期限之前繳
交，屬該學期畢業。至修業年限屆滿時仍未繳交論文者，該學位考試以不及格論，
並依規定退學。
第十條 對於已授予之學位，如發現論文、創作、展演或書面報告、技術報告有抄襲或舞
弊情事，經調查屬實者，應予撤銷及追繳其已發之學位證書，並予退學。
第十一條
本規則經教務會議通過並報請教育部備查後自發布日施行。
注意事項：
一‧申請要件：
1.碩士生修業至少須達第二學期；博士生修業至少須達第四學期；逕行修讀博士學位者，
應在碩士班修業滿一年，在博士班修業須達第四學期。
2.已修畢或本學期即將修畢各該所規定之應修科目與學分。
3.博士生應經資格考核及格，碩士班若規定有資格考核者亦同。
二‧申請時間：第一學期自研究生完成該學期註冊手續起，至十一月卅日止。
第二學期自研究生完成該學期註冊手續起，至四月卅日止。
三‧研究生應檢具歷年成績表、論文初稿及其提要，及經指導教授簽字同意之「學位考
試申請書」，向研究所提出申請。
四‧研究生申請學位考試後，因故無法於該學期內舉行學位考試，應於行事曆規定學期
結束日之前填寫撤銷申請書經指導教授及研究所所長簽章同意並送交教務承辦單
位，逾期未撤銷亦未舉行考試者，以一次不及格論。
五‧學位考試舉行後，各研究所應俟研究生繳交附有考試委員簽字同意之論文後，始得
將各該生學位考試成績送教務處登錄。
論文最後定稿之繳交期限，第一學期為一月三十一日、第二學期為七月三十一日。
逾期仍未達修業年限者則次學期仍應註冊，並於該學期繳交論文最後期限之前繳交，
屬該學期畢業。至修業年限屆滿時仍未繳交論文者，該學位考試以不及格論，並依
規定退學。

20

作業流程：
研究生向研究所提出申請

研

究 所

核

研究所填妥各該生「成績審核表」，併同其「學位考試申請書」送
教務承辦單位複審。
研教組提供聘函送研究所填發給考試委員，研究所填妥「學
位考試委員名冊」送研教組備查

可

研究所依據『學位考試規

研究所繕印「學位考試審查費、交通費、論文指導費支領清
冊」請款。

則』組織學位考試委員會

研究所擇期舉行學位考試

研究生學位考試成績及格

研究生依規定期
限繳交附有考試

成績不及格

未考試/亦未撤銷

辦妥撤銷手續

研究生未於規定
期限內繳交論文

委員簽字同意之
平裝論文乙本
未達修業年限者
次學期仍應註冊
並於規定期限內
繳交論文

修業
年限
屆滿

學位考試以一次不及格論

研究所將研究生學位考試
成績送教務承辦單位登錄

學位考試完成，授予學位。

已達最高修業年限，或學

未達最高修業年限且無學位考

位考試已二次不及格者：

試二次不及格之情形者：繼續就

退學。

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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肆、研究生相關資訊及資源
一、系辦設備及圖書
本校總圖書館各類相關藏書十分豐富，社會工作學系系館中置資料室一間，收藏有
社會學系及社會工作學系歷年來碩博士論文，各類相關中文期刊，研討會資料及系友捐
贈書籍，且仍不斷增加中。社會工作學系為供各研究計劃及實習課程使用，設置核心領
域研究室二間、討論室兩間，並設有團體工作教學室一間，另特闢兩間學生讀書室，供
大學部學生讀書使用，六間研究室供研究生使用。並與社會學系共用電腦教室、資料室、
會議室、學生聯誼室、系學會辦公室。

二、相關資訊網站
臺大社工系

http://ntusw.ntu.edu.tw/

臺大首頁 http://www.ntu.edu.tw/
臺大 INFO http://info.ntu.edu.tw/
教務處研教組 http://gra103.aca.ntu.edu.tw/gra2007/services.htm

三、各項行政事務諮詢指南
行政事務諮詢：
系辦電話：02-3366-1241
研教組網站：http://gra103.aca.ntu.edu.tw/gra2007/services.htm
電話：33662388#410 詹小姐
E-MAIL：lydiachan@ntu.edu.tw

四、出國研習相關資訊
（一）臺灣大學交換學生計畫
（相關詳細資訊可至臺灣大學國際事務處網站查詢）

（二）千里馬專案（行政院國家科學委員會補助博士生赴國外研究作業要點）
隨每年計畫年度之不同，請上國科會網站查詢最新資訊。

五、其他資訊（出國補助、論文獎助..等）
教育部、國科會、社科院(請洽研發分處網站)補助博士生出席國際會議。

伍、各式表單
最新表單仍以學校網站公布為主（http://gra103.aca.ntu.edu.tw/gra2007/gra/tienn/
學位考試表冊/thesistest.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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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國立臺灣大學社會工作學系博士學位候選人資格考核申請書
申請人:
申請考試學期:

學號:
學年度第

聯絡電話 :
申請日期 :

學期

年

月

日

一. 本人已完成以下的修業學分，依本所博士學位候選人資格考核實施辦法規定申請博
士學位候選人資格考資格。
1.□業已修滿
學分(包含必修課程五門及選修課程至少五門，不含論文及獨立研究)
必 修

科

目：

2. □擬於本學期修畢
必 修

科

選

修

科

目:

學分，並將於本學期停課日起二週內出具修課及格證明。

目：

選

修

科

目:

二、□ 本人擬申請考試科目如下
申請考試科目
必考科目

專長領域

□社會科學研究方法
□
(請填一科)

必修科目

(三選一)

□社會福利理論
□社會福利政策分析
□社會工作介入方法

註：1.本申請書請務必於每年七月一日或一月一日前繳交系辦公室彙辦。
2.申請時請附成績單以供助教審核。
3.若遇有選考同科目者，則應協調於同一時間應試。

申請人(簽章):

指導教授(簽章)：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審核結果:□ 通過
□ 不通過(理由)

審查人(簽章):

系主任(簽章)：
(請依電子檔格式回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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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國立臺灣大學社會工作學系博士資格考核撤回申請書

學生：
學號：
申請日期：

年

學生已申請本(

月

)學年度第

日

學期博士候選人資格考核，茲

因

，

擬撤回本學期申請

(科目)

之考試，敬請照准。

指導教授簽章：
系（所）主任簽章：
日期：

年

月

日

說明：申請人因故未能在該學期參加筆試，應於預定考試日前三週提出撤回申請，撤回
申請總計以一次為限(每一張請以填寫一科為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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