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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歐洲研究所 

1.1 歐洲研究所簡介 

本所成立於 2016 年，隸屬於本校歐亞語文學院，係以歐洲暨歐盟事務研究

為導向之獨立研究所，亦為國內南部唯一之「歐洲研究所」，本所致力於培養具

備歐洲政經、國際事務的專業能力之人才，以提供國內外政商學界人才之需。 

本所之教學目標為： 

1. 培養學生具備邏輯思考、閱讀及研究創新論文之能力，並發展研究、分

析、整合與解決問題之能力。 

2. 培養具備英外語能力與跨文化溝通之專業人才。 

3. 培養學生具備歐盟與歐洲各國政經事務議題整合與分析之專業能力，以

建立研究與就業實力。 

4. 培育具備宏觀國際視野、優異的國際移動能力之專業人才。 

其次，本所強調學術研究與專業養成並重，發展特色分成研究與教學兩面向： 

 研究 

1. 持續深化歐盟與歐洲整合，以及相關政經、社會、文化等領域之研

究，提高本所師生研究成果在國際學術界之能見度與影響力。 

2. 增進與歐研相關國際學術機構、國家政府機構與社群之互動與交流，

拓展教師與學生之國際視野、經驗及競爭力。 

3. 招收及培養歐洲研究之研究生，在南臺灣推廣促進歐洲及歐盟教育

及研究，啟發更多年輕學子投入歐洲研究領域，並為學術生涯剛起

步的學子提供豐沃的學術資源環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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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教學 

1. 強調個別輔導，推行歐洲師徒制（Mentorship）。 

2. 課程以深入研究歐洲各國政治、經濟、社會、文化專題，以及歐亞

關係為導向，著力於對歐洲事務、跨文化專題以及歐盟研究之探討，

強調理論與實務並重，專業課程同時融合理論與實務，將透過專題

講座、文化論壇、業界協同教學課程與海內（外）實習課程提升跨

領域實力及職場競爭力。 

3. 致力於理論與實務兼併之學術研究，將研究成果落實於教育實務中，

配合教師專業領域，規劃「法政經濟」及「社會文化」等兩大領域

之課程，在歐亞關係框架下，培育歐洲事務研究人才、外交人才以

及經貿人才。 

1.2 歐洲研究所師資團隊 

本所主、從聘師資囊括本校法國語文系、德國語文系、西班牙文系之多元化

專業師資，共十五位，其學術專業皆與歐洲、歐盟研究相關，且均為國內歐洲研

究領域著名學者。研究與教學涵蓋政治、經濟、法律、社會、歷史文化、國際關

係等範疇。 

此外視課程需求，聘請跨院系所之專兼任師資共同授課，如：國際事務系、

吳甦樂教育中心。亦不定期聘請客座教授至本所講學，使學生能藉此拓展國際視

野、深入了解歐盟事務。 

主聘

師資 

 

從聘

師資 

 

行政

團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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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歐洲研究所之學生特質與專業能力 

研究生制度源起於中世紀歐洲，碩士研究生為完成學士後的深造學位制度，

碩士研究生教育注重培養學生的研究問題和分析問題的能力以及學科研究的能

力。 

成為碩士研究生須具備甚麼條件？無論是正在修習大學學位亦或是已獲得

學士學位，但卻無法滿足於教科書或者傳統知識，渴望利用一切可能之管道，獲

取該領域之專業知識，拓展自己的知識面。若你在學士後仍繼續想要在某個領域

持續學習，即擁有成為碩士生的第一把鑰匙，本所除具備學術研究傾向外，亦期

望本所預備研究生、未來潛在學生及碩士生具備以下特質及專業能力，以下為本

所發展特質及專業能力表： 

表 2-1：歐洲研究所發展特質及專業能力表 

進入本所應具備特質               畢業後應具備專業 

1. 對於歐洲研究領域感興趣 

2. 對於國際政經情勢感興趣  
1. 歐盟事務議題之專業能力 

2. 國際政經情勢之專業能力 

3. 英、外語能力  3. 外語溝通與表達能力 

4. 求知欲、持續學習的能力  

4. 科研能力 

5. 閱讀論文能力 

6. 撰寫論文能力 

5. 批判性思考  
7. 獨力研究和解決問題的能力 

8. 創新及彙整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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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碩士修業期程 

3.1 碩士研究生 

本所在為期兩年修業期間，為研究生打下良好的基礎，課程設計除了培養對

於歐洲政經、國際事務的專業能力外，也持續培育語言人才，並培養邏輯性的思

辨能力。 

本所強調個別輔導，採師徒制（Mentor），自研究生甫入學開始結合教師專

業培養學生「自我研究」、「自我管理」、「自我學習」、「自我監督」之能力，研究

所不僅僅是為賦予碩士學位而學習，更是為將來奠定紮實的基礎。對於研究生來

說，導師（Mentor）是指導研究生完成碩士學位論文的人，但導師的功能不止於

此，他們在研究生修業生涯中提供其研究領域之專業知識和個人建議，在學習、

撰寫論文，或是職涯方面給予建設性的意見與反饋，還能夠幫助學生在個人生活

與職業目標之間取得平衡，並在學生歷經挑戰時期給予情感鼓勵與支持。 

研究生甫經入學後，本所所長將會是研究生第一位導師（Mentor），亦是碩

士班及的導師（Homeroom Teacher），所長將在各位研究生尋找到自己理想的指

導教授前，提供研究生在修業期間一切所需的支持，導師帶領學生定期召開班會，

每學期至少與學生個別晤談一次。在一年級下學期底定指導教授（Advisor）後，

所長導師（Mentor）的職責將會部分轉移予指導教授，但仍擔任班級導師，指導

教授將成為研究生第二位導師，往後研究生將跟隨指導教授進行研究、撰寫論文，

指導教授將雕塑研究生學術生涯更趨於專業化，引導學生成為獨立學術研究者。 

嚴格來說，做為高等教育機構，本所教師都具備相應能力能夠成為研究生第

三位導師，甚至是第四位導師，碩士兩年的生涯裡，研究生將會開拓其嶄新視野

以及面臨各種的挑戰，一位成功的研究生，在其碩士修業生涯中將有擁有許多導

師，以協助其面對碩士生兩年生涯以及之後面臨的各種挑戰與考驗。下表為碩士

生修業進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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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修習學分 

2. 奠 定 專 業

知識 

3. 穩 固 學 術

研究基礎 

 

1. 聘 請 指 導

教授 

2. 確 定 研 究

方向 
 

著手論文 
 

1. 衝刺論文 

2. 完成學位 

3. 未來規劃 

碩一上 碩一下 碩二上 碩二下 

圖 3-1：碩士生修業進程圖 

 

 

3.2 預備研究生（4+1） 

預備研究生制度建立的目的在於讓大三符合甄選資格之學業成績優異學生

修讀五年一貫、碩士學位（即 4 年+1 年），並提前規劃專業習或術研究領域。同

學得以善用大四在學期間，選讀碩士班課程，日後參加研究所入學甄試或考試通

過後，所修習之碩士班課程可抵免碩士班研究生應修學分數，大四這一年即可與

指導老師著手進行研究工作，確立未來的發展方向，若於碩一修完所有碩士班課

程，且符合系內畢業規定就可以申請畢業，以縮短修業年限。下表為預備研究生

修業進程： 

1. 修習學分 

2. 奠 定 專 業

知識 
 

準備研究所 

入學考試  

1. 修習學分 

2. 聘請指導

教授 
 

1. 衝刺論文 

2. 完成學位 

3. 未來規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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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穩 固 學 術

研究基礎 

3. 確定研究

方向 

大四上 大四下 碩一上 碩一下 

圖 3-2：預備研究生修業進程圖 

 

四、專業習得 

文藻歐洲研究所為期兩年之課程，使研究生有能力成為從事歐洲研究與歐洲

實務之工作者。 

4.1 修課規定與規劃 

1. 本所學生需修滿至少 36 學分，包括 15 必修學分（含碩士論文寫作 

6 學分）、21 選修學分，並通過資格考及碩士學位論文口試始得畢業。 

2. 選修 21 學分中，經學生申請核准後，有 6 學分可至本校外所修習。 

3. 申請碩士學位考試前，須通過「文藻外語大學學術倫理教育課程實施

要點」所訂之學術倫理教育課程。 

本所課程規劃以及修業檢核表，請參閱表 4-1 及 4-2： 

表 3-1：歐洲研究所 111 學年度科目學分表 

第一學年 

上學期 下學期 

屬性 
科目

類別 
科目名稱 

授課

學分 
屬性 

科目

類別 
科目名稱 

授課

學分 

基礎

核心 
必修 研究方法論 3 

法政

經濟 
必修 

歐盟對外關係

專題 
3 

法政

經濟 
必修 

歐盟整合與共

同政策專題 
3 

法政

經濟 
選修 歐洲經貿專題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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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政

