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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淡江大學未來學研究所 課程地圖 

碩士學位論文口試 

碩士班畢業 

學術研討會或期刊發表 1篇論文 

跨領域重點課程： 

選修(16) 

 

 

 

全球化與 

社會變遷 

 流動與社會未來(2) 

 當代中國社會發展

(2) 

 全球化與教育變遷

(2) 

 全球變遷與發展(2) 

 

 

知識創新與 

學習 

 社會衝突與教育創新

(2) 

 組織願景與創新(2) 

 組織變革與不確定管

理(2) 

 未來政府之政經議題

(2) 

休閒、文化與 

未來趨勢 

政策議題與 

未來研究 

 性別與藝術文化研究

(2) 

 旅遊休閒與消費文化

(2) 

移動生活的未來(2) 

 前瞻趨勢講座(2) 

 文化創新與學習(2) 

 

 

 

 未來政策規劃與設計

(2) 

 探索未來專題(2) 

 人口與高齡化社會

(2) 

 中國之政經未來(2) 

 永續發展未來研究

(2) 

淡江大學未來學研究所 

課程(28) 

基礎課程： 

必修(6) 

                                             

必選修(4)： 

 

方法論(2)： 

 

 

社會科學研究方法(3) 未來學理論與方法 (3) 

未來學專業實習(2) 

 

未來學專題 (2) 

統計方法與應用(2) 民族誌未來研究(2) 

量化與質性方法 2 選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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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來學研究所學位考試流程表 

項次 一 二 

階段名稱 論文大綱口試申請 學位考試申請 

申請時間 每學期期中考後二週內 
配合學校作業時間 

（請注意學校行事曆上規定期間） 

申請資格 
需修畢本所必修 9 學分，經指導教

授同意提出申請 

需修畢本所必選修 32 學分 

準備資料 

 

1. 論文大綱申請表 

2. 論文大綱審核表 

3. 論文大綱 

 

口試前（依學校規定時間辦理） 

1. 碩博士論文題目申報表 

2. 碩博士學位考試申請表 

口試時 

1. 碩博士論文考試評分表 

2. 碩博士學位論文考試成績通知單 

3. 碩博士學位考試委員簽名表 

4. 碩博士學位考試委員名冊 

5. 碩博士學位考試委員簡歷表 

論文上傳 

1. 中文摘要格式 

2. 英文摘要格式 

3. 列印授權書 

進行方式 
1. 大綱審查 

2. 口試 

1. 論文審查 

2. 口試 

備   註 

1. 論文大綱需擬妥前三章內容： 

◎研究計畫之背景及目的 

◎國內外相關文獻 

◎研究方法 

2. 大綱口試必須在申請當學期期

末考結束前完成。 

 

口試時： 

1. 論文大綱審核表（3 份） 

2. 論文大綱（3 份） 

 

口試完成後： 

審核表正本交至所辦存查。 

 

口試時間依學校規定辦理 

 

口試時： 

1.研究生學位考試評分表（3 份） 

2.研究生學位考試成績通知單（1 份） 

3.研究生學位考試委員簽名表（1 份） 

4.研究生論文題要審查及口試費用請款單（1 份） 

 

口試完成後： 

1.論文上傳：論文內容依照委員建議修改完成，配

合學校論文格式使用淡江大學論文線上系統上

傳論文，待通過審核後，即可線上列印授權書製

冊。 

2.1 個月內請攜帶電子檔完成單及畢業生流向問卷

與論文 1 正本至教務處，2 正本至圖書館，2 正

本所上留存。 

../../2011GIFS前資料/~2011GIFS/FUTURES/TkuEnglishGraduate/www/chinese/ma_phd/applications/thesisstatcover.doc
http://www2.tku.edu.tw/~tfwx/chinese/ma_phd/applications/maphdthesis.doc
http://www2.tku.edu.tw/~tfwx/chinese/ma_phd/applications/maphdschexamapp.doc
http://www2.tku.edu.tw/~tfwx/chinese/ma_phd/applications/maphdschoexamgradelist.doc
http://www2.tku.edu.tw/~tfwx/chinese/ma_phd/applications/maphdschexamgradecall.doc
http://www2.tku.edu.tw/~tfwx/chinese/ma_phd/applications/chithesisabstract.doc
http://www2.tku.edu.tw/~tfwx/chinese/ma_phd/applications/engthesisabstract.do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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淡江大學未來學研究所修業規則 

105.03.03 104 學年度第 2 學期第 1 次所務會議通過 

100.03.11 99 學年度第 2 學期第 1 次所務會議通過 

99.02.26.98 學年度第 2 學期第 1 次所務會議通過 

97 學年度第 4 次所務會議修正通過 

95 學年度第 2 次所務會議通過 

95.11.10 公佈實施  

 

第一章 入學 

 

第一條 本所研究生之入學修業及考試等有關事項，依本規則辦理。 

第二條 本所碩士班招生對象為一般生，招生條件同招生簡章。 

第三條 有關僑生與外籍生之招收，以及大學部直升研究所之甄試等辦法，均依

照教育部與本校相關規定辦理。 

 

第二章 修業與選課 

 

第一條 本所碩士班之修業年限為 4 年。 

第二條 本所碩士班課程主要包括必修課程與選修課程，95 學年度（含）以前

入學學生於修業年限內必修課程需修滿 12 學分，96 學年度（含）入學學

生於修業年限內必修課程需修滿 9 學分 105 學年度（含）入學學生於修業

年限內必修課程需修滿 6 學分，所有課程需修滿 28 學分。 

第三條 本所研究生於修業年限內得選修非本所課程〈至多 6 學分〉。 

 

