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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政治大學哲學系碩、博士班修業辦法 

八十六學年度第一次系務會議決議通過 
八十七學年度第一次系務會議修訂通過 
八十七學年度第三次系務會議修訂通過 
八十九學年度第二次系務會議修訂通過 
八十九學年度第四次系務會議修訂通過 
九十學年度第三次系務會議修訂通過 

九十一學年度第二次系務會議修訂通過 
九十二學年度第二次系務會議修訂通過 
九十三學年度第二次系務會議修訂通過 
九十四學年度第三次系務會議修訂通過 
九十四學年度第四次系務會議修訂通過 
九十五學年度第一次系務會議修訂通過 
九十五學年度第四次系務會議修訂通過 
九十六學年度第一次系務會議修訂通過 
九十六學年度第三次系務會議修訂通過 
九十七學年度第二次系務會議修訂通過 
九十八學年度第五次系務會議修訂通過 
九十八學年度第六次系務會議修訂通過 
九十九學年度第二次系務會議修訂通過 
一百學年度第二次系務會議修訂通過 

一〇一學年度第三次系務會議修訂通過 

 

第一章 總則 

第一條 本系為培養哲學高級教學、研究人才，並提升學術水準，依據「學

位授予法」及「國立政治大學學則」之規定，訂定本辦法。 

第二章 課程研修 

第二條 本系碩士班研究生修業年限為二年至四年，博士班研究生修業年

限為二年至七年（皆不含可休學二年）。 

第三條 本系碩、博士班畢業總學分數為二十八學分（碩、博士論文不計

在內），其中碩士班應包含必修課程「哲學問題研討（一）」（1 學

分）、「哲學問題研討（二）」（1 學分）、「哲學問題研討（三）」（1

學分）、「哲學問題研討（四）」（1學分）之研修；博士班應包含必

修課程「哲學問題研討（A）」（1 學分）、「哲學問題研討（B）」（1

學分）、「哲學問題研討（C）」（1 學分）、「哲學問題研討（D）」（1

學分）之研修。 

第四條 非大學哲學系畢業之本系碩、博士班研究生，必須補修哲學系基

礎課程四學分，科目由本系必修科目中自選。但經指導教授同意，

亦可自選修科目中選修。補修之學分，不列入畢業總學分計算。 

第五條 本系碩、博士班研究生須修習第二外國語四學期（至少 8 學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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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辦法所謂第二外國語包括： 

1.  德文。 
2. 法文。 
3. 日文。 
4. 梵文。 

5. 其他語文。 

6. 研究生申請第二外語之抵免或考試，由系主任就其研究方向諮

詢相關教授後核定之。 

         未曾修習第二外國語或級數不足者，得依下列方式擇一申請抵免： 

一、向本系申請第二外國語鑑定考試，通過後得以抵免。第二外國語

鑑定考試應於每學期開學後一個月內提出申請。 

二、繳交下列語言鑑定機構之一所開具符合標準之語言能力證明，經

認定後得抵免之。  

1. 財團法人語言訓練測驗中心：  

        日、法、德語能力測驗（ＦＬＰＴ）之合格標準為聽力、用

法、字彙與閱讀平均六十分以上，口試成績為Ｓ－２以上。     

  2. 財團法人交流協會（日本交流協會）：  

      日本語能力測驗 N5 級以上為合格標準（委託財團法人語言

訓練測驗中心辦理）。  

   3. 台灣法國文化協會：  

      法語檢測 DELF A1 以上為合格標準。  

  4. 台北歌德學院：  

      歌德 A1 級德語檢定考試以上為合格標準。  

碩士班研究生經指導教授同意者，得免修第二外國語。 

第六條 非大學哲學系畢業但曾修讀哲學相關課程者，得憑成績單申請抵

免，曾修習第二外國語者亦同。 

第七條 本系碩、博士班研究生每學期修課上限為四門科目（非以學分計），

但補修第二外國語及大學部基礎課程則不在此限。 

第八條 校際選課之實施，依「國立政治大學校際選課辦法」及「臺大、

政大哲學系校際選課合作實施要點」辦理。 

第九條 本系碩、博士班研究生選修外系及外校課程之學分數不得超過最

低畢業總學分數四分之一。惟出國選修課程者，所選修之學分數

不得超過最低畢業總學分數二分之一。 

第三章 申報論文題目與組成論文考試委員會 

第十條 本系研究生應寫作碩、博士論文，論文指導教授至少包括本系專

任或兼任教師乙名。如未符合此條件者，需由系主任針對實際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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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審核並同意之。 

