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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發展簡史 

本諸「了解社會，服務社會」的創系宗旨，東吳大學社會學系於 1973 年由名

揚國際的社會學家楊懋春教授創立於本校外雙溪校區，並於 1978 年進行社會學理

論與社會工作分組教學。1981 年社會學研究所正式招生，爾後，1990 年社會工作

組自本系分出單獨成系，並於 1992 年另成立社會工作研究所；1994 年依新大學法

系所合一原則，社會學系與社會學研究所合併，社會學研究所改稱社會學系碩士

班，形成學士班與碩士班雙層連貫教學模式；2001 年增置碩士在職專班，提供在

職人士進修管道。目前，本系共有學士班雙班，碩士班一班，碩專班一班。 

楊懋春教授建立本系後，於 1974 年興辦「大學實驗社區：臨溪社區做為社會

實驗室」計畫。此強調社會學知識實踐的精神，一方面促成本校人文社會學院於

2000 年設立「人文社會研究室」，以台北市士林地區為基地，應用地理資訊系統，

數位化社會圖像；另方面強化地方社會踏察與人群服務的教學研究傳統。此外，本

系為發展「中東歐教學與研究」特色，建立本系特色品牌，亦於 2008 年 10 月成立

系級「中東歐教學研究中心」，積極開拓區域發展及其比較的學術特色。 

繼楊懋春教授之後，本系系主任先後由楊孝濚教授、徐震教授、趙沛鐸教授、

蔡明哲教授(代理)、張家銘副教授、趙星光副教授、林素雯副教授、盧政春副教授、

張家銘教授（第二度）擔任；2012 年 8 月起由吳明燁副教授接掌系主任一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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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教育目標 

秉持「了解社會，服務社會」的創系宗旨與精神，強調理論學習與實踐活動的

結合，從本土社會的瞭解與服務為基礎，擴及鄰近社會，乃至全球社會的比較和交

流，培育具備熱情關懷、理性分析及負責任的專業社會研究與服務人才。因此，學

士班及碩士班教育目標在於培育「區域研究與社會政策」及「社會理論與文化研究」

兩領域的專業人才，碩士在職專班則在於「推廣社會學知識與方法，強化學生的職

場能力」。 

此外，本系為發展「中東歐教學與研究」特色，建立特色品牌，於 2008 年 10
月成立系級「中東歐教學研究中心」，積極開拓區域發展及其比較的學術特色，成

為國內社會學門現行唯一設置「中東歐研究」的學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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參、專任師資 

本系 102 學年度計有專任教師十四位，均具有博士學位。 

吳明燁  副教授兼系主任 
 最高學歷：美國威斯康辛大學麥迪遜分校兒童與家庭研究博士 
學術專長：家庭社會學、社會政策分析、青少年研究、兩性關係 
聯絡方式：第二教研大樓 D0817 室；分機 6316 

Email: mwu@scu.edu.tw 

張家銘  教授兼教務長 
 最高學歷：東海大學社會學博士 
學術專長：社會學理論、發展與全球化社會學、北亞與中東歐社會研究、中國

社會與台商研究 
聯絡方式：第二教研大樓 D0823 室；分機 6322 

Email: ccm@scu.edu.tw 

蔡明哲  教授 
 最高學歷：國立台灣大學農業推廣學博士 
學術專長：都市社會學、鄉村社會學、休閒社會學、發展社會學、台灣社會史

聯絡方式：第二教研大樓 D0821 室；分機 6317 
Email: tsai6317@scu.edu.tw 

石計生  教授 
最高學歷：美國伊利諾大學芝加哥分校社會學博士 
學術專長：城市社會學、藝術社會學、社會學理論、社會地理資訊系統 
聯絡方式：教師研究大樓 P308 室；分機 6311 

Email: cstone@scu.edu.tw 

蔡錦昌  副教授 
 最高學歷：國立台灣大學社會學博士 
學術專長：社會學理論、文化研究、知識社會學、中國思想史 
聯絡方式：第二教研大樓 D0820 室；分機 6323 

Email: reschoi3@scu.edu.tw 

林素雯  副教授 
 最高學歷：美國密西根州立大學社會學博士 
學術專長：社會人口學、遷移與移民政策、人力資源與地方發展、教育社會學

聯絡方式：第二教研大樓 D0816 室；分機 6314 
Email: swlean@scu.edu.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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黃朗文  副教授 
 最高學歷：美國康乃爾大學鄉村社會學博士 
學術專長：人口學、家庭社會學、調查研究方法 
聯絡方式：教師研究二樓 Q205 室；分機 6315 

Email: huang@scu.edu.tw 

裴元領  副教授 
 最高學歷：國立台灣大學社會學博士 
學術專長：社會學理論、歐洲思想史、台灣經濟社會史 
聯絡方式：第二教研大樓 D0740 室；分機 6313 