第三章 論文指導與學位考試 

 

第一條 論文指導 

一、指導教授以本所專任教師為主。 

二、如擬申請校外學者擔任指導教授，需另由本所專任教師共同指導，

經本所所長同意得以聘任。 

三、指導教授資格依本校規定辦理。 

第二條 學位考試 

一、論文大綱口試：本所研究生論文口試之前，必須先通過論文大綱口

試。研究生修畢本所必修學分數，經指導教授同意，於每學期期中

考後二週內，向所辦提出口試申請並由指導教授推薦口試委員，於

申請當學期期末考結束前完成大綱口試。 

二、論文口試：依學校碩士學位考試相關規定行之，論文初稿必須在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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試 2 週前送交所辦，轉寄考試委員。 

三、相關規定請見本所學位考試流程表。 

第四章 其他 

 

第一條 本所一、二研究生每學年必須出席至少 1 場以上學術研討會，紀錄於研

究生手冊末頁學習備註欄，2 場以上得申請論文大綱口試。 

第二條 本所研究生論文口試之前，必須於學術研討會或期刊發表過一篇學術論

文。 

第五章 附則 

 

第一條 本規則若有未盡事項，依教育部相關法令與本校學則規定辦理。 

第二條 本規則經所務會議通過後實施，修訂時亦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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淡江大學未來學研究所實習要點 

98.06.16 未來學研究所 97 學年度第 2 學期第 5 次所務會議通過 

103.06.12 未來學研究所 102 學年度第 2 學期第 3 次所務會議通過 

 

一、為強化學用合一，拓展學生畢業後專業運用，強化學生就業能力，依本校學 

    生校外實習課程實施規則，訂定本要點。 

 

二、實習目標 

(一)學習理論與實務的結合，以培養研究能力及應用未來學的專業能力。 

(二)培養並提升對專業實務的評估能力。  

(三)利用實習協助論文寫作；包括議題之啟發及資料蒐集等。 

(四)累積實務工作經驗，拓展社會網路，以為未來就業準備。 

   

三、實習內容 

(一)機構組織與功能之認識。 

(二)未來學專業知識的認識與運用，學習與認同。  

(三)未來學在專業團隊中實際運作情形的瞭解、參與。         

   

四、實習期間、時數及學分及上課方式 

(一)實習課開設於研二上學期，實習時間訂於實習課開學前的暑假與選讀的

當學期前，實習總時數不得少於七十二小時。  

(二)實習學分計算為二學分。 

(三)在職學生提出修課期間在職工作證明，得免修習此實習課程。 

五、實習安排  

(一)實習生依其興趣選定實習方向，並與學校督導（任課老師）討論後，擬

出初步實習計畫，並經實習委員會認可，並於四月底前確定實習機構，

並於一週內繳交實習計畫書。  

(二)實習委員會由本所三名以上老師組成，所長為召集人，並指定常務委員

一名負責實習之相關事務。 

(三)由本校發公函至實習機構。 

 

六、實習學生的職責  

(一)主動與所欲前往實習之機構聯絡，草擬實習計畫，並與學校督導討論。 

(二)接受實習委員會審查的結果。 

(三)依實習計劃實際執行。 

(四)接受學校及機構的督導。 

(五)繳交實習作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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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學校督導（任課老師）的職責 

(一)協助實習學生實習計畫的擬定與機構的選擇。 

(二)與實習學生、實習機構共同討論實習相關事宜。 

(三)提供實習學生個別或團體督導 

(四)評閱實習作業。 

(五)與機構保持聯絡。 

(六)評量學生的實習成績。 

 

八、實習機構  

(一)實習機構之選擇，應以以下相關機構或團體為原則： 

1、以長程研究為導向之研究機構； 

2、行動團體或非政府組織； 

3、智庫； 

4、專業組織團體。 

5、企業機構 

(二)機構之督導，得聘請機構主管或相當程度之人員擔任之。 

(三)機構督導協助實習學生實習計畫的擬定及執行，並提供實習學生個別或

團體督導及評量學生的實習成績。 

(四)為落實實習之目標，並確保實習研究生合法地位，本所得與各機構訂立

實習備忘錄，闡明雙方之要求條件及實習相關事宜，本所並應對機構之

實習督導人員發給聘函。 

 

九、實習評量  

(一)本所於開始實習時，函寄實習評量表，請機構督導填覆。 

(二)實習成績由學校督導與機構督導分別評量，各佔百分之五十。 

 

十、本要點經未來學研究所所務會議通過後實施，修正時亦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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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來所教室、圖書與多媒體管理辦法 103.8.27 修正 

 