經濟 
選修 

歐盟與環境衛

生：政策、成

就與主要挑戰 

3 
法政

經濟 
選修 歐洲時事論壇 3 

法政

經濟 
選修 

歐洲各國政府

與歐盟治理 
3 

社會

文化 
選修 

歐洲電影文化

與社會專題 
3 

社會

文化 
選修 

歐洲語言教育

專題 
3 

社會

文化 
選修 

歐洲宗教與文

化專題 
3 

第二學年 

上學期 下學期 

屬性 
科目

類別 
科目名稱 

授課

學分 
屬性 

科目

類別 
科目名稱 

授課

學分 

社會

文化 
選修 

歐洲觀光產業

專題 
3 

基礎

核心 
必修 碩士論文 6 

社會

文化 
選修 歐洲藝術專題 3 - - - - 

社會

文化 
選修 

歐洲教育制度

專題 
3 - - - - 

研究生修業檢核表範例如下： 

表 3-2：歐洲研究所研究生修業檢核表 

文藻外語大學歐亞語文學院歐洲研究所 

研究生修業檢核表 

姓名：_______________          學號：_______________ 

歐洲研究所修課自我檢核表 

一年級上學期 

必修課程 學分數 成績 備註 

研究方法論 3 _____  

歐盟整合與共同政策

專題 
3 _____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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選修課程 學分數 成績 備註 

(選填) (選填) _____  

累積必修學分總計 ____ 累積選修學分總計 ____ 

一年級下學期 

必修課程 學分數 成績 備註 

歐盟對外關係專題 3 _____  

選修課程 學分數 成績 備註 

(選填) (選填) _____  

累積必修學分總計 _____ 累積選修學分總計 _____ 

二年級上學期 

必修課程 學分數 成績 備註 

(選填) (選填) _____  

選修課程 學分數 成績 備註 

(選填) (選填) _____  

累積必修學分總計 _____ 累積選修學分總計 _____ 

二年級下學期 

必修課程 學分數 成績 備註 

碩士論文 6 _____  

選修課程 學分數 成績 備註 

(選填) (選填) _____  

累積必修學分總計 _____ 累積選修學分總計 _____ 

歐洲研究所碩士學位考試自我檢核表 

一年級下學期 
▢ 指導教授：＿＿＿＿＿＿＿＿ 

▢ 研究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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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尚未底定，計劃於_____年_____月_____日提出聘請

指導教授與論文方向。 

提交紙本資料 
▢ 已完成 

▢ 尚未繳交，將於_____年_____月_____日提交資料。 

歐洲研究所碩士論文計畫口試申請自我檢核表 

檢

核

項

目 

必選修至少 15 學分 

(含本所規定課程) 

▢ 已達＿＿＿學分 

▢ 未達，尚缺＿＿＿學分 

論文計畫口試審查 ________年________月________日 

論文計畫通過日期 ________年________月________日 

歐洲研究所碩士論文口試申請自我檢核表 

學術論理課程 
▢ 完成。 

▢ 尚未完成，計劃於_____年_____月_____日完成。 

碩士學位論文考試 ________年________月________日 

4.2 課程設計概述 

本所學分數均按教育部規定執行，每學期必修外，研究生可依個人興趣及需

求選修其他專業課程。 

表 3-3：歐洲研究所必修課程簡介表 

必修科目 課程概述 課程設計目的 

研究方法論 

本課程以批判性方式探討分別

從語言、方法論、倫理學方面探

討研究相關途徑，使學生對如何

進行研究有基本的了解，透過宏

觀視野教導學生歐研領域相關

學術研究方法，討論研究語言、

道德原則及定量、定性和混合研

透過本課程使同學具備以下專

業能力： 

1. 具備進行學術研究之專業

知識。 

2. 了解學術研究專業術語。 

3. 能夠比較和對比定量、定性

和混合研究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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必修科目 課程概述 課程設計目的 

究方法。學生亦能從課程當中獲

得論文撰寫之指導及建議。 

4. 具備查找文獻資料的能力。 

5. 具備學術倫理與研究倫理

意識。 

6. 能以批判性思維分析學術

研究。 

7. 具備獨立研究的能力。 

歐盟整合與共

同政策專題 

本課旨在向學生介紹歐洲聯盟

的相關主題。課程內將大致呈現

有關歐洲整合的時下及傳統議

題，本課程目標在於學習關於歐

洲聯盟政策的知識、歐洲聯盟成

員國對於其政策的處理方式以

及歐洲聯盟和全世界的互動。修

習此課程後，學生應具有對歐洲

聯盟機構的基本認識，並能掌握

理解各機構的權限範圍，也能了

解現今歐洲聯盟所面對的內政

及外務挑戰。透過不同的主題，

課程內將討論歐洲聯盟與其成

員國的合作互動，以及歐洲聯盟

在歐洲和全世界所扮演的角色。

即使歐洲聯盟自創立以來已經

達到一定的成就以及認可，某些

複雜且嚴重的問題仍然存在，例

如：移民問題、政策統一、恐怖

主義、社會問題、民主赤字現象、

激進主義、經濟困頓、擴張發展

等；而本課程開放學生探討上述

問題、現象、挑戰及成就。 

使學生能夠： 

1. 了解歐洲整合的起源、演變

以及主要的挑戰。 

2. 觀察與評估歐洲聯盟政策

在歐洲內外的發展、成果以

及影響。 

3. 討論與分析歐洲聯盟時下

所面對的挑戰。 

4. 比較歐洲聯盟的整合相對

於其他區域性整合的過程。

例如：東南亞國家聯盟、東

協十加三、亞洲太平洋經濟

合作會議、非洲聯盟及南方

共同市場等。 

歐盟對外關係

專題 

本課旨在向學生介紹歐洲聯盟

在全球政治所扮演的角色。課程

內將會剖析歐洲聯盟的自主對

外政策能力，以及歐盟對於全世

界的角色特質、效率及影響。課

程會以一段理論性質的辯論為

開端，主題是歐洲聯盟的全球性

使學生能夠： 

1. 習得關於歐洲聯盟全球性

角色的應用知識 

2. 熟知關於歐洲聯盟的外交

政策問題、外交關係、國際

關係，及其在機構化    歐

洲環境下的安全議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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必修科目 課程概述 課程設計目的 

角色，學生將以全球性組織的角

度來討論歐洲聯盟，課程也將使

學生熟捻歐洲聯盟的相關機構、

行政方式及其外交政策的制定

系統。接著課程內將會解析歐洲

聯盟與國際要角的外務關係，包

含：美國、中國、巴西等國家，

也將解釋歐洲聯盟與區域性組

織的互動，像是：東南亞國家聯

盟、非洲聯盟、南方共同市場、

南非發展共同體、南亞區域合作

聯盟等組織。最後，課程將著重

於歐盟外務關係的重要議題，亦

即交易、衝突化解、危機、災害

處理、國際安全性、國際互助、

國際發展、全球衛生、全球氣候

變遷及移民問題等。課程總結於

歐洲聯盟的鄰國政策之探討。 

3. 討論關於歐洲聯盟對外關

係的重點議題及挑戰 

4. 學習如何依據經驗和證據

做出批判性思考以及提出

假設性論點 

碩士論文 

本課程提供碩士論文寫作之指

導，從學術倫理、研究題目設定、

資料蒐集、以及正確的學術中

(外)文用法，協助指導學生撰寫

完成一本具學術參考價值的碩

士論文。 

使學生能夠： 

1. 具有蒐集國內外文獻之能

力 

2. 具有獨立批判思考的能力 

3. 具有運用量化或質性研究

之技巧 

4. 具有獨立完成撰寫碩士論

文之專業能力 

表 3-4：歐洲研究所選修課程簡介表 

選修科目 課程概述 課程設計目的 

歐洲各國政府

與歐盟治理 

治理是各國政府行政與管理的

焦點，對於歐盟治理的研究則發

展出多層次治理的理論，以探討

歐盟決策運作過程中各層次參

與者的互動與交互影響。本課程

介紹歐盟主要會員國政府組織

與行政決策，論述歐盟多層次治

修習此課程的學生將能夠： 

1. 認識歐盟主要會員國政府

組織與行政決策 

2. 瞭解歐盟機構與決策並掌

握其多層次治理的特性 

3. 應用多層次治理理論分析

歐盟各項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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選修科目 課程概述 課程設計目的 