Email: ylpei@scu.edu.tw 

葉肅科  副教授 
 最高學歷：澳洲塔斯馬尼亞大學社會學與社會工作學博士 
學術專長：社會福利服務、比較社會政策、性別社會學、健康與疾病社會學、

飲食社會學、科技社會學 
聯絡方式：教師研究二樓 Q211 室；分機 6319 

Email: yesuke@scu.edu.tw 

劉維公  副教授 
 最高學歷：德國特里爾大學社會學博士 
學術專長：當代社會理論、文化社會學、消費研究、創意經濟、生活風格研究

聯絡方式：第二教研大樓 D0818 室；分機 6320 
Email: liouwg@scu.edu.tw 

張君玫  副教授 
 最高學歷：美國紐約市立大學社會學博士 
學術專長：女性主義理論、社會學理論、科技∕科學研究、後殖民研究、心理

分析 
聯絡方式：教師研究大樓 P306 室；分機 6324 

Email: meihere@scu.edu.tw 

鄭得興  助理教授 
 最高學歷：捷克查理士大學社會學博士 
學術專長：政治社會學、歷史社會學、區域研究、跨文化研究、研究方法  
聯絡方式：第二教研大樓 D0741 室；分機 6321 

Email: jameseataiwan@scu.edu.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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施富盛  助理教授 
 最高學歷：波蘭亞捷隆大學社會學博士 
學術專長：中東歐區域研究、地方社會研究、城鄉發展、社會變遷、全球化研

究 
聯絡方式：教師研究二樓 Q201 室；分機 6312 

Email: fusheng@scu.edu.tw 

周怡君  助理教授 
 最高學歷：德國海德堡大學社會學博士 
學術專長：社會政策比較分析、社會保險、身心障礙福利政策、歐盟社會政策、

社會福利理論 
聯絡方式：教師研究大樓 P309 室；分機 6318 

Email: ycchou@scu.edu.tw 

※ 東吳大學總機電話：2881-947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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肆、修業流程 SOP 

一、碩士班修業流程 SOP 

選課

研究計畫口試

第二學年註冊前洽請指導教授，並於第二
學年第一學期註冊起至第三學年第一學期
註冊時題交「論文題目報告單」。

完成學業，取得碩士學位證書，
畢業。

依口委意見修改論文後，經指導教授同意，繳
交「付印同意書」

碩士論文學位口試

修業滿一年且修畢必修學分後，經指導教授同意，得申請
「碩士論文研究計畫口試」

通過 不通過

提出研究計畫口試申請滿半年，並修滿
畢業學分（含該學期之學分），得申請

參加「碩士論文學位口試。」

通過 不通過

取得「碩士論文簽名頁」

付印碩士論文，辦理離校手續。

 

備註： 

1. 本系碩士班研究生應修習

畢業學分數 24 學分（必修

6、選修 18）。一年級修讀

上下限為 8至 12（含必

修）；二年級修讀上下限

為 0至 12 學分。 

2. 申請資格考核費用以兩次

為限（其中含一次重考）。

3. 學位考試成績不及格而其

修業年限尚未屆滿者，得

於次學期起申請重考，但

重考以一次為限。重考成

績仍不及格者，應令退學。

4. 辦理離校手續時，必須繳

交碩士論文六本、完成論

文電子全文上傳圖書館、

歸還所借圖書及公物

（如：置物櫃鑰匙、各項

設備器材等）、註銷學生

證，始可領取畢業證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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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碩士在職專班修業流程 SOP 

選課

研究計畫口試

第二學年註冊前洽請指導教授，並於第二
學年第一學期註冊起至第三學年第一學期
註冊時題交「論文題目報告單」。

完成學業，取得碩士學位證書，
畢業。

依口委意見修改論文後，經指導教授同意，繳
交「付印同意書」

碩士論文學位口試

修業滿一年且修滿至少十八學分（含必修學分）後，經指
導教授同意，得申請「碩士論文研究計畫口試」

通過 不通過

提出研究計畫口試申請滿半年，並修滿
畢業學分（含該學期之學分），得申請

參加「碩士論文學位口試。」

通過 不通過

取得「碩士論文簽名頁」

付印碩士論文，辦理離校手續。

 

備註： 

1. 本系碩士在職專班研究生

應修習畢業學分數 30學分

（必修 9、選修 21）。每

學期修讀學分上限為 12 學

分（含必修）。 

2. 申請資格考核費用以兩次

為限（其中含一次重考）。

3. 學位考試成績不及格而其

修業年限尚未屆滿者，得

於次學期起申請重考，但

重考以一次為限。重考成

績仍不及格者，應令退學。

4. 辦理離校手續時，必須繳

交碩士論文六本、完成論

文電子全文上傳圖書館、

歸還所借圖書及公物

（如：置物櫃鑰匙、各項

設備器材等）、註銷學生

證，始可領取畢業證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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伍、課程與選課說明 