辦法名稱 內  容 

圖書借閱 

圖書：以 1 週為限，請準時歸還，歸還時請助理或工讀生確認。 

借閱物品若無人預約可再續借，但必須重新登記。 

請詳實填寫器材借用單。 

影片、光碟借閱 

影片：以 1 週為限，請準時歸還，歸還時請助理或工讀生確認。 

借閱物品若無人預約可再續借，但必須重新登記。 

請詳實填寫器材借用單。 

照相機外借 

上課、研討會、演講等學術活動之借用。 

借閱期限與規定：請用學生證借閱，並請於 2 天內歸還，相片

內容請於使用後備份，不負保管相片內容的責任，歸還時請檢

查借閱的其他附屬品，是否有一倂歸還。 

筆記型電腦外借 

上課、研討會、演講等學術活動之借用，如有操縱之問題，請

詢問工讀生或所上助理。 

借閱期限與規定：請用學生證借閱，並於 3 天內歸還，歸還時

請檢查延長線、電線等附屬品，是否有一倂歸還。 

印表機使用 自由使用，紙張的額度於 10 張以內。 

影印機使用 自由使用，老師及每年級每學期額度為 3000 張。 

單槍投影機使用 
上課、研討會、演講等學術活動之借用。請使用結束後確實關

閉。 

掃瞄器使用 自由使用。 

電腦設備使用 自由使用，但禁止下載不明的程式軟體。 

ED502未來學資料分

析室 (10 人座位) 

主要供學生們讀書及借用圖書，請填寫教室借用申請表(可上未

來所網站下載)。欲借用圖書請與助理借用鑰匙。 

ED501多功能專題研

究室 (20 人座位) 

非上課時間及上班時間開放借用，請填寫教室借用申請表(可上

未來所網站下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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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淡江大學研究生學位考試辦法 

95.05.12 94學年度第 2學期教務會議修正通過 

95.08.04 教育部台高(二)第 0950111269號函備查 

95.08.21 室秘法字第 0950000038 號函公布 

95.09.18 教育部台高(二)字第 0950122790 號函備查 

95.09.28 室秘法字第 0950000043 號函公布 

99.10.27 99 學年度第 1學期教務會議修正通過 

99.11.30 室秘法字第 0990000065 號函公布 

99.12.24 教育部臺高(二)字第 0990217685 號函備查 

100.01.10 室秘法字第 1000000005 號函公布 

100.10.19 100學年度第 1學期教務會議修正通過 

100.11.30 處秘法字第 1000000040 號函公布 

100.12.09 教育部臺高(二)字第 1000221134 號函備查 

101.05.09 100 學年度第 2學期教務會議修正通過 

101.06.04 處秘法字第1010000032號函公布 

101.07.12 教育部臺高(二)字第 1010115340 號函備查 

101.11.07 101 學年度第 1學期教務會議修正通過 

101.12.07 處秘法字第 1010000101號函公布 

102.01.15 教育部臺教高(二)字第 1020007609 號函備查 

102.10.25 102 學年度第 1學期教務會議修正通過 

102.11.27 處秘法字第1020000073號函公布 

102.12.17 教育部臺教高(二)字第 1020183587 號函備查 

104.05.20 103 學年度第 2學期教務會議修正通過 

104.06.17 處秘法字第 1040000034 號函 

104.07.20 教育部臺教高(二)字第1040085243號函備查 

104.10.28 104學年度第 1學期教務會議修正通過 

104.11.24 處秘法字第 1040000066 號函公布 

104.12.09 教育部臺教高(二)字第1040168713號函備查 

 

第一條  依據大學法暨其施行細則、學位授予法暨其施行細則、本校學則等規定

訂定「淡江大學研究生學位考試辦法」(以下簡稱本辦法)。 

第二條  研究生符合下列規定，並經指導教授及所屬系、所主管同意者，得申

請碩士或博士學位考試： 

一、修滿本校規定修業年限。 

二、修畢所屬系、所規定之應修課程與學分。 

三、博士班研究生應經博士學位候選人資格考核及格。博士學位候選

人之資格考核實施要點另訂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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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條  學位考試，應依下列規定組織學位考試委員會： 

一、學位考試委員會，碩士應置委員三人，博士應置委員五至七人，

其中校外委員須三分之一以上、校內委員至少一人；均須由各系、

所主管遴選對研究生所提論文學科、創作、展演或技術報告有專

門研究者，薦請校長核聘並指定委員一人為召集人，但指導教授

不得為召集人。 

本校兼任教師，經遴聘為學位考試委員時，應以校外委員身分聘任。 

二、碩士學位考試委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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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五)前二目之提聘資格認定標準，由各系、所務會議訂定之。 

三、博士學位考試委員，應具備下列資格之一： 

(一)曾任教授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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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六)前三目之提聘資格認定標準，由各系、所務會議訂定之。 

前項第二款、第三款之指導教授如為共同指導，僅能就其中一人聘任

為考試委員。 

第四條  研究生之配偶或三親等內之血親、姻親，不得擔任其學位考試委員。 

第五條  辦理學位考試，應符合下列規定： 

一、學位考試，以口試為原則，必要時亦得舉行筆試。學位考試成績

以一百分為滿分，七十分為及格，評定以一次為限，由出席考試

委員評定分數平均決定之；但碩士學位考試委員有二分之一、博

士學位考試委員有三分之一以上評定不及格者，以不及格論，成

績以六十九分登錄。 

二、考試委員須親自出席，不得委託他人為代表。碩士學位考試應有

委員三人、博士學位考試應有委員五至七人出席，且符合校外委

員三分之一以上、校內委員至少一人，始得舉行，否則考試成績

不予採認。 

三、學位考試之申請及舉行，須依本校行事曆規定日期辦理。若有不

可抗力之特殊原因，應檢附佐證資料，始得申請提前或延後。 

四、已申請學位考試者，因故未舉行學位考試，應於本校行事曆規定

學期結束日前，辦理撤銷申請，逾期未撤銷者，視同缺考，以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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次不及格計，成績以零分登錄。 

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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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並經系、所、院務會議及教