理的決策模式與特性，進而運用

多層次治理的理論，分析歐盟各

項重要政策擬定過程中各層次

行為者的互動與角力。 

4. 訓練思考問題、發表看法、

寫作論文的能力 

歐洲語言教育

專題 

本課程旨在培養學生研究能力，

主要針對歐盟語言教育政策之

施行以及語言使用之現況進行

主題探討，以期增進學生掌握歐

盟歷史演變以及關注國際相關

議題之洞察力。 

使學生能夠： 

1. 研究歐盟國家現行的語言

教育政策。 

2. 研究歐盟國家的語言教學

方向與需求。 

3. 分析並综合不同的語言教

育資訊和論點。 

歐盟與環境衛

生：政策、成

就與主要挑戰 

據世界衛生組織（WHO）對於環

境衛生之定義：「所有物理、化

學及生物因素都會影響人，所有

相關因素皆可能影響衛生。」本

課程以歐盟環境衛生政策為教

學範疇，探討其具體行動，意即

研究歐盟針對化學危害、空氣物

染、氣候變遷、水質、塑料品等

全球性環保議題之因應措施。 

透過此創新課程，學生亦能夠了

解歐盟機構及其在各個領域的

政策制定（如：經濟、環境與衛

生等）。在課程中，教授將講授

歐盟在人類衛生與環境品質方

面的政策、行動與挑戰之下的相

互關係。 

學生將從歐盟涉入的區域及全

球事務之下，了解環境與衛生方

面的措施。本課程亦培養學生對

於複雜議題的理解力，提升國際

事務及政策分析能力，進而促使

學生能就環境保護與人類健康

議題提出新的解決與改善方案。 

使學生能夠： 

1. 習得關於環境與衛生之理

論與實務。 

2. 瞭解歐盟在環境與衛生上

投注之心力。 

3. 了解歐盟在環境衛生政策

方面的知識，特別是在東南

亞國家的國際合作狀況。 

4. 了解歐盟在環境衛生政策

的成就。 

5. 進行歐盟環境衛生領域相

關學術研究，並針對歐盟對

內及對外的環境衛生相關

行動，進行獨立思辨。 

6. 加強在歐盟環境衛生領域

相關知識，且提升就業能力

（英語、溝通、簡報和分析

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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選修科目 課程概述 課程設計目的 

本課程首先將以討論會形式進

行，以歐洲與其他國家為主，針

對「環境衛生」的概念進行學術

討論。透過互動式課程（如：演

講、閱讀、圍桌討論、角色扮演

及辯論等），使學生能更深入了

解歐盟對內及對外的環境衛生

相關行動。其中包含： 

- 歐盟環境與衛生政策的演變與

融合。 

- 歐盟環境與衛生政策以及歐洲

相關領域機構（如：非政府組織、

私人企業等）之關係。 

- 歐盟在歐洲國家及其他國家中

參與環境衛生的具體作為。 

- 歐盟在環境衛生議題方面的限

制與挑戰。 

本課程不僅將討論歐盟在歐洲

及全球環境衛生領域中所扮演

的角色，並特別關注歐盟未來於

亞洲的動向。 

歐洲時事論壇 

本課程討論歐洲及全球重大新

聞議題。課堂上先觀看國外媒體

報導並講授教材內容使學生具

備背景知識，再藉由小組報告及

綜合討論，引領學生能掌握現況

發展、分析各國立場、並思考相

關問題。 

使學生能夠： 

1. 關注歐洲及全球重大新聞

議題 

2. 瞭解歐盟及個別會員國對

相關議題之立場 

3. 培養搜尋資料、分析評判的

能力 

4. 訓練思考問題、發表看法的

能力 

歐洲經貿專題 

此課程以歐盟的經濟觀點為來

源，分析歐盟的經濟融合過程以

及綜觀歐洲經濟暨貨幣同盟的

決策過程。此課程還討論歐盟與

使學生能夠： 

1. 了解歐盟經濟融合過程與

主要特色，經濟方針，以及

歐盟經濟機構的角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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選修科目 課程概述 課程設計目的 

它主要的貿易夥伴(包含台灣)之

間的國際貿易關係。 

2. 了解歐洲許多政治社會系

統危機特定的原因及對經

濟發展的影響。 

歐洲電影文化

與社會專題 

介紹歐洲電影發展史、歐洲電影

的重要性以及目前歐洲電影的

發展趨勢與現況。此外，於課程

中也教導學生比較歐洲電影與

美洲及亞洲電影的異同。 

使學生能夠： 

1. 藉由不同國家的知名電影

讓學生了解歐洲各國重要

的歷史事件、文化特色、社

會現象、社會問題。 

2. 除了培養學生欣賞電影美

學的涵養，也教導學生分析

導演藉由影片所欲探討主

題之能力。 

歐洲宗教與文

化專題 

本課程旨在研究歐洲宗教與文

化發展的相關性問題。課程內容

先從歐洲既有的文化成就（例

如：人權思想）回溯探討其發展

的宗教根源與價值信念，探究歐

洲整合的傳統思想與信仰的共

同文化根基，之後將進一步呈現

歐洲（歐盟）現今面對的挑戰與

衝擊（例如難民、恐攻）其與宗

教信仰的關連之處並討論宗教

傳統與現代問題融合的可能途

徑。若有機會，本課程也開放學

生探討東西方文化之間的對話

及融合的主題。 

使學生能夠： 

1. 熟悉歐洲宗教發展歷程，理

解歐洲文化的宗教基礎及

其對歐洲文明的影響。 

2. 對歐洲社會共同價值信念

今日所受的衝擊與挑戰能

有所認識。 

3. 本課程也預期能協助學生

對自身與歐洲宗教文化之

間，能建立初步比較與融合

的能力。 

歐洲藝術專題 

本課程以歐洲藝術與工藝史為

範疇，探討歐洲建築、雕刻、繪

畫、裝飾藝術、時尚與西洋文化

之關連。透過文獻與藝術創作中

圖像訊息的辨識、分析、與解讀

（肖像學）以協助論文專題之撰

寫與研究。 

使學生能夠： 

1. 具備歐洲藝術演進與風格

之知能。 

2. 掌握論文研究中肖像學之

運用。 

3. 習得藝術文化專題的分析

與批判之能力。 

歐洲觀光產業

專題 

本課程旨在介紹歐洲不同國家

的觀光文化產業特色及行銷手

法，如：城市行銷、品牌行銷、

使學生能夠： 

1. 獲得觀光產業所需之相關

知能。 



文藻外語大學歐洲研究所新生手冊（2022） 

18 

 

選修科目 課程概述 課程設計目的 

文化商品化，並從中探討歐洲觀

光產業之現況與面臨的問題。 

2. 了解休閒觀光以及文化觀

光的意義、功能、內涵，以

及目  前歐洲觀光產業的

趨勢。 

3. 具備更完整的國際觀以及

更宏觀的國際視野。 

歐洲教育制度

專題 

本課程之目的在於讓學生對於

比較教育之發展與研究方法有

一基本之認識，透過了解歐洲各

主要國家教育制度之沿革、現況

與發展問題，並針對歐洲各國所

面臨的重大教育議題進行深入

分析，期能對歐洲教育制度之相

關議題有獨立分析的能力。 

學生學習之後能達到以下目

標： 

1. 能了解比較教育的意義、

研究現況、爭論與發展趨

勢 

2. 能夠指出歐洲各主要國家

教育制度之特點、影響因

素與發展動向 

3. 能以比較教育的觀點分析

台灣之教育問題 

職場體驗實習

(一) 

本課程提供學生於學期中或寒

暑假至校外相關單位實習至少

36 小時。實習單位為與本校簽定

實習合約之機構。 

使學生能夠： 

1. 於在學期間提早學習職場

之實務經驗。 

2. 建立正確的工作態度。 

3. 提昇學生於職場之就業能

力。 

4. 培養跨文化溝通能力。 

5. 擴展國際觀。  

職場體驗實習

(二) 

本課程提供學生於學期中或寒

暑假至校外相關單位實習至少

72 小時。實習單位為與本校簽定

實習合約之機構。 

暑期實習(一) 

本課程為學生提供暑假至校外

相關單位實習至少 160 小時。實

習單位為與本校簽定實習合約

之機構。 

暑期實習(二) 

本課程為學生提供暑假至校外

相關單位實習至少 320 小時。實

習單位為與本校簽定實習合約

之機構。 

4.3 學術研究倫理課程 

1. 111學年度新生資料將統一由註冊組於開學前匯入「臺灣學術倫理教育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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源中心」系統平台。 

2. 學生登入請選擇身份為「必修學生」。 

3. 登入帳號：學號；預設密碼：學號後五碼，登入後可自行修改密碼。 

4. 登入後請至課程專區中「我的課表」中，修畢所有課程，並進行總測驗

（每天限 5 次未通過機會），通過後於隔日中午以後，至學習歷程下載

修課證明。 

5. 同學通過測驗後必須在提出碩士學位考試前，下載成績證明表繳交給所

助理，方可申請提交學位考試申請。 

 

 

3-3：學術倫理課程修課流程圖 

更多相關資訊請參考： 

本校學術倫理專區網址：http://d001.wzu.edu.tw/category/145880 

學術倫理教育資源中心課程平台 https://ethics.nctu.edu.tw/login/s/  

 

4.4 iThenticate 論文原創性比對系統 

本校圖書館訂購 iThenticate 論文原創性比對系統，提供研究、研究生論文

及高年級學生研究寫作之比對使用，建議指導研究生論文、教授大學部專題課程

及研究寫作課程之教師，鼓勵修課學生申請帳號密碼使用，幫助學生進行論文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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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前的自我檢測，避免剽竊之嫌，有助於建立學術倫理的概念與正確的寫作態度