一、碩士班 

（一）教育目標 

本著「了解社會，服務社會」的創系宗旨與精神，本系學士班及碩

士班教學目標在於培育下列領域的專業人才： 
一、區域研究與社會政策； 
二、社會理論與文化研究。 

（二）教學特色 

本系碩士班首重研究生在「社會學理論」、「社會研究法」等二門必修課

程的訓練，並規劃「區域研究與社會政策」及「社會理論與文化研究」二大

特色課群之教學，培養研究生獨立研究的能力，兼具理論思考、實踐經驗及

政策分析之專業知識與技能。此外，本系向來以「地方社會研究」為教學與

研究特色，近年來更加入「中東歐社會研究」而擴展至「區域研究」的範疇。

今後教學方面將結合社會政策與社會運動等課程，持續深化相關的教學、研

究與社會實踐活動。 

（三）課程設計 

必    修：6學分 
選    修：18學分 
畢業學分：24學分 

(應修科目詳如各學年度必選修科目表) 

修業年限：二至四年 
基礎課程（含必修） 

科目名稱 選別 學分 年級 備註 
社會學理論 必 3 一  
社會研究法 必 3 一  
論文 必 0 二  
社會統計 選 3 一、二  
質性研究 選 3 一、二  

論文指導課 選 3 
一、二 

與碩專班合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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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大特色課群 

範圍 課群課程 選別 學分 備註

區域研究 
與 

社會政策 

歷史社會學專題討論 選 3  
福利國家專題討論 選 3  
台灣社會史研究 選 3  
婚姻與家庭專題討論 選 3  
地理資訊系統社會學專題討論 選 3  
後現代理論與文化研究專題討論 選 3  
家庭人口學專題討論 選 3  
全球化專題討論 選 3  
社會政策研究 選 3  
中東歐研究導論 選 3  
第三部門與非營利組織專題討論 選 3  
政治社會學專題討論 選 3  
中東歐專題：社會轉型 選 3  

社會理論 
與 

文化研究 

藝術社會學專題討論 選 3  

創意與當代社會專題討論 選 3  
女性主義理論 選 3  
文化與消費專題討論 選 3  
社會學與繪畫專題討論 選 3  
情緒與現代性 選 3  
休閒社會學專題討論 選 3  
自我問題專題討論 選 3  
教育社會學 選 3  
社會行銷專題討論 選 3  
媒介理論 選 3  
社會演化論 選 3  
台灣文化分析 選 3  
社會學與馬基維利主義 選 3  
身體社會學專題討論 選 3  
後殖民與現代性專題討論 選 3  
生態女性主義專題討論 選 3  
情色與社會專題討論 選 3  

 

（四）選課規定 

1.修讀學分上下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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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年級研究生修讀學分數為8至12學分（含必修；符合獲准修讀五年一

貫學程之一年級研究生，不受此限制）；二年級研究生修讀學分數為0
至12學分。 

2.本系系會時間（星期二第五、六堂），全系學生不得選課。 

3.跨系校修課規定 
碩士班研究生於修課過程中，除修讀本系碩士班課程外，得選修本校

外系和外校碩士班課程（不得選修本系碩士在職專班課程，合開課程

除外）。選課時除須符合本校及跨校選課相關規定，以及前述研究生修

讀學分數上下限之規定外，並須依下列規定辦理： 
(1).本系碩士班研究生得修讀跨系及跨校碩士班之選修課程，最高以 6

學分為上限。 
(2).選修課程須經指導教授認定與碩士論文有關，並經系主任同意。凡

未有指導教授者，須經系主任同意選修，待有指導教授時，再認定

是否列入畢業學分。 
(3).選修課程須為本系碩士班未開設之課程。 

4.碩士班暨碩專班合開課程 
列為合開之課程，不受兩班互選之限制，同時承認為畢業學分。 

5.本校選課採行「網路選課方式」，學校於每學期印製「網路選課/註冊

時間表」供研究生參考，大致分為初選及加退選階段。 

初選階段選課處理方式為：不依登記之順序處理，只先登記而後電腦

亂數處理。 

加退選階段：依規定每學期系辦公布之選課注意事項說明及校訂時間

上網登記，而後電腦亂數處理 

6.額滿科目人工加選規定：碩士班每門課程得開放加簽 2 名，欲採人

工加簽方式加選課程者，須於每學期加退選階段，請授課教師於選

課查對表上簽名並附上加簽序號，並依每學期系辦公布之選課注意

事項說明所公告之時間內，將選課查對表親自繳回系辦，由秘書確

認無誤後，才算完成登記。 

注意：須課堂上洽請授課教師加簽，不得由他人代為執行加簽。加

退選期間內，自行於網站上加選到課程者，毋須將選課查對表繳回

系辦，已繳來者，須告知秘書以便讓序號往前遞補。 

7.確認選課清單：每學期於加退選階段結束後，須於學校規定時間內，

上網確認該學期所修讀之課程無誤，並執行確認鍵。 

此外，在本系網站「課程資訊」→「選課注意事項-碩士班暨碩士在

職專班」，詳列新一學期的選課及註冊注意事項，請研究生務必詳

閱，並依規定時程完成選課、學科加退選及註冊手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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專業核心能力指標： 