務會議通過後實施。 

第六條  學位考試每學期於本校、姐妹校及與本校院系所簽訂學術交流協議之

大學校園舉行一次，學位考試不及格而其修業年限尚未屆滿者，得於次學

期或次學年申請重考，重考以一次為限，重考成績仍不及格者，予以退學。 

第七條  學位考試通過後，學生應於一個月內檢具考試委員正本簽章之論文

送教務處辦理離校手續，取得學位證書。如需修改論文者，得簽報核准

延期，以一個月為限，未依前述規定辦理者，應撤銷其及格成績，以不

及格計，成績以六十九分登錄。 

第八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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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不及格論，成績以零分登錄。已授予學位者，除撤銷其學

位，公告註銷及追繳已發之學位證書外，並將撤銷與註銷事項，通知其

他大專校院及相關機關(構)。 

對於實際代寫(製)，或以口述、影像等舞弊方式供抄寫(製)論文、創

作、展演、書面報告或技術報告者，依學位授予法第七條之三規定處罰之。 

第九條  已於國、內外取得學位之論文，不得再度提出作為取得碩士、博士

學位之用。以外國語文撰寫之論文，須附中文提要，其他撰寫論文有關

事項，應依本校研究生碩博士論文撰寫格式要點辦理。學位論文應以文

件、錄影帶、錄音帶、光碟或其他方式，於本校及國家圖書館保存之。 

第十條  逕行修讀博士學位研究生通過博士學位候選人資格考核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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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得經所屬

系、所申請授予碩士學位。 

第十一條  學位之授予儀式，於本校畢業典禮時合併舉行。 

第十二條  本辦法未盡事宜，依學位授予法、學位授予法施行細則及有關教育

法令辦理之。 

第十三條  本辦法經教務會議通過，報請校長核定後，自公布日實施，並報教

育部備查；修正時亦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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淡江大學研究生碩博士論文撰寫格式要點 

94.05.13 93 學年度第 2學期教務會議修正通過 

94.10.19 94 學年度第 1學期教務會議修正通過 

100.10.19 100 學年度第 1學期教務會議修正通過 

100.10.19 100 學年度第 1學期教務會議修正通過 

100.11.22 處秘法字第 1000000024 號函公布 

101.05.09 100 學年度第 2學期教務會議修正通過 

101.06.04 處秘法字第 1010000028號函公布 

104.05.20 103學年度第 2學期教務會議修正通過 

104.06.17 處秘法字第 1040000037 號函 

106.05.05 105 學年度第 2學期教務會議修正通過 

106.06.05 處秘法字第 1060000024號函公布 

 

一、為研究生修滿應修學分、得申請參加學位考試，其撰寫論文有關事項，特

訂定本要點。 

二、論文封面用紙：碩士論文限用一百磅橘黃色紙張，封面以黑色字體為準；

博士論文採黑色封面燙金字體之精裝本。 

三、論文封面及書脊格式： 

(一)論文封面可採直式或橫式，A4尺寸大小如下： 

１、直式： 

淡
江
大
學(

系
、
所
名
稱)

碩
士
論
文 

  
 

指
導
教
授
： 

  

(

論
文
題
目)

 
   

研
究
生
： 

 
 

撰 

中
華
民
國 

年 

月 

２、橫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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淡江大學(系、所名稱)碩士

論文 
 

指導教授： 
 
 

(論文題目) 
 
 
 
 

研究生：   撰 
中華民國 年 月 

(二)論文書脊須註明學校名稱、系所名稱、論文名稱及研究生姓名等。 

四、論文內首頁應裝訂「博(碩)士班學位考試委員簽名單」及論文授權書，「博(碩)

士班學位考試委員簽名單」格式如下： 

    
學 系

研究所博士班   君所提之論文 

                 （題目）， 

經本委員會審議，認為符合博士資格標準。 

 

學位考試委員會 主任委員   （簽章） 

委員    
      
      
      
      
      

 

中華民國 年 月 日 

表單編號：ATRX-Q03-001-FM039 

五、論文內次頁依次應裝訂「中、英文論文提要」，其內容宜依研究目的、文獻、

研究方法、研究內容及研究結果等撰寫五百字至一千字，格式如下： 

(一)中文論文提要格式： 

論文名稱：        頁數： 

校系(所)組別：淡江大學  學系(研究所) 組 

畢業時間及提要別： 學年度第 學期學位論文提要 

研究生：     指導教授： 

論文提要內容： 

 
 
 
 
 

關鍵字： 

表單編號：ATRX-Q03-001-FM030 

(二)英文論文提要格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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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itle of Thesis:             Total pages: 

(Triple space) 

Key word: 

(Double space) 

Name of Institute： 

(Double space) 

Graduate date:      Degree conferred: 

(Double space) 

Name of student:(in English) Advisor: 

(Double space) (in Chinese) 

Abstract: 

表單編號：ATRX-Q03-001-FM031 

六、若因向經濟部智慧財產局申請專利而需延後公開/下架學位論文者，應填寫

「國家圖書館博碩士論文延後公開/下架申請書」裝訂於學位論文中，由教

務處函轉國家圖書館憑辦。 

七、論文全文電子檔案須依學校規定上傳至「淡江大學電子學位論文服務系統」。 

八、論文經學位考試委員會通過並簽證後，須繳交紙本三冊(其中一冊須裝訂學

位考試委員簽名單正本)，經所屬系、所核可，本校覺生紀念圖書館複審後，

再至教務處辦理離校手續。 

九、藝術類或應用科技類研究所碩士班研究生，其論文以創作、展演連同書面報

告或以技術報告代替者，其封面、背脊、提要等改以「創作報告」或「技術

報告」等稱之，並應撰寫提要，報告格式則由各系、所規定之。 

十、本要點經教務會議通過，報請校長核定後，自公布日實施；修正時亦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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樣張 