第十一條 論文題目申報時間，自一年級上學期起，碩士班至第二學年第一

學期開學一個月內止。博士班至第三學年第一學期開學一個月內

止。 

第十二條 本系於研究生申報論文題目時，應組成論文考試委員會，碩士論

文考試委員會由 3 名委員組成為原則，博士論文考試委員會由 5

名委員組成為原則，指導教授為當然委員。其中校外委員須佔全

體委員三分之一（含）以上。論文考試委員會負責論文與論文大

綱之審核。 

第十三條 研究生申報論文題目，應至系辦公室領取「研究生學位論文題目

報告單」二份，送請指導教授簽字後，於申報期限內交回。如指

導教授係校外人士，應另填寫「論文指導教授略歷表」乙份，並

於備註欄填寫指導教授電話號碼後一併交回。 

第十四條 原已申報但需更改題目者，可於其後各學期之申報題目期間重填

申報單，並在單上右上角加註「更改題目」。論文題目僅作小幅度

更改者，毋須重新申報。 

第四章 資格考試與論文計畫審核 

第十五條 本系博士班研究生在修畢學分與申報論文題目後應參加資格考試，

考試科目合計三科，由論文指導教授依該博士班研究生論文寫作

方向決定考試科目，並由論文考試委員會負責考試科目之命題、

審核等相關事項。資格考試作業規定如下: 

1. 考試委員會應決定考試科目中之一科為主要科目，其他二科為

相關科目。主要科目採開書式作答，考試時間八小時；相關科

目採閉書式作答，考試時間為四小時。 

2. 考試採筆試方式，於系辦公室指定場所進行，不得攜出作答。 

3. 三科考試科目必須在一個月內完成；補考不得在同一學期舉

行。 

4. 考試前三個月公佈各科目書單。 

5. 不得攜帶電子資訊相關器材入場。 

第十六條 本系博士班研究生凡已修畢應修之科目與學分，並通過資格考試，

得申請舉行論文計畫審核。資格考試科目每科滿分以 100 分計算，

及格分數為 70 分。 

碩士班研究生凡所修學分已達最低畢業學分之二分之一者，得申

請舉行論文計畫審核。 

第十七條 研究生申請論文計畫審核，應至系辦公室填寫申請單，經指導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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授簽字後送回。 

第十八條 論文計畫審核以公開口試方式進行，開放旁聽。 

第十九條 研究生應在論文計畫審核考試三週前，繳交論文計畫三份，由系

辦公室轉送考試委員審閱。 

第二十條 論文計畫審核口試時間碩士生以一小時至一小時三十分鐘為原則，

博士生以二小時至二小時三十分鐘為原則。 

第二十一條 論文計畫審核口試範圍除應試研究生撰寫之論文計畫書內容外，

考試委員亦可針對與論文計畫書相關之問題提出詢問。 

第二十二條 論文計畫審核成績分為「通過」與「不通過」二等。 

第二十三條 論文計畫審核成績經評定後，交系辦公室存查。成績經評定為「不

通過」者，應向系務會議報告。 

第五章 論文考試 

第二十四條 碩、博士班研究生已通過論文計畫審核，碩士班研究生已修畢或

於當學期結束時可修畢應修之科目與學分者，得申請論文考試；

唯論文考試不得與論文計畫審核在同一學期內舉行。 

第二十五條 碩、博士班研究生申請論文考試，應在每年十二月十五日或六月

十五日以前，至系辦公室領取論文考試申請表兩份，經指導教授

簽字後送回。 

撰寫論文計畫所應使用之語文種類，準用前項規定。 

第二十七條 碩、博士班研究生除雙聯學位生外應於校內舉行學位考試。 

論文考試之舉行以公開口試方式進行，開放旁聽。如遇考試委員

於考試期間不在國內，得以視訊方式進行，惟應先經系務會議通

過，並全程錄影存檔備查。 

舉行論文計畫審核之地點及方式，準用前兩項規定。 

第二十八條 碩、博士班研究生應在論文考試四週前，按考試委員人數印足學

位論文紙本份數繳交至系辦，由系辦公室將紙本轉送考試委員審

閱。 

第二十九條 碩、博士班研究生辦理離校手續時，應繳交『學位論文修改完成

確認單』及紙本論文兩冊予本系圖書館典藏後，系辦公室始得於

研究生畢業離校程序單上加蓋本系系戳。 

第二十六條 碩、博士班研究生學位論文以中文撰寫為原則，經指導教授同意

者，得以他種語文撰寫。惟論文題目及提要仍須另以中文撰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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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十條 本辦法有關論文考試舉行之未盡事項，悉依本校「研究生學位考