1.具備社會學思考的專業能力。 

2.具備社會科學研究的分析能力。 

3.具備獨力完成專業研究的能力。 

4.具備批判社會現象的能力。 

5.具備全球與跨文化的視野。 

6.具備分析在地與區域社會問題的能力。 

7.具備應用社會學專業知識的能力。 

8.具備分析社會趨勢與社會政策的能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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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碩士在職專班 

（一）教育目標 

本著「了解社會，服務社會」的創系宗旨與精神，本系碩士在職專

班教育目標在於「推廣社會學專業知識與方法，強化學生的職場能力」。 

（二）教學特色 

本系碩士在職專班強調社會學理論及研究方法的學習與應用，著重

本土社會現象與問題之探討，其中特別注重當前台灣社會研究的相關成

果，透過分析、研討及方案設計等方式的訓練，進而運用到各個專業職

場領域。 

（三）課程設計 

必    修：9學分 
選    修：21學分 
畢業學分：30學分 

(應修科目詳如各學年度必選修科目表) 

修業年限：二至六年 

基礎課程（含必修） 

科目名稱 選別 學分 年級 備註 

社會學理論 必 3 一  

社會研究法 必 3 一 
 

論文指導課 必 3 二 

論文 必 0 二  

現代性與社會理論 選 3 一、二  

二大特色課群 

範圍 課群課程 選別 學分 備註 

社會趨勢

社會趨勢分析 選 3 
核心

課程 

社會學與繪畫專題討論 選 3  
飲食社會學專題討論 選 3  
台灣社會史研究 選 3  
政治經濟學專題討論 選 3  
歷史社會學專題討論 選 3  
後現代與台灣社會專題討論 選 3  
休閒社會學專題討論 選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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範圍 課群課程 選別 學分 備註 

社會趨勢

城鄉發展專題討論 選 3  
社會行銷專題討論 選 3  
中東歐專題：社會轉型 選 3  
當代社會文化理論 選 3  
藝術社會學專題討論 選 3  
文化經濟專題討論 選 3  
當代台灣消費社會考察專題討論 選 3  

社會政策

社會政策研究 選 3 
核心

課程 

貧窮與社會安全 選 3  
情色與社會專題討論 選 3  
社會人口學專題討論 選 3  
高科技與社會變遷專題討論 選 3  
健康與疾病社會學專題討論 選 3  
教育社會學 選 3  
第三部門與非營利組織專題討論 選 3  
社會問題與社會運動專題討論 選 3  
性別社會學專題討論 選 3  
社會心理與社會政策專題討論 選 3  

（四）選課規定 

1.修讀學分上下限 
每學期修讀學分上限為12學分（含必修）。 

2.本系系會時間（星期二第五、六堂），全系學生不得選課。 

3.跨校系修課規定 

(1).碩專班研究生得選修本校碩士班課程及本校他系碩士在職專班「週

六及週日」之課程，得列入畢業學分之選修學分，其學分數以不得

超過選修總學分之三分之一（7 學分）為原則，選修科目數同一學

期不受一門之限制。 
(2).碩專班研究生欲選修本系碩士班或本校外系碩士班（日間學制）課

程，須於選課時間之加退選階段填繳「碩士在職專班課程互選申請

表」（教務處網頁→註冊組下可下載表單）至系辦辦理。 
(3).跨部別選課時，除須符合本校選課規定外，並須符合下列規定方能

修讀： 
A.選修之課程須與碩士論文有關，並經指導教授認定與系主任同

意。尚未選定指導教授者，先由系主任同意選修，待有指導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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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再認定是否列入畢業學分。 
B.選修課程須為本系碩專班未開設之課程。 

4.碩士班暨碩專班合開課程 

承3.，列為「合開」之課程，不需填繳「碩士在職專班課程互選申請表」，

亦不受「總選修學分三分之一」規定之限制，得列為畢業學分。 

5.本校選課採行「網路選課方式」，學校於每學期印製「網路選課/註冊

時間表」供研究生參考，分為初選及加退選階段。 

初選階段選課處理方式為：不依登記之順序處理，只先登記而後電腦

亂數處理。 

加退選階段：依規定每學期系辦公布之選課注意事項說明及校訂時間

上網登記，而後電腦亂數處理。 

6.額滿科目人工加選規定：碩專班每門課程開放加簽人數依當學期個

別情形進行評估。欲採人工加簽方式加選課程者，須於每學期加退

選階段，請授課教師於選課查對表上簽名並附上加簽序號，並依每

學期系辦公布之選課注意事項說明所公告之時間內，將選課查對表

親自繳回系辦，由秘書確認無誤後，才算完成登記。 

 
注意：須課堂上洽請授課教師加簽，不得由他人代為執行加簽。加退

選期間內，自行於網站上加選到課程者，毋須將選課查對表繳回系辦，

已繳來者，須告知秘書以便讓序號往前遞補。 

7.確認選課清單：每學期於加退選階段結束後，須於學校規定時間內，

上網確認該學期所修讀之課程無誤，並執行確認鍵。 

此外，在本系網站「課程資訊」→「選課注意事項-碩士班暨碩士在

職專班」，詳列新一學期的選課及註冊注意事項，請研究生務必詳

閱，並依規定時程完成選課、學科加退選及註冊手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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專業核心能力指標： 