及文獻引用的能力。未來本所將通過修業規則規範研究生學位論文原創度，以確

保論文無抄襲情事發生。 

系統簡介說明如下： 

【iThenticate 簡介】 「iThenticate 論文原創性比對系統」透過最先進的技

術，比對持續更新的 600 億頁網頁資料，超過 4900 萬篇的全文電子出版品等，

自動計算出與本文有相似文字的百分比率，挑出該段內容及可能的原始出處，提

供師生自行偵測其文章的原創性，減少因不當引用造成剽竊的可能性，有助於提

升論文的可信度。 

【申請流程】 

1. 申請個人帳號 

填寫 iThenticate 系統帳號申請表單

https://goo.gl/forms/jvV065j9v8fGhxM42 申請個人帳號，圖書館審核

建檔後，系統自動發送密碼至你的 email 信箱。 

2. 至 iThenticate 網站：http://www.ithenticate.com，輸入帳密，登入系統

修改密碼即可。 

4.5 研究生（所級）活動 

4.5.1 學術活動 

本所及國內許多學術研究機構會定期舉辦學術講座、座談會、論壇、研討會

等相關學術活動，本所期望研究生積極參與學術活動，提升學術風氣，並促進與

國內、外學界交流，無論你是否要發表學術論文，參加會議和研討會都非常具有

價值意義，這能迅速累積研究生知識經驗研究能量，例如你有機會與他人來一場

學術談話，並從中獲得良好的建議，促進你開展研究，亦或許是你可以獲悉目前

國內外相關研究現況，你也能更深入了解如何撰寫學術論文和進行會談，培養社



文藻外語大學歐洲研究所新生手冊（2022） 

21 

 

交能力，本所每學期會舉辦數場學術專題講座以及歐洲論壇，歷年辦理之學術活

動如下表： 

表 3-5：歐洲研究所歷年學術活動列表 

學術講座 

日期 項目 講者 

2022.05.03 

2022 French Presidential 

Election: Fragmented 

Campaign, Expected Results 

and Implications for France 

and Europe 

Various Speakers 

2022.4.21 

EARTH DAY TALK 2022: 

“From COVID to Ukraine: 

What the crises mean for the 

future of our environment 

and sustainability” 

Various Speakers 

2021.12.9 

歐亞學生社群-The European 

Union’s Development 

Assistance for Health (DAH) 

in Vietnam 

Dr. Vincent Rollet, Graduate 

Institute of European Studies 

2021.12.7 

歐亞學生社群-Europe’s 

External Environmental 

Policies and Taiwan 

Dr. Armin Ibitz, Chair, Institute of 

European Studies, 

2021.12.6 

歐亞學生社群-Strategic and 

Economic Cooperation 

between EU and China 

Dr. Mark Wenyi Lai, Chair, Dept. 

of International Affairs 

2021.11.30 
《國際環境協議》工作坊：

從跨國觀點與國際規範出發 

Dr. Reinhard Zeitler，德國資深官

員 

2021.6.4 
「歐洲經貿專題」課程與荷

蘭在台辦事處線上交流 
 

2021.3.12 
「歐洲經貿專題」課程前往

參與亞太國際風力發電展 
 

2019.11.22 

(Sustainable) Austria in the 

EU & Educational 

opportunities in Austria  

Cédric Alviani，無國界記者組織

東亞辦事處執行長 

2019.11.14 
The Battle for Free 

Information  

Roland Rudorfer，奧地利台北辦

事處處長 



文藻外語大學歐洲研究所新生手冊（2022） 

22 

 

2019.06.12 
「2019 年歐洲議會選舉結果

觀察」專題講座 

國防部所屬之國防安全研究院非

傳統安全與軍事任務研究所助理

研究員李俊毅教授 

2018.12.10 
「歐盟發展趨勢及潛在危機」

淡大陳麗娟教授專題講座 

淡江大學歐洲研究所教授兼歐洲

聯盟研究中心主任陳麗娟 

2018.11.29 
「Erasmus+ 歐盟聯合碩士學

程暨獎學金」講座 

Erasmus+ 聯合碩士學程校友陳

映竹 

2018.06.21 

「歐亞國際教育專題講座-中

國崛起與對外發展戰略」專題

講座 

國立中正大學戰略暨國際事務研

究所趙文志教授 

2017.01.13 
「Lingua 計畫-歐盟語言教育

政策」專題講座 
淡江大學歐洲研究所卓忠宏教授 

學術論壇 

日期 項目 主講教授 

2019.12.06 

第二屆文藻歐洲論壇－歐盟

總理容克十大優先任務回顧

與展望 

1. 東華大學 朱景鵬副校長 

2. 國立中興大學國際政治研究

所楊三億所長 

3. 華東理工歐洲研究所孫定東

副教授 

4. 南華歐洲研究所鍾志明副教

授 

5. 文藻歐洲研究所華明儀副教

授 

2018.12.14 
第一屆文藻歐洲論壇：21 世紀

歐洲與國際政經發展趨勢 

6. 政大歐洲語文學系教授兼臺

灣歐盟中心副主任張台麟 

7. 淡江歐洲研究所教授兼所長

卓忠宏 

8. 政大俄羅斯研究所教授洪美

蘭 

9. 歐 洲 研 究 所 教 授 羅 文 笙

（Vincent Rollet） 

10. 德 國 語 文 系 教 授 華 明 儀

（Armin Ibitz） 

2017.11.10 
「當前歐盟統合發展之機會

與挑戰」論壇 

1. 政大歐洲語文學系教授兼臺

灣歐盟中心副主任張台麟 

2. 淡江歐洲研究所教授兼所長

卓忠宏 

3. 歐 洲 研 究 所 教 授 羅 文 笙

（Vincent Rolle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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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德 國 語 文 系 教 授 華 明 儀

（Armin Ibitz） 

研究生論文發表會 

日期 項目 與會專家學者 

2018.06.22 
第八屆全國歐盟研究論文發

表會 

1. 蘇宏達(臺灣大學臺灣歐洲

聯盟中心主任) 

2. 張台麟(政治大學歐盟研究

中心主任) 

3. 陳麗娟(淡江大學歐洲聯盟

研究中心主任) 

4. 羅文笙(文藻外語大學歐洲

研究所副教授) 

5. 林泰和(中正大學戰略暨國

際事務研究所副教授兼所

長) 

6. 卓忠宏(淡江大學歐洲研究

所教授) 

等 16 位校內外專家學者與會及

全國 28 位碩博士研究生參與發

表。 

學術研討會 

日期 項目 備註 

2019.04.12 
「英國脫歐與歐洲局勢發展」

國際學術研討會 
與淡江大學共同辦理。 

2018.10.06 
2018 第二屆歐亞語文國際學

術研討會 

歐亞語文學院主辦，歐洲研究所

協辦。 

2020.12.11 

第 三 屆 文 藻 歐 洲 論 壇 －

COVID-19 疫情時代：歐洲政

經、社會之危機、影響及挑戰 

 

2021.11.12 
第四屆文藻歐洲論壇：歐洲疫

後復甦－停滯、重建與再定位 
 

今年 11 月將舉行第五屆文藻歐洲論壇，預計開放研究生發表論文機會。下

圖集為本所第一屆文藻歐洲論壇及第二屆文藻歐洲論壇之花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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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屆文藻歐洲論壇：21 世紀歐洲與國際政經發展趨勢 

圖由左至右依序為文藻歐亞語文學院張守慧院長、淡江大學歐洲研究所卓忠

宏所長、臺灣歐洲聯盟中心張台麟副主任、政治大學俄羅斯研究所洪美蘭教

授、文藻歐洲研究所陳郁君所長、文藻德國語文系華明儀教授及文藻歐洲研

究所羅文笙教授。 

 

第二屆文藻歐洲論壇－歐盟總理容克十大優先任務回顧與展望 

第一排由左至右：淡江大學歐洲研究所卓忠宏所長、上海華東理工大學歐洲

研究所楊逢珉所長、國立東華大學朱景鵬副校長、文藻歐洲研究所陳郁君所

長、臺灣歐洲聯盟中心鄭家慶執行長及文藻圖書館張守慧館長，為「第二屆

文藻歐洲論壇：容克十大優先任務回顧與展望」揭開序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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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屆文藻歐洲論壇－歐盟總理容克十大優先任務回顧與展望 

左起上海華東理工歐研所孫定東教授、文藻圖書館張守慧館長、臺灣歐盟中

心鄭家慶執行長、東華大學朱景鵬副校長、上海華東理工歐研所楊逢珉所

長、文藻歐研所陳郁君所長、文藻傳藝系林潔教授、淡江歐研所卓忠宏所

長、文藻德文系張嘉斌主任 

圖 3-4：文藻歐洲論壇花絮 

以下提供研究生國內學術研究機構，同學可留意網站公布資訊，參與學術活

動： 

 臺灣歐洲聯盟中心（the EU Centre in Taiwan, EUTW）： 

台大歐盟中心不定期辦理許多歐盟、兩岸歐盟學術、文化、科技等學術

主題論壇，歡迎同學瀏覽臺灣歐洲聯盟中心網頁，關注最新學術活動訊

息。下圖為本所教授帶領研究生前往台北參與臺灣歐盟論壇，圖由右至

左依序為前駐葡萄牙代表林正惠、淡江大學歐洲研究所卓忠宏所長、臺

灣歐洲聯盟中心張台麟副主任、文藻歐洲研究所羅文笙教授，以及本所

研究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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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5：臺灣歐盟論壇師生與會照片 