淡江大學  學年度第  學期研究生學位考試申請表 

    申請日期：  年   月   日 

研 究 生 姓名：  學號： 

系 ( 所 ) 別 

年 級 

                                          □碩士在職專班 

                                 系／研究所 □碩士班               年級 

                           □博士班 

論 文

題 目 

中文  

英文  

國際學術期刊發表

學 術 論 文 

篇數：   發表日期：  年   月  日 

學術論文名稱： 

(博士班填寫) 

指 導 教 授 

意 見 

 

系 （ 所 ） 主 管  

註 冊 組 

□ 必修科目修畢、畢業學分修足，博士班研究生且資格考核通過。 

□ 尚有必修科目    學分修習中，俟及格後始得進行考試。 

□ 尚有畢業學分    學分修習中，俟及格後始得進行考試。 

□ 未通過英語能力檢定門檻。 

□ 其他： 

初審：                            複審： 

註  冊  組   組長  

備註：研究生須於規定時間內填妥 1份學位考試申請表，經指導教授及系主任、所長簽註意見後送所

屬學系、所作業，再轉送教務處註冊組審查。 

＊依本校個人資料管理規範，本表單各項個人資料僅作為業務處理使用，並於保存期限屆滿後，

逕行銷毀。 

                                         表單編號：ATRX-Q03-001-FM040-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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樣張 

淡江大學   學年度第  學期            系、所、學位學程碩士班

學位考試委員名冊 

研 究 生 
姓 名 
學 號 

已修
業學
期數 

指 導 

教 授 

考 試 委 員 

校內 

校外 姓 名 學 歷 服務單位 職 稱 

考試委員 
資格確認 
(詳備註 
1 ) 

    
(召集人) 

    

         

         

    
(召集人) 

    

         

         

    
(召集人) 

    

         

         

備註： 
１、考試委員資格確認欄，請依「淡江大學研究生學位考試辦法」第三條第一項第二款規定填入代碼。 

「1」：符合第一～二目規定者(曾任教授或副教授者；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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符合第三～四目(獲有博士學位，在學術上著有成就者；屬於稀少性或特殊性學科，在學術或

專業上著有成就者)，經系、所務會議通過符合資格者。 

２、指導教授不得為召集人，碩士學位考試委員應為 3人；表格如不敷使用請自行延伸。 

系 主 任

( 所 長 ) ：                           簽章 院 長 ：                           簽章 

註冊組組長 ：                           簽章                  教務長 ：                           簽章 
＊依本校個人資料管理規範，本表單各項個人資料僅作為業務處理使用，並於保

存期限屆滿後，逕行銷毀。 

 

表單編號：ATRX-Q03-001-FM044-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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樣張 

淡江大學    學年度第    學期研究生學位考試評分表 

 

日期：    年    月   日 

應 考 生 姓名： 學號： 

系 ( 所 ) 別 

                                                        □碩士在職專班 

                      系／研究所  □碩士班 

                                □博士班 

論 文 題 目  

考 試 時 間 民 國   年   月   日   時 考 試 地 點  

考 試 委 員 

評 語 
 

評 分 成績：    拾    分（請以整數評分） 

考 試 委 員 

簽 章 
 

備註：本表請連同「學位考試成績通知單」於規定時間內送註冊組(Ａ２１０室) 

＊依本校個人資料管理規範，本表單各項個人資料僅作為業務處理使用，並於保存期限屆滿後，

逕行銷毀。 

                                                表單編號：ATRX-Q03-001-FM034-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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淡江大學     學年度第  學期研究生學位考試成績通知單樣張 

 

 

日期：    年    月   日 

應 考 生 姓名： 學號： 

系 (所 )別 

 

系／研究所 

 

論文題目  

考試時間 民 國   年   月   日 考 試 地 點  

考試委員 

簽 章 
 

考試總平

均 

成 績 

成績：    拾    分（請以整數計分、國字書寫） 

指 導 教 授：                  （簽章） 

系(所)主管 ：                  （簽章） 

＊依本校個人資料管理規範，本表單各項個人資料僅作為業務處理使用，並於保
存期限屆滿後，逕行銷毀。 

表單編號：ATRX-Q03-001-FM035-04 

□碩士在職專班 

□碩士班 

□博士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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樣張 

 

中  華  民  國              年          月           日 

＊依本校個人資料管理規範，本表單各項個人資料僅作為業務處理使用，並於保
存期限屆滿後，逕行銷毀。 

表單編號：ATRX-Q03-001-FM042-02 

 
學   系

研 究 所 碩 士 在 職 專 班 

  

君所提之論文 

 

(題目)， 

 

經本委員會審議，認為符合碩士資格標準。 

 

 

學位考試委員會  主任委員  (簽章) 

   

委    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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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來學研究所學生 