1.具備社會學思考的能力。 

2.具備社會科學研究的分析能力。 

3.具備獨力完成研究的能力。 

4.具備批判社會現象的能力。 

5.具備全球與跨文化的視野。 

6.具備分析社會問題與社會政策的能力。 

7.具備應用社會學專業知識的能力。 

8.具備分析社會趨勢的能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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陸、研究生修業及學位考試說明 
一、碩士班 

本系碩士班研究生於第二學年第一學期註冊前洽請指導教授，並於第二學

年註冊起提交「論文題目報告單」，開始撰寫碩士論文研究計畫並申請口試。

提出研究計畫口試申請滿半年，並獲得通過後，得申請碩士論文口試，以取得

碩士學位。 

現將現將有關學位考試重要規定分述如下： 

（有關本校及本系碩士班研究生學位考試規定請參閱「東吳大學博碩士班研究

生學位考試規章」及「東吳大學社會學系碩士班碩士學位候選人學位考試辦

法」） 

 

（一）洽請指導教授： 
1.研究生應於第二學年第一學期註冊前洽請指導教授，並於第二學年第

一學期註冊起至第三學年第一學期註冊時提交「論文題目報告單」。 
2.指導教授以本系專任教師為原則，但每位教師每學年指導研究生人數

以不超過八位為原則，惟指導本班研究生人數以不超過五位為限，其

人數認定標準以當學年度研究生提交碩士論文研究計畫口試為準。指

導教授若非本系專任教師，應經系主任同意，商請一名本系專任教師

共同指導。 

（二）碩士論文研究計畫口試： 
1.研究生修業滿一年且修畢必修學分，經指導教授同意後，得申請碩士

論文研究計畫口試。 
2.碩士論文研究計畫內容應包括下列項目：(1)研究目的與問題意識；(2)
理論架構與文獻回顧；(3)研究方法與資料來源；(4)論文寫作章節；(5)
參考文獻。 

3.碩士論文研究計畫口試結果必須有三分之二（含）以上委員通過，且

平均分數及格（七十分）。 

（三）碩士論文口試： 
1.碩士論文研究計畫口試通過滿半年，並修滿畢業學分（含該學期之學

分）之研究生，得申請參加碩士論文口試。 
2.學位考試成績以七十分為及格，成績不及格而其修業年限尚未屆滿

者，得於次學期起申請重考，但重考以一次為限。重考成績仍不及格

者，應令退學。 

◎備註：系辦及研究生室留有前幾年畢業生的研究計畫及碩士論文口試本，歡

迎索閱參考。 

研究生在通過碩士論文學位考試完成上述程序後，即可辦理離校。辦理離

校手續時，必須繳交經指導教授同意認可修改過之畢業碩士論文6本（4本繳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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註冊組、1本繳交圖書館、4本繳交系上）、完成論文摘要線上建檔及全文上載、

歸還所借圖書及公物、註銷學生證，始可領取畢業證書，完成離校手續。 

二、碩士在職專班 

本系碩士在職專班研究生於第二學年第一學期註冊前洽請指導教授，並於

第二學年註冊起提交「論文題目報告單」，開始撰寫碩士論文研究計畫並申請

口試。提出研究計畫口試申請滿半年，並獲得通過後，得申請碩士論文口試，

以取得碩士學位。 

現將有關學位考試重要規定分述如下：（有關本校及本系碩士班研究生學

位考試規定請參閱「東吳大學碩士在職專班研究生學位考試規章」及「東吳大

學社會學系碩士在職專班碩士學位候選人學位考試辦法」） 

 

（一）洽請指導教授： 
1.研究生應於第二學年第一學期註冊前洽請指導教授，並於第二學年第

一學期註冊起至第三學年第一學期註冊時提交「論文題目報告單」。 
2.指導教授以本系專任教師為原則，但每位教師每學年指導研究生人數

以不超過八位為原則，惟指導本班研究生人數以不超過五位為限，其

人數認定標準以當學年度研究生提交碩士論文研究計畫口試為準。指

導教授若非本系專任教師，應經系主任同意，商請一名本系專任教師

共同指導。 

（二）碩士論文研究計畫口試： 
1.研究生修業滿一年且修滿至少十八學分（含必修學分）後，得申請碩

士論文研究計畫口試。未符合本項規定，但預定於該學期結束時，能

完成必選修學分者，經指導教授同意，得申請碩士論文研究計畫口試。 
2.碩士論文研究計畫內容應包括下列項目：(1)研究目的與問題意識；(2)
理論架構與文獻回顧；(3)研究方法與資料來源；(4)論文寫作章節；(5)
參考文獻。 