4.5.2 論文答辯觀摩 

在進行自己的論文答辯會前，應參加一場或多場的論文答辯，提早熟悉「碩

士論文答辯」，有助於設定目標。在觀摩答辯過程中評審委員們與研究生的互動

以及委員的提問方式，切實體會如何準備碩士論文、寫作以及答辯。 

本所會於所網上張貼本所研究生碩士論文答辯公告，敬請同學們關注所網，

時刻留意最新資訊。 

4.5.3 實習項目 

本所與臺灣歐盟中心（http://www.eutw.org.tw/index.php）簽訂實習合約，

提供學生寒假或暑期實習機會，歐洲聯盟為推廣全球歐盟研究並促進與各國學術

界和公民社會之交流合作，自 1998 年起在全球先進工業國家擇重要學府設立「歐

洲聯盟頂尖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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歐洲執委會於 2008 年元月決定在臺灣籌設歐盟中心後，臺大遂與執委會於

2008 年 12 月 31 日正式完成簽約換文，2009 年 5 月 22 日臺灣歐盟中心正式

揭幕，現任主任為蘇宏達教授，副主任為張台麟教授及陳淳文教授，執行長為鄭

家慶先生，副執行長為白綺萍女士。實習生於實習期間從事歐盟推廣工作，並協

助歐盟中心管理臉書粉絲專頁，下圖為本所羅老師前往臺灣歐盟中心進行實習訪

視，由左至右分別為本所羅文笙教授、歐盟中心外籍實習生、本所兩名研究生實

習生、歐盟中心執行長鄭家慶先生： 

圖 3-6：107 學年度臺灣歐盟中心實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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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五、國際交流 

本所每年積極爭取教育部高等教育深耕計畫經費，規劃海外研習機會，106

學年度及 107 學年度皆辦理海外研習。 

106 學年度本所羅文笙教授配合專業選修課程帶領研究生前往新加坡海外

研習，配合歐洲研究所「歐盟對外關係專題」課程，研習期間參訪新加坡歐盟代

表處（European Union Delegaton to Singapore）、新加坡南洋理工大學（NTU）

及新加坡亞歐基金會（Asia-Europe Foundation），進而認識在政治經濟上與本國

有密切關係的國家，下圖為羅文笙教授（右二）與研究生於新加坡亞太經濟合作

（Asia-Pacific Economic Cooperation）機構前合影： 

 

圖 4-1：106 學年度新加坡海外研習花絮 

107 學年度羅文笙教授則是帶領研究生前往越南研習，參與師生與歐盟駐越

南大使以及歐盟駐越南代表團的官員進行了會談和討論，歐盟駐越南代表團致力

於發展、能源、貿易、人權、民主和公共衛生等不同公眾項目。此外，羅文笙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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授更帶領學生會見越南社會科學翰林院歐洲研究所所長和幾位研究領域為歐盟、

東盟、越南關係之學者。 

歐盟駐越南大使更邀請羅文笙教授和學生們，參與「歐洲議會大選後之歐盟

前景」會議。與會期間，學生們相當踴躍提問，與會官員學者亦給予學生高度評

價，此次海外研習使學生更瞭解歐盟機構之運作與決策，並培養學生國際視野，

促進歐洲研究學術交流，下圖為與本所羅文笙教授（左五）及研究生歐盟駐越南

代表團大使 Bruno Angelet（左六）合影。  

 

圖 4-2：107 學年度越南海外研習花絮 

本校國際暨兩岸合作處（http://c015.wzu.edu.tw/）亦刊登許多海外研習資

訊。 

5.1 交換生機會 

本校校級國際交換生一年甄選兩次，通常上學期約在 8-9 月公告甄選簡章，

而下學期則約於 2-3 月公告。相關內容詳見本校國際暨兩岸合作處網頁。以下列

出校級交換生種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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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ACUCA 聯盟交換計畫：http://d020.wzu.edu.tw/category/148463 

2. UMAP 聯盟交換計畫：http://d020.wzu.edu.tw/category/148464 

3. 校級國際暨兩岸交換學生：詳見本校國際暨兩岸合作處網頁 

本所 108 學年度一名研究生透過校際國際兩岸交換學生機制前往上海外國語大

學交換。 

5.2 海外實習機會 

本校提供許多海外實習機會，相關內容詳見本校國際暨兩岸合作處網頁：  

本所 106 學年度一名研究生透過文藻桌實習前往法國布爾日天主教教育集團實

習。 

5.3 雙聯學制 

本所 110 學年度已與法國大西洋布列塔尼商學院(EMBA Business School)及和

法國雷恩商學院(Rennes School of Business)締結雙聯學制。本所 111 學年度有

一名研究生前往法國大西洋布列塔尼商學院(EMBA Business School)進行雙聯

學制。參加海外雙聯學制的學生，出國前須完成第一年的課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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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六、升學就業 

6.1 畢業出路 

作為一個理解歐洲事務、歐盟運作系統、並具有語言及獨立思考能力的專才，

相當具有就業關聯性，本所學生能投入與歐洲地區、歐盟相關的工作。目前本所

學生可以協助台灣政府文化部門、公司機構為導向，來培養未來出路。畢業出路： 

1. 可繼續至歐洲聯盟 28 個會員國或本校姊妹校大學攻讀博士課程。 

2. 於國內公職機構服務，如外交部、經濟部、文化部、僑委會、交通部觀光

局。 

3. 於歐洲各國駐台機構服務，如歐洲經貿辦事處（European Economic and 

Trade Office）、法國在台協會（French Office in Taipei）或是西班牙商務

辦事處（Spanish Chamber of Commerce），詳見外交部駐華外國機構網

頁。 

4. 從事歐洲國際商務或文化藝術相關工作。 

5. 國內外跨國文化事業、交流基金會、國際政經社會組織的專業從業人員。 

本所亦不定期舉辦外交職涯講座，2018 年 06 月 05 日前駐法大使呂慶龍先

生以 「走出台灣．放眼國際」為題辦理外交專題講座，下圖第一排左至右分別

為前駐法大使呂慶龍先生以及本所陳郁君所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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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5-1：「走出台灣放眼國際」呂慶龍大使專題講座 

2018 年 12 月 11 日邀請前駐葡萄牙代表林正惠先生辦理外交專題講座，下圖由

左二至右為本所林震宇教授、本所陳郁君所長、前駐葡萄牙林正惠代表、文藻西

文系毛蓓雯教授及文藻西文系金賢真教授。 

 

圖 5-2：「外交生涯及駐外經驗分享」林正惠代表專題講座 

2018 年 12 月 12 日邀請前駐法大使張銘忠先生辦理外交專題講座，下圖前排右

至左：大使夫人、張銘忠大使、文藻林耀堂教務長、文藻歐研所陳郁君所長、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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藻法文系傅恒忠教授；第二排右至左：文藻歐研所羅文笙教授、文藻法文系傅可

得教授、文藻歐研所王志堅教授、文藻法文系劉政彰教授。 

 
圖 5-3：「外交生涯及駐外經驗分享」前駐法大使張銘忠專題講座 

6.2 協同教學 

本所於學期間邀請校外業界專家前來共同授課，即協同教學，彼此交流分享，

提供學生各領域範疇之學科知識，建立多元價值觀及宏觀視野，並增加同學的職

場競爭力，提升教學成效。下表為歷年辦理之協同教學列表： 

表 5-1：歐洲研究所歷年協同教學列表 

日期 課程 授課教師 業師 

2019.05.07 歐洲電影文化與社會專題 林震宇教授 
東昊影業負責人 

張全琛先生 

2019.05.06 歐洲宗教與文化專題 王志堅教授 
輔大聖言會 

田默迪神父 

2018.11.29 學術論文寫作 王志堅教授 
台北地檢署 

檢察官林冠佑先生 

2018.11.15 歐洲藝術專題 劉政彰教授 
群藝行銷公司主任 

黃琦勝先生 

2018.11.05 歐洲藝術專題 劉政彰教授 
蒂摩爾古薪舞集專員

李奕萱小姐 

2017.12.22 研究方法 林震宇教授 
國立歷史博物館研究

助理郭暉妙小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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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期 課程 授課教師 業師 

2017.12.15 研究方法 林震宇教授 
僑務委員會 

李宏文主任 

2017.11.27 歐洲藝術專題 劉政彰教授 
嫣然時尚造型工作室

陳裔勳執行長 

2017.11.15 歐洲語言教育專題 陳郁君教授 
輔仁大學 

沈中衡副教授 

2017.10.23 歐洲藝術專題 劉政彰教授 
藍斯燈工作室 

蔡翔導演 

2017.04.28 歐洲電影文化與社會專題 林震宇教授 
財團法人國家電影中

心陳姿蓉組長 

下圖為部分協同教學合影，圖 6-4 右四為僑務委員會李宏文主任，右三為本所林

震宇教授： 

 

圖 5-4：僑務委員會李宏文主任協同教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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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圖為部分協同教學合影，圖 6-5 左三為台北地檢署林冠佑檢察官，左二為本所

王志堅教授： 

 

圖 5-5：台北地檢署林冠佑檢察官協同教學  



文藻外語大學歐洲研究所新生手冊（2022） 

36 

 