入學年度 學號 姓名 入學年度 學號 姓名 

106 606700010 黃玉雀 106 606700044 嚴沛瀅 

106 606700028 林佩蓉 106 606700051 楊閔筑 

106 606700077 洪靖雅 106 606700069 宋弘懋 

106 605665032 阮氏垂陽 106 606700085 陳聖沛 

106 606705514 孫鑫彤 106 606700101 何必問 

106 606700077 洪靖雅    

    105 605700029 黃婕     105 605700086 陸冠宇 

105 605700094 葉秉獻 105 605700110 松子劼 

105 605700102 胡力中 105 605705028 
米蒙德 Ali 

Montazami 

105 605700052 黃郁茜    

    104 604700012 張夢鑾     104 604700087 黃柏凱 

    104 604700020 陳君虹     104 604705011 
瑞卡多 Ricardo 

Raymond Schnug 

    104 604700079 張尤軍     104 604705029 
安利 Alessandro 

Fergnani 

    104 604700095 李怡臻       

    103 603700039 郭安定     103 603700120 鄭博元 

    103 603700112 蔡協翰     103 603700096 李秋蟬 

    103 603700104 施冠佑     103 603700229 
歐德曼 Marco 

Ortmann 

102 602700113 唐孟廷 101 601700015 劉薇蓮 

102 602700022 楊道揆 101 601700031 鄭舜鴻 

102 602700089 陳維信 101 601700049 林青岳 

102 602700055 楊奇翰 101 601700056 張暐欣 

102 602700030 簡妤娟 101 601700064 彭曼甄 

102 602700048 傅淑琴 101 601700080 林育旻 

102 602700105 陳俞伶 101 601700098 林鈺恩 

102 602700063 廖月伶    

100 600700016 邱懷瑤 99 699700018 吳淳萁 

100 600700057 魏廷茹 99 699700026 陳易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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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0 600700024 翁映婷 99 699700034 盧裕文 

100 600700032 林凱鈞 99 699700059 張琬婷 

100 600700040 吳亞倩 99 699700067 呂惠敏 

100 600700107 詹雅安 99 699700075 傅翊謹 

100 600700222 廖麗鏵 99 099700083 林昭儀 

100 600700099 楊遠隆 99 699700133 謝承軒 

100 600700115 趙威翔 99 699700109 劉又嘉 

100 699700075 傅浧瑄    

98 698700076 林俞萱 97 697700069 李意婷 

98 698700092 陳彥儒 

 

97 697700010 羅令君 

98 698700068 陳馨平 

 

97 697700036 李建宗 

98 698700100 邱則堯 

 

97 697700093 黃韋豪 

98 698700084 王之恩 

 

97 697700085 彭筱婷 

98 698700126 蔡念芯 

 

97 697700028 莊于霆 

98 698700118 簡健威 

 

97 697700119 曹嫚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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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來學研究所歷屆畢業論文題目 

 

項

次 
姓名 論文題目 

指導 

教授 

畢業 

年度 

1.  柯伊玲 
外籍新娘婚姻願景轉變之研究─以在台的

「越南新娘」為例 
陳瑞貴 2004-06 

2.  徐台玲 

以未來學觀點詮釋兒童遊戲注入教育的劇

情發展－分析國小三年級學童之圖畫與文

字 

陳瑞貴 2004-06 

3.  蔡明穎 
分析社會網路的應用與建構－以台灣地區

人壽保險從業人員從業網路為例 
馬財專 2004-06 

4.  廖耆煬 
台灣產險業在中國產險市場之願景與策略

研究：以富邦金融控股公司為例 
陳瑞貴 2005-06 

5.  吳裕勝 
探索消費文化趨勢中的老街：以淡水老街

為例反思文化產業未來意象 
陳國華 2005-06 

6.  方勇達 宜蘭縣休閒農業未來發展策略之劇情分析 陳建甫 2005-07 

7.  施孟君 全球化下上海銀行業人力資本形成 
鄧玉英 

陳國華 
2005-07 

8.  劉玉儀 
兒童眼中未來圖象之初探－一個台北市國

小的個案分析 
陳國華 2005-08 

9.  詹百琳 
綜合型量販店群聚的影響因素之研究－以

大台北地區為例 
陳瑞貴 2006-05 

10.  黃健銘 
消費者個人特質、生活型態與數位家庭接

受度關係之研究-以大台北地區為例 
陳瑞貴 2006-06 

11.  林  澂 
非師範體系國小教育學程未來願景之探

究—以 D 大學為例 
陳瑞貴 2006-06 

12.  游竹麒 
網路社會之未來意象建構：以台灣 MSN 

Messenger 即時通訊為例 
陳瑞貴 2006-06- 

13.  羅兆婷 
檢視外籍勞工在台灣的污名現象：以高捷

泰勞抗爭事件為例 
紀舜傑 2006-07 

14.  李長潔 
從邊緣到中心︰解析與重構性別關係中的

社會價值 
陳國華 2006-08 

15.  陳明侖 
越籍配偶的家生活與重構－以屏東縣Y鄉

為例 
鄧建邦 2007-02 

16.  李銘濬 數位家庭於老年生活之影響與應用 紀舜傑 2007-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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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次 姓名 論文題目 
指導 