3.碩士論文研究計畫口試結果必須有三分之二（含）以上委員通過，且

平均分數及格（七十分）。 

（三）碩士論文口試： 
1. 碩士論文研究計畫口試通過滿半年，並修滿畢業學分（含該學期之學

分）之研究生，得申請參加碩士論文口試。 
2.學位考試成績以七十分為及格，成績不及格而其修業年限尚未屆滿

者，得於次學期起申請重考，但重考以一次為限。重考成績仍不及格

者，應令退學。 

◎備註：系辦及研究生室留有前幾年畢業生的研究計畫及碩士論文口試本，歡

迎索閱參考。 

研究生在通過碩士論文學位考試完成上述程序後，即可辦理離校。辦理離

校手續時，必須繳交經指導教授同意認可修改過之畢業碩士論文6本（4本繳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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註冊組、1本繳交圖書館、4本繳交系上）、完成論文摘要線上建檔及全文上載、

歸還所借圖書及公物、註銷學生證，始可領取畢業證書，完成離校手續。 

※本系碩士班及碩專班碩士學位候選人學位考試辦法請可參閱本系網站

（http://www.scu.edu.tw/society/）→學系介紹→相關法規，或碩辦外公布欄。 

※※前述各項口試申請表件，以及碩士論文撰寫規定格式，請參閱本系網站→
學生園地→各類表格下載。 

三、歷屆碩士論文 

本系碩士班成立迄今（至98學年度止），計已完成碩士論文331篇（含「社

會工作組」83篇），碩士在職專班自90學年度成立迄今，計已完成碩士論文71
篇，範圍涵蓋社會理論、社會思想、社會組織、政治、經濟、都市、宗教、家

庭、性別……等社會學領域，成果極為豐碩。 

各篇碩士論文之題目、摘要、以及論文全文電子檔（部分開放），可參閱

本系網站→學生園地→碩士論文。亦可至本系系圖（D0815）借閱碩士論文，

借閱方式參閱本手冊「系圖館藏與借閱」。 

四、其他注意事項： 

（一）本系碩士班及碩專班碩士學位候選人學位考試辦法請可參閱本系網站

（http://www.scu.edu.tw/society/）→學系介紹→相關法規，或碩辦外公

布欄。 

（二）前述各項口試申請表件，以及碩士論文撰寫規定格式，請參閱本系網站

→學生園地→各類表格下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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柒、辦公室成員 

本著服務的信念與熱忱，系辦公室是為全系師生開放。系辦位於本校外雙溪校

區第二教研大樓 D0823 室，辦公室內除系主任外，並設有兩位秘書及三位助教，

負責系內各項業務。有關各祕書、助教主要業務職掌及聯絡方式如下： 

周明慧  秘書 
 業務執掌：負責學士班各項業務，主要包括排課、註冊選課、轉學(系)生、雙

主修生及輔系生學分抵免、工讀生管理等。 
聯絡方式：分機 6292；Email: cming@scu.edu.tw 

張芳瑋  秘書 
 業務執掌：負責碩士班及碩專班各項業務，主要包括排課、註冊選課、安排

研究生學位考試、研究生助學金、系網站管理、電子報等。 
聯絡方式：分機 6302；E-mail: fangwei@scu.edu.tw 

劉芳辰  助教 
 業務執掌：主要負責學士班「社會統計實習」課程之教學工作、辦理學生獎

懲、導師制度及論壇等行政業務。 
聯絡方式：分機 6293；Email: money0517@scu.edu.tw 

蔡嘉綺  助教 
 業務執掌：主要負責學士班「社會研究方法實習」課程之教學工作、籌辦演

講、輔導系生學會等行政業務。 
聯絡方式：分機 6294；Email: chiachi@scu.edu.tw 

劉宗介  助教 
 業務執掌：主要負責學士班「社會學輔導」課程之教學工作、大學部論文、

系友會行政業務。 
聯絡方式：分機 6295；Email: for7922@scu.edu.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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捌、導師制度 

本系碩士班及碩士在職專班在新生入學後尚未洽請論文指導老師之前，由系主

任擔任「總導師」，在學業、生活等方面進行輔導。例如選課方面，如研究生尚未

確定指導老師，欲選修外校或外系碩士班的課程時，先由系主任擔任選課輔導之工

作。待確定指導教授後，再由指導老師接棒。 

在確定論文指導教授後，除了論文寫作上的指導之外，前述總導師的輔導事

項，乃由論文指導教授接續進行。本系提倡「師徒制」，研究生與指導教授之間互

動的重要性由此可知，故每學期間，會舉辦導生餐敘及午餐約會等活動，促使研究

生們能善加利用機會與教師請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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玖、圖書、器材借用與網路資訊 