 附錄 

文藻外語大學歐洲研究所研究生修業辦法 

壹、總則 

文藻外語大學歐洲研究所(以下簡稱本所)處理研究生之修業事宜，依本辦法辦

理。 

貳、修業期限 

本所修業期限以四年為限。 

參、修課規定 

本所碩士班研究生修業規定以當年入學學分科目表為準。 

肆、抵免學分 

一、 曾於相關研究所修讀碩士學位者，得申請抵免學分，依本校抵免學分之

相關規定辦理之。 

二、 抵免學分之範圍如下： 

(一) 限近七年內所修學分。 

(二) 抵免至多十二學分。 

(三) 以本所科目學分表內之專業科目為原則，並經本所評定認可，始可

抵免。 

三、 新生以入學時規定之時間內辦理一次為原則。 

伍、論文指導教授 

一、 研究生最遲需於二年級上學期結束前，提出論文指導教授之申請，否則

不得修習二年級下學期的必修課程：碩士論文(6 學分)。需填交指導教授

申請表及論文計畫或研究方向﹝須與本所屬性之領域相關﹞。研究生指

導教授聘定後，始得修習「碩士論文」課程。 

二、 碩士班指導教授以任教於各大專校院之助理教授(含)以上教師為原則，

以本校教師為主。 

三、 指導教授須具口試委員資格，若兩人共同指導，至少須一人具口試委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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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格。 

四、 本所教師以至多同時指導四位研究生為原則。 

五、 外所教師以至多同時指導本所研究生二人為原則。 

六、 兩位教師共同指導以 0.5 人計；碩四指導教授之指導員額不納入計算。 

陸、相關考核規定 

自 106 學年度(含)起入學之碩士生，於申請碩士學位考試前，需通過「文藻外

語大學學術倫理教育課程實施要點」所訂之學術倫理教育課程。 

柒、論文計畫書審查 

一、 研究生「碩士論文」課程(6 學分)成績僅代表學生修習課程之過程努力與

績效，並不代表通過碩士論文「口試」。 

二、 研究生可在歐洲研究相關領域中選一論文題目，並在指導教授同意後，

提出論文計畫書。論文計畫書審查委員共三位，指導教授或共同指導教

授其中一位為當然委員，校外委員至少一位，另一位可由校內助理教授

(含)以上之教師擔任之。計畫書審查委員名單於審查前 20 日由指導教授

推薦，經所長審查後聘任之。 

三、 各學年度論文計畫書審查截止日期：上學期為一月三十一日，下學期為

七月三十一日。 

四、 論文計畫書審查須全體委員出席始得進行。成績以通過、修改後通過及

不通過為標準。二位(含)以上委員評定不通過者，以不通過論。未通過者，

得於一個月後再提出審查申請。 

五、 研究生提交論文計畫書後，如欲更換論文題目，須原指導教授簽名同意，

並填妥「論文題目更換申請表」後，送交所務會議報備存查。 

六、 如遇特殊狀況而需更換指導教授時，需依規定程序提出書面申請，並經

所長審查協商後，重提論文計畫書審查之申請。 

捌、碩士論文及學位考試 

一、 研究生修畢所規定學分，並完成本所相關考核規定與論文計畫書審查通

過二個月後，始得申請學位論文考試。 

二、 各學年度學位考試截止日期：上學期為一月三十一日，下學期為七月三

十一日，逾期者視為該學期未畢業。 

三、 碩士研究生申請學位考試前得自行使用本校圖書館之 「Airit 華藝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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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似度檢測」或「iThenticate 論文原創性比對系統」進行論文比對（須

含摘要）。【本條文適用 109 學年度（含）以前入學學生】 

四、 碩士研究生於完成論文後，經指導教授之同意申請舉行碩士學位論文口

試，並於申請學位考試前，繳交論文口試本及相似度百分比低於 20 之

予指導教授與口試委員審閱及所辦存查；未能於期限前提交論文者，不

得依申報時間舉行口試。【本條文適用 109 學年度（含）以前入學學生】 

五、 碩士學位考試委員會置考試委員三位，指導教授或共同指導教授其中一

位為當然委員，校外委員至少一位，另一位可由校內助理教授(含)以上之

教師擔任之，委員人選如為該學期在本所授課之兼任教師則須視為校內

委員。考試委員得由指導 教授推薦經所長審查後聘任之。指導教授二位

以上者，以一位代表參與學位考試為原則。若有需要二位同時出席，則

論文考試之成績計算，須先將二位分數平均後再與其他委員分數平均之。 

六、 本所學位考試委員，除對該研究生所提出論文有專門研究外，並應具有

下列資格之一： 

（一） 助理教授(含)以上之教師。 

（二） 獲有博士學位。 

（三） 屬於稀少或特殊學科，在學術或專業上著有成就者。 

七、 考試委員不得與應考研究生有配偶、前配偶、三親等內之血親、或二親

等內之姻親或曾有此親屬關係，或有僱傭等利害關係。考試委員經提聘

後，始察覺與 應考研究生有上述關係者，應自動申請迴避。如未自行迴

避，本所於確認後，亦應重新辦理提聘。 

八、 考試委員應親自出席委員會，不得委託他人代表，考試需全體委員出席

始得進行。 

九、 考試申請經本所審查合於規定者，由本所將論文與摘要、考試方式、時

間、地點及擬聘校內外考試委員名單，提經教務處複核無誤後，簽請校

長核定後辦理，並至遲於一週前通知應試人。考試應秉持公平、公正、

公開之原則辦理。 

十、 考試成績以七十分為及格，一百分為滿分，評定以一次為限，並以出席

委員評定分數平均決之；但有 2 位(含)以上委員評定不及格者，即以不

及格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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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十一、 考試成績不及格而其修業年限尚未屆滿者，得於四個月後再提出審查

申請，重考以一次為限，重考成績七十分以上者，概以七十分計算；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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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成績仍不及格者，以重考前成績為準，應令退學。 

十二、 已申請學位考試之研究生，若因故未能如期舉行考試且其修業年限未

屆滿者，應於次學期開學日前填具「取消學位考試通知單」，經指導教授

及所長核可後送教務處並完成註冊後即可再提出學位考試之申請。逾期

未撤銷者，以一次不及格論。 

十三、 學生應於學位考試通過後一個月內，繳交附有考試委員簽字同意之論文

正本四冊及論文電子檔至所辦公室，辦理畢業相關手續；逾期未繳交，

其修業年限已屆滿者，應予退學；未達修業最高年限者，次學期仍應註

冊，並於該學期繳交論文最後期限前繳交，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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十四、 研究生完成之論文，應於辦理畢業離校程序前，配合本校及教育部國家

圖書館推廣全國博碩士論文摘要線上建檔。 

十五、 研究生畢業日期，以繳交論文之當學期上課結束日為準。當學期通過學

位考試，論文展延至次學期開學前繳交者，仍屬當學期。 

十六、 對於已授予之學位，如發現論文有抄襲或舞弊之情事，經論查屬實者，

應予撤銷，並公告註銷已發之學位證書，並予退學；且有違反其法令者，

並依相關法令處理。 

壹拾、 學位名稱 

碩士班研究生修業期滿，完成碩士學位應修課程及相關考核規定，提出論文，

經碩士學位考試委員會考試通過者，授予文學碩士學位。 

壹拾壹、附則 

一、本辦法未盡事宜，依大學法、學位授予法、本校碩士學位考試辦法、各所聘

任研究生指導教授暨口試委員相關作業要點及其他相關規定辦理。 

二、本辦法經院務會議及教務會議通過後，公告實施，修正時亦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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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藻大學部學生修讀學、碩士一貫學程辦法 、碩士一貫學程辦法 

第一條 為鼓勵本校大學部優秀學生繼續留在本校就讀碩士班，且達到連續學

習及縮短修業年限之目的，特訂定本辦法。 

第二條 本校各碩士班研究所得甄選本校大學部（四技及二技）在校生為碩士

班預備研究生（以下簡稱預研生）修讀課程，名額各系自訂，但以不

超過該所當年度招生名 ，但以不超過該所當年度招生名額為限。 

第三條 本校欲招收預研生之研究所，應透過各所「招生甄選小組 「招生甄選

小組」甄選預研生，各所長為召集人。 

第四條 本校欲招收預研生之研究所需依本辦法訂定「各所學、碩士一貫學程

辦法」，其內容應包括甄選預研生招收名額、甄選資格限制、甄選應繳

交審查資料、甄選程序、成績評分方式等，經系(所)務會議、院務會

議及教務會議通過，校長准定後實施，並於每學年第二學期期中考後

由教務處統一公布實施。 

第五條 本校大學部學生，在申請修讀本學程前各學期成績優異，符合各所甄

選規定者，經各所「招生甄選小組 「招生甄選小組」甄選通過者，始

成為該所之預研生，各所甄選通過預研生名單應於每學年第一學期開

學之前送教務處備查。經錄取之預研生，得於次學年度第一學期起修

習所申請之碩士班課程。 

第六條 各研究所應輔導預研生選修研究所課程，學生選課依本校學生選課辦

法辦理。 

第七條 預研生須參加本校碩士班（指取得預研生資格之研究所）甄試入學或

一般入學考試，經錄取後，始取得本校碩士班研究生入學資格，且不

得申請保留本項資格。 

第八條 預研生於大學期間所修習之研究所課程，將登錄於歷年成績單，且併

入學期平圴成績計算，不另發其他證明文件；預研生於學士班期間所

修得之碩士班課程，其修業成績達七十分以上者，於取得本校碩士班

研究生資格後 ，於取得本校碩士班研究生資格後，可依本校及各系所

碩士班之學分抵免規定申請辦理抵免（不含論文學分），最高上限為該

所畢業學分數二分之一 。但預修之研究所課程若已計入大學部畢業學

分數內，不得再申請抵免碩士班學分數。 

第九條 預研生未於畢業當年度錄取研究所者，其後之入學依本校學分抵免辦

法辦理學分抵免。 

第十條 在他校已具有預研生身份之學生，轉學本校後，如欲保持預研生之資

格，須重新申請。 

第十一條 本辦法如有未盡事宜，依相關規定辦理。 

第十二條 本辦法經教務會議通過，經校長核准後公佈實施，修正時亦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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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藻外語大學大學部學生修讀歐洲研究所學、碩士一貫學程辦法 