教授 

畢業 

年度 

17.  廖紫勳 
瑜珈涉入、生活型態與瑜珈體驗意願

關係之研究－以大台北地區為例 
陳瑞貴 2007-07 

18.  王正誼 
從臺北文化體育園區看都市企業主義

的適用性 
紀舜傑 2007-07 

19.  廖韻雯 
「窩」在那兒？淡水地區大專院校女

同志生活風格之自我展演 
鄧建邦 2007-07 

20.  徐志杰 台灣數位音樂產業未來意向之研究 陳瑞貴 2007-07 

21.  羅斐文 建構未來世代理想之教育圖像 陳國華 2007-07 

22.  陳弘智 論未來學預測的實踐意涵 林遠澤 2007-07 

23.  裴于雯 
非關婚姻：同居生活的家庭與家人之

未來展演 
陳國華 2008-01 

24.  李佳玲 台灣高齡化社會下的未來退休圖像 陳國華 2008-01 

25.  黃逸旻 

全球在地化運動產業之消費者行銷策

略與未來趨勢-SBL 台灣超級籃球聯

賽個案研究 

陳國華 2008-06 

26.  林啟文 巴拿馬整體發展之替代性未來 
陳國華 

蘇哈爾 
2008-06 

27.  林筠婕 
高等教育機構創新資本對組織績效影

響之未來圖像：以 T 大學為例 
陳瑞貴 2008-06 

28.  許哲儒 
從經營者安全認知探討營業場所公共

安全需求之未來圖像 
陳瑞貴 2008-06 

29.  劉自誠 未來學時間概念之哲學思考 陳瑞貴 2008-07 

30.  江惠如 

多元文化下臺灣客語之保存與展現：

以行政院客委會推廣之客語生活學校

為例 

紀舜傑 2008-07 

31.  葉人豪 
生態工作假期的建構、展演、與實踐

－以陽明山生態工作假期為例 
賴嘉玲 2008-08 

32.  彭雪莉 
越南新移民女性的跨國遷移與勞動參

與 
鄧建邦 2008-08 

33.  林欣潔 
分隔兩地家庭型態的抉擇：以中國台

籍幹部女性配偶為例的分析 
鄧建邦 2008-08 

34.  廖珮君 建構淡水創意城市未來圖像 紀舜傑 2009-02 

35.  田思維 解析「搜主義」下的網路消費意象 陳國華 2009-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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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次 姓名 論文題目 指導教授 畢業年度 

36.  李泰叡 
網路與運動休閒社群未來之研

究：以大型重機團體為例 
紀舜傑 2009-06 

37.  郭玫婷 女性退休休閒生活的未來圖像 陳瑞貴 2009-06 

38.  吳崇德 
地方政府與 NGO 互動之未來圖

像：以台北市為例 
紀舜傑 2009-06 

39.  陳諭瑩 

探索審議式民主與社區願景建構

之可能意義—以淡水社區大學 21

世紀地方議程工作坊為例 

陳國華 2009-06 

40.  劉佳玫 
旅遊圖像的製造：以旅遊圖文書為

例 
賴嘉玲 2009-06 

41.  詹小玫 探索成人女性學習的未來圖像 陳國華 2010-01 

42.  周雅玲 寵物的社會意義與可能的未來 宋玫玫 2010-06 

43.  楊鈞宇 
伊東豐雄的台中大都會歌劇院─談

全球城市藝文之夢的織造 
賴嘉玲 2010-06 

44.  魏明如 
中國大陸珠三角地區不同世代台

商流動經驗之比較 
鄧建邦 2010-06 

45.  湯夢蝶 
數位原生世代之未來學習圖像探

索 
陳國華 2010-06 

46.  黃貫書 
綠色行銷對消費者購買意願影響

之未來圖像─以綠色咖啡館為例 
陳瑞貴 2010-06 

47.  李意婷 
雲林縣北港鎮文化產業發展未來

圖像 
紀舜傑 2011-01 

48.  曹嫚玲 
網路科技對聽障者人際網絡的影

響 
鄧建邦 2011-06 

49.  林方凱 

多元文化下的馬來西亞政策分析

之研究─以「一個馬來西亞」轉型

計畫為例 

紀舜傑 2011-06 

50.  吳仁偉 
虛擬社群人際互動模式之探討─以

Facebook 為例 
陳國華 2011-06 

51.  吳姿瑩 國小學童的未來關鍵能力 宋玫玫 2011-06 

52.  彭筱婷 
凝視台北 101：消費者與觀光客的

實踐 
賴嘉玲 2011-06 

53.  莊于霆 
未來化思考方式的體現未來學領

域學生思考方式之探究 
宋玫玫 2011-06 

54.  黃韋豪 

加入慈濟基金會對台資企業社會

責任之影響-以大上海地區台資製

造業為例 

鄧建邦 2011-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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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次 姓名 論文題目 
指導 