一、系圖館藏與借閱 

本系設有小型圖書館及「中東歐教學研究中心」，提供師生自由閱覽、借

閱及參考之用。目前系圖館藏除有中、外文圖書、中文期刊及各校學報外，並

收藏中東歐相關出版品、本系出版之《東吳社會學報》及歷年碩士畢業論文。

借閱圖書時須向系辦辦理登記。 

此外，本系每學年度皆有編列圖書薦購之經費，研究生們課程或研究之

需，但本校圖書館卻無此圖書館藏時，可向系辦或圖書館登記薦購。 

           

二、器材借用辦法及使用規則 

目前系上可供同學借用的器材有筆記型電腦、液晶單槍投影機、幻燈片投

影機、數位相機、DV數位攝影機、錄音筆、簡報筆、手提無線擴音機（小蜜

蜂）、投影片投影機、活動式氣壓布幕、腳架、DVD影碟機（固定式）、VHS
錄放影機（固定式）等設備，提供研究生們修讀課程、或田野調查訪談時之需。 

此外，本系於「D0814社會學資訊化媒體教學工作室」及「D0907研究生

電腦室」設有桌上型電腦、iMac、Macbook Pro、雷射印表機等，提供研究生

課程學習及研究之充沛資源。有關器材借用辦法及使用規則說明如下： 

（一）請勿自行取用器材。 
（二）本系器材之借用，原則上以系上行政事務為優先，器材不外借作私人

使用。 
（三）器材借用人請務必保持器材之完整，如有損壞或遺失，借用人應付賠

償責任，賠償方式依「東吳大學財產遺失、失竊及毀損處理辦法」辦

理。 
（四）借用人請於借用前質放證件（借用日當天），器材歸還後交還證件。 
（五）預借器材，請至系辦填寫預借申請本，預借時間至多預借下二週。 
（六）原則上僅能於上班時間借用器材，並限當日歸還。如因特殊課程或活

動用途需外借並延長使用期限，請取得秘書或助教同意後註明歸還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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間，並確實於時間內歸還。 
（七）逾期歸還，半年之內不得再借用任何器材；如代表團體借用者違反借

用規定，則該團體（任何成員）半年之內亦不得代表該團體借用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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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社會系研討室」借(使)用須知 

（一）使用說明： 
1.研討室內設備嚴禁攜出使用。 
2.請保持室內清潔。 
3.使用完畢離開前，務必將室內各項電源關閉、椅子歸回原位。 

（二）借用及歸還流程：至研討室外填寫「登記表」→使用完畢請自行將空

間復原並清理乾淨。 

四、「社會系研究生電腦室」使用須知 

（一）社會系研究生電腦室開放對象以本系研究生為主。唯助教或 TA 因課輔

之需，得帶領學士班學生入內進行課輔，助教或 TA 須負起空間整潔及

安全之責。 
（二）電腦之使用原則，應以上網查詢與課業有關之資料或繕打課業報告為

主，不應作為私人使用。 
（三）請務必於使用電腦前將文件掃毒，如電腦室設備有損壞或遺失，借用

人應付賠償責任，賠償方式依「東吳大學財產遺失、失竊及毀損處理

辦法」辦理。 
（四）如需使用印表機請自備紙張，且因印表機數量有限，請自行協調使用。

印表機之列印，以研究生列印與碩士論文相關之學術報告為主，非相

關之文件請勿列印。印表機碳粉之供應，一學期以一支為原則，超過

供應數量時，將採研究生使用者付費之原則管理。 
（五）印表機出現列印錯誤訊息時，請先行依下列步驟檢查： 

1.使用印表機時，請先確定印表機內裝有碳粉匣。 
2.印表機最上方的燈號是否恆亮且為綠燈，如未亮燈，請確認是否有接

上電源。 
3.如最上方的燈號為紅色，請檢查是否卡紙。 
4.如最下面的燈號閃爍，請檢查紙匣內有無紙張。 
5.如有卡紙、印出亂碼等情況，請先關掉印表機電源，待 30 秒之後再

開。 
6.如依上述步驟仍無法自行排除狀況，請告知秘書或助教。 

（六）其他： 
1.進出教室應隨手關門。 
2.個人物品應妥善保管，遺失自行負責。 
3.應保持電腦室內安靜，勿於電腦室內喧嘩、嬉戲。 
4.電腦使用完畢，若接續無其他研究生使用，請將電腦關機。 
5.維持電腦室的整潔，嚴禁攜帶食物、飲料（白開水除外）進入電腦室

或於電腦室進食。 
6.不得在電腦室玩遊戲。 
7.為維護電腦室之環境，濕的雨傘不得攜入電腦室。 
8.禁止任意搬動電腦、鍵盤、螢幕、印表機、桌椅等公物。 
9.禁止任意更換插頭或連接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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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使用校園網路資源時，應遵守「校園網路規範」、「校園網路管理規

則」及「BBS 站使用規則」。 
11.惡意破壞或竊取公物、設備者，除須照價賠償外，並送相關單位懲

處。 
12.不得利用電腦室設備做為非法用途，違者經查獲送相關單位懲處。 

 