第一條 文藻外語大學歐洲研究所（以下簡稱本所）為鼓勵大學部學業成績優異

學生修讀五年一貫學、碩士學位，並提前規劃專業學習或學術研究領域，

特依「文藻外語大學大學部學生修讀學、碩士一貫學程辦法」訂定「 文

藻外語大學大學部學生修讀歐洲研究所學、碩士一貫學程 辦法 」 以

下簡稱本 辦法 。 

第二條 甄選資格限制：本校大 學部 含日間部及進修部 四年制學生修業滿五

學期，二年制學生修業滿一學期，其學期學業成績平均達該班排名前 

50%者，得申請參加本碩士班預備研究生甄選。 

第三條 招生名額：本系碩士班預研生招生名額，以不超過當年度招生名額 為

限 。 

第四條 申請者須繳交以下審查文件： 

一、 學生修讀學、碩士一貫學程申請表。 

二、 歷年成績單正本一份（四技部：前五學期；二技部：第一學期 ）。 

三、 讀書計畫。 

四、 其他有利審查之書面資料 如：語檢證明 。 

第五條 審查程序：由「碩士班預備研究生甄選委員會」擔任預研生之資格審查

委員，經審查核可後， 將錄取名單送至教 務 處 ，並經行政程序核定

後公佈。 

第六條 評分方式： 

歷年學業成績 50% 

讀書計畫 40% 

其他有利審查之書面資料 10% 

第七條 錄取之預研生修課及學分抵免事宜： 

(一) 預研生得申請修習碩士班課程，其修業要求如正式碩士生。 

(二) 預研生經參加碩士班甄試或考試錄取入學後，大學期間所修習之

碩士班課程若未計入學士班畢業學分，可於碩士班入學當學期加

退選截止日前，申請抵免碩士班研究生應修學分 不含碩士論文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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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預研生之學分抵免，最高上限為本碩士班畢業學分數二分之一不

含碩士論文 。但預修之研究所課程若已計入大學部畢業學分數

內，不得再申請抵免碩士班學分數 。 

(四) 預研生未於畢業當年度錄取本碩士班者，其後之入學依「文藻外語

大學學生科目學分免修與抵免辦法」辦理學分抵免。 

(五) 預研生辦理學分抵免以一次為限。 

第八條 本辦法經所務會議、院務會議、教務會議通過，陳請校長核定後，公告

實施，修正時亦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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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藻外語大學研究所論文計畫考核作業要點 

一、研究生修達各所應修學分 15 學分（含）以上，始得提出論文計畫考核申請。 

二、論文計畫考核得採口試或書面審查等方式進行。論文計畫考核採用口試方式

進行者，須全體委員出席始得進行。 

三、論文計畫考核委員三名，指導教授（協同指導教授）其中一位為當然委員，

校外委員至少三分之一（含）以上，考試委員名單由指導教授推薦，經所長

審查後聘任之。考試委員一律不得聘任與應考研究生有利害關係或配偶、前

配偶、三親等內之血親、或二親等內之姻親或曾有此親屬關係人士。考試委

員經提聘後，始察覺與應考研究生有上述關係者，應自動申請迴避。如有必

要，應重新辦理提聘。 

四、各學年度論文計畫考核申請截止日期：第一學期為 1 月 10 日，第二學期

為 7 月 10 日。 

五、各學年度論文計畫考核舉行截止日期：第一學期為 1 月 31 日，第二學期

為 7 月 31 日。 

六、論文計畫考核成績以七十分為通過，一百分為滿分，並以全體委員評定分數

平均決定之，但若有二分之一以上委員評定不通過，則以不通過論。未通過

者，得於一個月後再提出考核申請。 

七、研究生完成論文計畫書後，並通過考核者，始得依校方申請學位考試時間（完

成各所論文計畫考核同意後二個月），提出學位論文口試申請。 

八、本要點經教務會議通過，陳請校長核定後實施，修正時亦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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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藻外語大學碩士學位考試辦法 

第一條 本辦法依據大學法、大學法施行細則、學位授予法、及各類學位名稱訂

定程序授予要件及代替碩士博士論文認定準則訂之。 

第二條 研究生符合下列條件者，得申請學位考試，經碩士學位考試委員會考試

通過者，授予碩士學位： 

一、碩士班修業逾一學期。 

二、修滿應修學分，符合畢業條件並提出論文。 

三、已完成論文初稿或經獲准得以作品、成就證明、書面報告、技術報

告或專業實務報告代替論文。 

四、初稿經線上偵測剽竊系統檢查，並繳交無違反學術倫理聲明書，經

指導教授審查通過後，依各系(所)規定程序審查同意者。 

五、通過本校「學術倫理教育課程實施要點」所訂之學術倫理教育課程，

並依照校內規定時間提出申請。 

第三條 學位考試每學期舉行一次，其時間由各所自行訂定，惟其舉行期間第一

學期應在次年元月底前，第二學期應在同年七月底前。 

第四條 碩士學位考試依下列程序進行： 

一、組織碩士學位考試委員會。 

二、辦理碩士學位考試。 

第五條 組織碩士學位考試委員會，依下列規定辦理： 

一、考試委員三名至五名，由系主任或所長及院長核准後，報請校長遴

聘之，其中校外委員至少三分之一(含)以上，召集人由委員會互推

一人擔任。 

二、指導教授（協同指導教授）其中一位為當然委員，但不得擔任召集

人。 

三、本校兼任教師得提聘為校外委員。 

四、考試委員與研究生具有配偶、前配偶、四親等內之血親、或三親等

內之姻親或曾有此關係者，應自行迴避。如有必要，應重新辦理提

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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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條 碩士學位考試委員，應對修讀碩士學位學生之研究領域有專門研究，並

應具下列資格之一： 

一、現任或曾任教授、副教授、助理教授。 

二、中央研究院院士、現任或曾任中央研究院研究員、副研究員、助理

研究員。 

三、獲有博士學位，且在學術上著有成就者。 

四、研究領域屬於稀少性、特殊性學科或屬專業實務，且在學術或專業

上著有成就者。 

前項第三款、第四款資格之認定標準，由辦理學位授予之各所、院務會

議或學位學程事務會議定之。 

第七條 辦理碩士學位考試，應符合下列規定： 

一、學位考試申請經所屬所審查合於規定者，由該所將論文與摘要、考

試方式、時間、地點及擬聘校內外考試委員名單，經教務處複核無

誤後，簽請校長核定後辦理，並至遲於一週前通知應試人。考試應

秉公正、公平、公開之原則辦理有關事宜。 

二、考試委員應親自出席委員會，不得委託他人為代表，學位考試須全

體委員出席始得進行。 

三、考試方式以口試進行之，必要時得舉行筆試；口試時得開放旁聽，

惟旁聽者不得有任何足以擾亂口試進行之言行，違者由出席之考試

委員勒令離場或通知校警強制驅離。如係在校生另視其情節依校規

處分。 

四、學位考試成績以七十分為及格，一百分為滿分，並以全體委員評定

分數平均決定之。但有二分之一以上委員評定不及格者，即以不及

格論。評定以一次為限。 

五、論文、作品、成就證明、書面報告、技術報告或專業實務報告有抄

襲或舞弊情事，經學位考試委員會審查確定者，以不及格論。 

六、學位考試成績不及格而其修業年限尚未屆滿者，得於四個月後再提

出審查申請，重考以一次為限，重考成績七十分以上者，概以七十

分計算；重考成績仍不及格者，以重考前成績為準，應令退學。 

七、學位論文以中文撰寫為原則並包含中英文摘要；前經取得他種學位

之論文，不得再行提出。以外國語文撰寫之學位論文，其提要仍須

以中文撰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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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藝術類或應用科技類碩士班（碩專班），其學生碩士論文得以作品、