試要點」辦理。 

第六章 附則 

第三十一條 本辦法自八十三學年度起入學之本系研究生適用。其中第三條必

修科目之規定，自八十七學年度起入學之研究生適用；第四條補

修學分之規定，自八十五學年度起入學之研究生適用；第二十三

條論文考試時間之規定，自八十七學年度起入學之研究生適用。 

第三十二條 本辦法未盡事宜，悉依本校相關教務規章辦理之。 

第三十三條 本辦法經系務會議通過後施行，修正時亦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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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政治大學哲學系碩博士班修業辦法》修正條文對照表 

 

 

修訂條文 現行條文 說明 

第十六條 

本系博士班研究生凡已修

畢應修之科目與學分，並通過

資格考試，得申請舉行論文計

畫審核。資格考試科目每科滿

分以 100分計算，及格分數為

70分。 

碩士班研究生凡所修學分

已達最低畢業學分之二分之一

者，得申請舉行論文計畫審核。 

第十六條 

本系博士班研究生凡已修

畢應修之科目與學分，並通過

資格考試，得申請參加論文計

畫審核。資格考試科目每科滿

分以 100分計算，及格分數為

70分。碩士班研究生凡已修畢

應修之科目與學分，得申請參

加論文計畫審核。若研究生確

定在某一學期結束時可修畢應

修之科目與學分，亦得在該學

期申請參加論文計畫審核。 

1. 甲案仍保留『碩士班研究

生應通過論文計畫審核』

之作法，僅將申請條件由

原訂之『修畢應修之科目

與學分』修改為『所修學

分已達最低畢業學分之四

分之三』。 

2. 文字修訂，原條文稱『申

請參加』論文計畫審核，

均修改為『申請舉行』論

文計畫審核。 

第二十四條 

本系碩、博士班研究生已

通過論文計畫審核，碩士班研

究生已修畢或於當學期結束時

可修畢應修之科目與學分者，

得申請論文考試；唯論文考試

不得與論文計畫審核在同一學

期內舉行。 

第二十四條 

本系碩、博士班研究生已

通過論文計畫審核者，得申請

論文考試；唯論文考試不得與

論文計畫審核在同一學期內舉

行。 

研究生申請論文計畫審核條件

放寬後（見第十六條修正條

文），已不擔保研究生於申請

舉行學位論文考試時已修畢應

修之科目與學分，為使研究生

『通過學位論文考試』與『滿

足所有畢業條件』兩者時間點

相符，故在原條文內容之外，

增列第二項，限制研究生須在

修畢應修科目與學分後始得申

請論文考試，但例外容許於『可

修畢之當學期』亦得申請論文

考試。 

第二十八條 

碩、博士班研究生應在論文考

試四週前，按考試委員人數印

足學位論文紙本份數繳交至系

辦，由系辦公室將紙本轉送考

試委員審閱。 

第二十八條 

碩士班研究生應在論文考試四

週前，繳交學位論文三份，由

系辦公室轉送考試委員審閱；

博士班研究生應於論文考試四

週前，繳交學為論文六份，一

份留系辦公室參閱，五份由系

辦公室轉送考試委員審閱。 

1. 別字修訂，原條文誤將『學

位考試』作『學為考試』。 

2. 依本校《研究生學位考試

要點》第五點規定，碩士

學位考試委員會應置考試

委員三至五人，博士學位

五至九人，本條將應繳交

給系辦之紙本份數作彈性

化之規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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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十九條 

（刪除） 

第二十九條 

研究生通過論文考試後，應備

妥已規格化之三又二分之一吋

空白磁碟片乙張，至系辦公室

拷貝「碩博士論文電子檔案處

理系統」，將論文提要及相關資

料輸入後，連同學位論文五

冊，於學期結束前送交系辦公

室。 

原規定與實際做法相去甚

遠，擬刪除之。 

第三十條 

碩、博士班研究生辦理離校手

續時，應繳交『學位論文修改

完成確認單』及紙本論文兩冊

予本系圖書館典藏後，系辦公

室始得於研究生畢業離校程序

單上加蓋本系系戳。 

第三十條 

系辦公室於檢查論文電子檔案

資料無誤後，發給「研究生畢

業離校程序單」並加蓋本系系

戳。通過論文口試之研究生，

可自行擇期憑單至各相關單位

辦理離校手續，其中至圖書館

須繳交論文五冊（三本平裝、

二本精裝）予採錄組，並還清

所借圖書。 

1. 修訂本系研究生向系辦公

室辦理離校之條件。 

2. 碩、博士班研究生於離校

前應繳交紙本若干給本校

圖書館並非本系權責範

圍，擬刪除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