教授 

畢業 

年度 

55.  邱則堯 

大型活動志工參與動機之研究－以

2010台北國際花卉博覽會志工經驗

為例 

鄧建邦 2012-01 

56.  陳馨平 從成語看時間觀 紀舜傑 2011-12 

57.  簡健威 
品牌形象對消費者購買意願之影響

－以 F人壽股份有限公司為例 
陳瑞貴 2011-12 

58.  盧裕文 
複合式餐廳經營策略與消費者體驗

滿意度之關聯性研究 
陳瑞貴 2012-06 

59.  陳彥儒 單身女性理想的家 陳瑞貴 2012-06 

60.  謝承軒 
理想與現實之間 ─ 七年級生的工

作價值探討 
陳瑞貴 2012-06 

61.  吳淳萁 
從聊天到「牽手」：探討網路愛情觀

與婚姻觀 
陳國華 2012-06 

62.  賴彥志 
社會企業在台灣的運作-以大誌雜

誌為例 
鄧建邦 2012-06 

63.  劉又嘉 
影響未來高齡者生活品質的社會支

持網絡 
陳國華 2013-01 

64.  楊遠隆 身體意象與醫學美容之相關研究 陳瑞貴 2013-06 

65.  詹雅安 

整合性行銷溝通對消費者知覺價值

與購買意願之研究－以平價服飾為

例 

陳瑞貴 2013-06 

66.  魏廷茹 
已婚女性的工作與家庭處境－以直

接服務社工人員為例 
彭莉惠 2013-06 

67.  吳亞倩 從偶像劇探索台灣女性未來意象 紀舜傑 2013-06 

68.  林昭儀 
我刺故我在： 

刺青者認同的轉變與未來 
鄧建邦 2013-06 

69.  蕭惠之 
全球化下的華語學習潮 --- 以在台

外籍生為例 
陳瑞貴 2013-06 

70.  林凱鈞 創齡：探討志工之經驗與未來圖像 陳國華 2013-01 

71.  傅浧瑄 
現代塔羅牌中的未來意象：以萊德

偉特塔羅牌為例 
紀舜傑 2013-01 

72.  翁映婷 打工換宿的當代體驗與未來 鄧建邦 2013-01 

73.  蘇志濤 
環境保護運動的未來想像：以台灣

與香港為例 
陳建甫 2013-01 

74.  邱懷瑤 
人工伴侶未來狂想---從 ACG 迷的

觀點出發 
宋玫玫 2014-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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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次 姓名 論文題目 
指導 

教授 

畢業 

年度 

75.  趙威翔 
青年參與環境議題對社會永續之影

響 
陳國華 2014-06 

76.  張暐欣 
探索科幻電影中的未來意象：科幻

影迷的未來想像 
陳國華 2014-06 

77.  彭曼甄 台灣流行歌手形象塑造之未來圖像 陳瑞貴 2014-06 

78.  陳易祥 威權領導轉型之多層次因果分析 紀舜傑 2015-01 

79.  呂惠敏 
從「人間條件五」論中年男子的自

我價值觀 
紀舜傑 2015-01 

80.  陳俞伶 
文化創意商品的未來圖像—以消費

者情緒的角度探討 
陳瑞貴 2015-06 

81.  楊奇翰 
運動主題餐廳的未來圖像—從消費

者購買意願觀點探討 
陳瑞貴 2015-06 

82.  蔡念芯 扮裝的越域─台灣女性的裝扮轉變 陳國華 2015-06 

83.  林育旻 從淡水河預見淡水新意象 陳國華 2015-06 

84.  廖月伶 婚與不婚:論婚姻本質與婚姻未來 陳建甫 2015-06 

85.  廖麗鏵 

新移民女性的創新適應者現象——

以台灣新移民文化交流協會成員為

例 

鄧建邦 2015-06 

86.  劉薇蓮 高成就女性眼中的婚姻未來 宋玫玫 2015-06 

87.  陳維信 探索台灣公民媒體之未來想像 陳國華 2016-01 

88.  林青岳 
「戲」說未來—未來思考活動的遊

戲化 
宋玫玫 2016-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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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次 姓名 論文題目 
指導 

教授 

畢業 

年度 

89.  林鈺恩 
「大型多人角色扮演線上遊戲」玩

家的線上角色扮演與現實生活關係 
鄧建邦 2016-06 

90.  簡妤娟 
社區式老人照顧對家庭照顧者之影

響與其未來圖像 
紀舜傑 2016-06 

91.  唐孟廷 
年輕女性生涯圖像：從工作與家庭

探討 
彭莉惠 2016-06 

92.  楊道揆 
台灣作家眼中的兒童文學：從未來

觀點分析 
宋玫玫 2017-1 

93.  張夢鑾 
由環境倫理論述落實國小學童綠生活

行動研究  
陳國華 2017-06 

94.  安利 
用情境論資本主義的未來: 資本主義

的心理依附與其前景終結之衡突  
霍珍妮 2017-06 

95.  陳君虹 新中年世代老年生活的未來圖像  紀舜傑 2017-06 

96.  黃婕 
由人文與永續環境探索都市居民生活

型態的變遷以淡水區居民為例  
陳國華 2017-06 

97.  傅淑琴 開放近用與圖書館出版的未來  陳國華 2017-06 

98.  張尤軍 以未來研究探索國小學童的國際觀  陳瑞貴 2017-06 

99.  李怡臻 國小孩童的未來學校想像  陳瑞貴 2017-06 

100.  歐德曼 個人幸福感脈絡下之個人適應研究  陳瑞貴 2017-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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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來學研究所碩士班畢業資格審核表 

申請人 

姓名  年級  

學號  指導教授  

英語證照 
種類 

□多益 450分以上  □全民英檢中級初試通過  

□雅思 3.5級以上  □托福  □進修英文通過 □其他 

分數  繳交影本 □是 □否 

學術研討會 

參加場次 1  

參加場次 2  

參加場次 3  

論文發表 

學術會議 

會議名稱: 

發表日期: 

□第一作者           □  第二作者    (請打勾) 

*檢附資料 

□正式接受函/邀請函   □議程/目錄    □論文 

□註冊收據            □發表照片    (請打勾) 

註: 採期刊論文發表方式者，檢附前三項資料即可 

期刊論文 
名稱: 

字數: 

大綱口試 
題目 

中  

英  

舉行日期 年   月   日 

論文口試 
題目 

中  

英  

舉行日期 年   月   日 



淡江大學未來學研究所 106學年度研究生手冊 

38 

 

學習註記 

學年度 研討會與演講主題 日期／地點 主辦單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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