成就證明連同書面報告或以技術報告代替；各該類科之認定基準，

由各所、學位學程提經教務會議通過後實施。 

九、碩士班（碩專班）屬專業實務者，其學生碩士論文得以專業實務報

告代替；專業實務之認定基準，由各所、學位學程提經教務會議通

過後實施。 

十、第八款及第九款各該類科，得以作品、成就證明連同書面報告、技

術報告或專業實務報告，代替碩士論文之認定範圍、資料形式、內

容項目及其他相關事項之準則，依教育部之規定。 

十一、 已於國內、境外取得學位之論文、作品、成就證明、書面報告、

技術報告或專業實務報告，不得作為第八款及第九款之論文、作品、

成就證明、書面報告、技術報告或專業實務報告。但國內學校經由

學術合作，與境外學校共同指導論文，並分別授予學位者，不在此

限。 

十二、 雙聯學制外籍生之考試方式依雙方協議書之約定辦理；以視訊

方式進行者，各所、學位學程應全程錄影存檔備查。 

第八條 已申請學位考試之研究生，若因故未能如期舉行考試且其修業年限未屆

滿者，應於次學期開學日前填具「取消學位考試通知單」，經指導教授

及所長核章後送教務處並完成註冊後即可再提出學位考試之申請。逾期

未撤銷者，以一次不及格論。 

第九條 各所應將研究生學位考試成績，於學位考試後二週內交教務處登錄。 

第十條 研究生通過學位考試後，至遲應於次學期開學日前，交附有考試委員簽

字同意之論文、書面報告、技術報告或專業實務報告，正本三冊（二本

圖書館、一本系所辦公室留存），經由本校圖書館以文件、錄影檔、錄

音檔、光碟或其他方式，連同電子檔送國家圖書館保存。逾期未繳交，

其修業年限已屆滿者，應予退學；未達修業最高年限者，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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十一條 研究生畢業日期，以繳交論文之當學期上課週次結束日為準。惟參加

學位考試之學期，未修習論文以外之科目，得在通過學位考試後授予

學位證書。當學期通過學位考試，論文展延至次學期開學日前繳交者，

仍屬當學期。 

第十二條 學校授予之學位，有下列任一情事者，應予撤銷，並公告註銷其已頒

給之學位證書，通知當事人繳還該學位證書，及通知其他專科學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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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學及相關機構；有違反其他法令規定者，並依相關法令規定處理： 

一、 入學資格或修業情形有不實或舞弊情事。 

二、 論文、作品、成就證明、書面報告、技術報告或專業實務報告

有造假、變造、抄襲、由他人代寫或其他舞弊情事。 

第十三條 本辦法如有未盡事宜，依有關法規及本校相關教務章則辦理。 

第十四條 本辦法經教務會議通過，陳請校長核定後，並報請教育部備查，修正

時亦同。 

  



文藻外語大學歐洲研究所新生手冊（2022） 

48 

 

文藻外語大學各所聘任研究生指導教授暨口試委員相關作業要點 

一、研究生得於一年級第二學期結束前提出遴聘指導教授之申請，研究生指導教

授之遴聘以本校專任助理教授以上教師為原則，每位指導教授至多同時指導

四位研究生為原則，必要時得由所長主動聘請校外助理教授以上之教師擔任

之。 

二、指導教師聘定後，自二年級上學期起修習「論文」課程，指導學生擬定論研

究計畫。 

三、為避免論文指導教授及論文計畫審查委員與研究生利益衝突情況之產生，指

導教授及論文計畫審查委員與研究生之間，目前或曾經具有配偶、前配偶、

四親等內之血親、或三親等內之姻親親屬關係者，應自行迴避。 

四、指導教授及論文計畫審查委員有第三條所定情形不自行迴避者，應由各系所

請其迴避。 

五、辦理碩士學位考試暨論文指導相關費用標準如下： 

（一） 論文指導費：每指導一篇碩士論文陸仟元（全程），若二位教師共

同指導一研究生則平分之，餘類推。 

（二） 論文計畫審查及口試費：除指導教授外，每位教師對每位研究生

為壹仟伍佰元，校內外委員均支。 

（三） 校外委員出席交通費：依本校支給標準報支。 

（四） 考試雜費：一律由相關單位業務費支用，不另撥經費。 

（五） 各項費用由各所及相關單位編列預算表，於考試前一個月附委員

名冊送會計室核辦。 

六、本標準經教務會議通過後，陳請校長核定後實施，修正時亦同。 



文藻外語大學歐洲研究所新生手冊（2022） 

49 

 

文藻外語大學 111 學年度日間部暨碩專班入學獎助學金實施要點 

110 年 12 月 14 日行政會議通過 

110 年 12 月 29 日校長核定 

 

一、 本校為鼓勵及吸引更多優秀學生就讀，特依文藻外語大學日間部獎助學金

設置辦法第二條，訂定本要點。 

二、 111 學年度日間部各學制新生入學獎助學金給予標準，如下： 

(一)專科部： 

優秀學生入學獎助學金，須以五專入學管道錄取本校專科部： 

國中教育會考成績達五 A 以上學生，一年級至三年級在學期間給予

一萬元作為獎助學金，四年級至五年級在學期間給予二萬元作為獎助

學金。領取本獎助學金之學生，符合本要點三者，方可於下一學期繼

續獲得獎助學金。 

(二)日四技： 

1. 留校升學獎助學金： 

本校附設專科部畢業三年內畢業生，若成績符合以下條件，透過本

校舉辦之轉學考進入日間部四年制各系就讀者，在學期間給予半額

學雜費金額作為獎助學金： 

(1)學業總成績達該班或該系前百分之二十（小數點以下無條件

捨去），操行總平均成績達八十分以上，且無任何大過以上之

處分。 

(2)大學校院英語能力測驗（CSEPT）檢定達 280 分以上（或達

相對應之其他英檢成績），第二外語語言能力檢定達本校第二

外語系之主修標準。 

領取本獎助學金之學生，符合本要點三者，方可於下一學期繼續獲

得獎助學金。 

2. 優秀學生入學獎助學金： 

(1)以申請入學錄取四年制大學部各系，其大學學科能力測驗國

文及英文二科成績合計，符合下列級分可獲取獎助學金： 

A. 二科成績合計 27-30 級分，在學期間給予全額學雜費金

額作為獎助學金。 

領取本獎助學金之學生，符合本要點三者，方可於下一學

期繼續獲得獎助學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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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二科成績合計 24~26 級分，錄取當學期每人核發一萬元

獎助學金。 

(2)以甄選入學方式或聯合登記分發入學方式錄取本校大學部各

系，其四技二專統一入學測驗成績原始總分數達 400 分以上，

且英文科目原始成績達 90 分以上，在學期間給予全額學雜

費金額作為獎助學金。 

領取本獎助學金之學生，符合本要點三者，方可於下一學期繼

續獲得獎助學金。 

(三) 日二技： 

1.優秀學生入學獎助學金： 

(1)依日二技申請入學考試總成績為計算標準，各系入學考試成

績總分第一、二名學生且進入本校就讀（放棄入學者，名次不

遞補），在學期間給予全額學雜費金額作為獎助學金。 

(2)依日二技申請入學考試總成績為計算標準，各系入學考試成

績總分第三、四名學生且進入本校就讀（放棄入學者，名次不

遞補），在學期間給予半額學雜費金額作為獎助學金。 

領取本獎助學金之學生，符合本要點三者，方可於下一學期繼續

獲得獎助學金。 

2.日二技學生於就學期間交換出國者，另可依國際暨兩岸合作處「文

藻外語大學交換學生獎助學金設置辦法」申請獎助學金。 

(四)碩士班： 

入學管道以報考研究所甄選或考試方式錄取本校各所者。 

本校大學部畢業三年內畢業生，成績符合下列條件者，給予全額學雜 

費金額作為獎助學金： 

1.在校學業總成績班學生 40 人（含）以上取前 3 名，班學生 20-39 

人取前 2 名，班學生不足 20 人取第 1 名。 

2. 操行總成績達八十分以上，無任何大過以上處分者。 

領取本獎助學金之研究生，其每學期之學業總成績與操行成績須

達 80 分，方可於下一學期獲得獎助學金，否則暫停給予；次學

期若達到前述學業與操行成績標準，則再恢復給予獎助學金之獎

勵。 

本獎助學金之領取以二學年為限，領取期間應配合所辦安排擔任

研究助理（R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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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專科部及大學部獲獎項目若為可續領者，獲獎學生須符合下列條件，方可

續領下一學期獎助學金，否則暫停給予；次學期若達到下列條件，再恢復給

予獎助學金。 

本獎助學金續領年限不含延修期間。 

(一) 每學期之學業總成績及操行成績須達八十分。 

(二) 班在學人數 50 人(含)以上者，班排名達前 5 名、班在學人數 40-49 

人者，班排名達前 3 名、班在學人數 20-39 人者，班排名達前 2 名、

班在學人數不足 20 人者，班排名第 1 名。 

(三) 每學期修習學分數應達選課辦法規定之最低學分數，並不得有棄修科

目。 

四、 本要點各類獎助學金，陳請校長核定後頒發；得獎人若因故休學，所餘缺

額不遞補。入學後因故就讀未滿一學期即辦理休退學者，所領之獎助學金

應全額退還本校；但特殊案例陳校長核准者，不在此限。 

五、 本要點之獎助學金分配與金額多寡，視每學年提撥金額及多元入學方式的

改變，予以適當調整。 

六、 本要點經行政會議通過，陳請校長核定後實施，修正時亦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