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博士班研究生手冊（103 學年度） 

 

 

網站: http://ntusw.ntu.edu.tw/ 

     地址: 臺北市羅斯福路四段一號 臺大社會工作系 

DEPARTMENT OF SOCIAL WORK , NATIONAL TAIWAN UNIVERSITY Address： 

NO.1, SEC. 4, ROOSEVELT ROAD , TAIPEI ,TAIWAN 106, R.O.C. 

電話(02)33661242~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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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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3 年 3 月 28 日系務會議修正通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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料審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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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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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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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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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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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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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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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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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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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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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www.lib.ntu.edu.tw/node/103  

http://www.aca.ntu.edu.tw/aca2012/gra/gra/tienn/exempapppro.asp  

  http://gra103.aca.ntu.edu.tw/gra2007/gra/wu/acrosselcou.htm  

  

 

本        校 訂約學校 起始 

學期 學院 系(所) 學校 系(所) 

全校不分系所 國立臺灣師範大學 103.1 

全校不分系所 國立臺灣科技大學 10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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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陽明大學 衛生福利研究所 97.1 

社科學院 社工系 政治大學 社會工作學所 101.1 

社科學院 社工系 台北教育大學 心理與諮商學所 102.2 

 

 

http://gra103.aca.ntu.edu.tw/gra2007/gra/tienn/docmasruler.htm  

  

http://www.lib.ntu.edu.tw/node/103
http://www.aca.ntu.edu.tw/aca2012/gra/gra/tienn/exempapppro.asp
http://gra103.aca.ntu.edu.tw/gra2007/gra/wu/acrosselcou.htm
http://gra103.aca.ntu.edu.tw/gra2007/gra/tienn/docmasruler.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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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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民國 102 年 01 月 18 日系務會議修正通過 

民國 102 年 02 月 05 日系務會議修正通過 

民國 102 年 03 月 08 日教務會議核備通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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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專長領域科目必須為該生已修畢之相關課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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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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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指導教授應迴避擔任命題委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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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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www.lib.ntu.edu.tw/   

http://lkserver.law.ntu.edu.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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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ttp://www.aca.ntu.edu.tw/aca2012/gra/services.asp?id=1

http://www.lib.ntu.edu.tw/
http://lkserver.law.ntu.edu.tw/
http://ntusw.ntu.edu.tw/
http://www.aca.ntu.edu.tw/aca2012/gra/services.asp?id=1
mailto:lydiachan@ntu.edu.tw
http://gra103.aca.ntu.edu.tw/gra2007/gra/nief/nief.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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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臺灣大學社會工作學系博士班 

論文指導調查表 

學生姓名  

學號  

指導教授  

論文題目 

或方向 

 

指導教授欄位：請親筆簽名，表示同意指導 

填寫日期：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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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生：                    

學號：                   

申請日期：     年     月     日 

 

學生已申請本(   )學年度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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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