五、「社會系研究生置物櫃」借用辦法 

（一）社會系研究生置物櫃僅供本系碩士班及碩專班在學生申請使用。 
（二）因置物櫃數量有限，若空間不敷使用時，以一、二年級生為優先使用。 
（三）如有申請人違反規定或空佔本研究生置物櫃之情事，本系可停止其續

借之權利。 
（四）借用置物櫃期間，若有缺損須自行負賠償之責。 

 

六、東吳社會電子報（http://news.pso.scu.edu.tw/default.asp） 

本系除上傳最新資訊至本系網頁，以供系內外各界交流聯繫外，自94學年

度起亦發行「東吳社會電子報」，內容涵蓋「系務看版」、「碩務看版」、「教研

活動」、「輔導服務」、「班級與學會動態」、「社會服務」、「風雲榜」、「系友動態」

等版面，主動且定期提供本系動態資訊，提高本系與師生、系友及社會各界的

互動。 

七、Facebook 那些年，我們一起念的社會學（http://www.facebook.com/scusocie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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拾、獎助學金 

本校德育中心統籌校內外多項獎助學金（包含清寒暨急難助學金、校內各處室

計時工讀），本校學生可至電子化校園系統點選查看，此外，本系提供教學助理、

研究助理、行政助理、論文獎助、專題讀書會補助等多種獎助學金，以下列舉數項

定期獎助項目： 

（一）社會理論論文獎助 
本獎助金由本系專任教師蔡錦昌博士提供，目的在鼓勵學生精讀社會

理論名家之經典作品，以增進理論詮釋能力。獎助對象為每年修習本系學

士班論文課程且論文主題屬於詮釋或譯註社會理論著作的本系學生。 

（二）財團法人楊懋春貞德紀念基金會獎學金 
本獎學金是本系創系主任楊懋春教授之紀念基金會所提供，每年頒給

本系及台灣大學生物產業傳播暨發展學系三、四年級成績優異學生。另外，

該基金會每年亦提供「鄉村社會文化研究生畢業論文獎助金」，供本系碩士

班、台灣大學生物產業傳播暨發展學系碩士班及中興大學農業推廣學研究

所畢業生申請，凡其畢業論文主題與促進鄉村社會文化發展或是與促進社

區文化發展相關者，皆可於畢業後一年內提出申請。 

（三）學生專題讀書會補助金 
本補助金由本系提供，目的在鼓勵學生組織專題讀書會，激發其求知

意願、強化學習動機與提升讀書風氣。凡是由本系在學學生所籌組，本系

學生佔百分之六十以上且參加讀書會人數至少 5 人之專題讀書會，皆可提

出申請。此外，本系專任教師蔡錦昌博士亦提供社會理論讀書會補助金，

每學期補助 1 組，每組提供 5,000 元補助金。有關本系學生專題讀書會補助

辦法請參閱系網站。 

（四）學生專題研究組織補助金 
本補助金由本系提供，其目的在鼓勵學生組織專題讀書會，激發學生

求知意願、強化學習動機及提升讀書風氣。凡是由本系在學學生所籌組，

本系學生佔百分之六十以上，參加讀書會人數至少五人之專題讀書會，且

有本系助教、秘書、專任教師之指導參與者，皆可提出申請。此外，本系

專任教師蔡錦昌博士亦提供社會理論讀書會補助金，每學期補助 1 組，每

組提供 5,000 元補助金。 

（五）研究生助學金 
本系依本校「研究生獎、助學金辦法」之規定，訂定「研究生助學金

施行細則」，每學期提供教學及行政助理等總計若干名工讀機會，供研究生

申請，以協助研究生順利完成學業。 

（六）清寒暨急難助學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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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學期由本系全體專任教師集資提供若干名清寒工讀暨急難助學金，

以協助有經濟資助需要之本系學生順利完成學業。 

（七）其他：另有赴境外研習進修、參與國際會議、研討會之獎學金，不定期公

告於系公佈欄、網站、FB 等處。 



【東吳大學社會學系學生手冊】 
27 

拾壹、生涯與系友動態 

一、碩士班 
本系碩士班自 1981 年成立以來，至今已有超過 331 位畢業系友，系友

就業領域約可分為五大類，分別為教育與訓練、企業經營管理、個人及社

會服務、政府及公共行政管理、藝文與影音傳播等，各類別之系友就業範

例列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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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碩士在職專班 
「推廣社會學專業知識與方法，強化學生的職場能力」，結合社會學專

業知能運用於各行業，為本系碩士在職專班之教育目標。自 2001 年成立以

來，至今有超過 70 位畢業系友，系友職業分佈大致為教育與訓練、個人及

社會服務、政府及公共行政管理、軍職人員等，其他尚有藝文與影音傳播、

法律、公共安全、金融服務、醫療服務等行業，各類別之系友就業範例列

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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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一：碩士班論文研究計畫及碩士論文學位考試申請流程說明 

※所有表件請自行至本系網頁「資料下載」→「各類表格下載」中下載 

 
壹、洽請指導教授，繳交論文題目報告單，開始撰寫碩士論文研究計畫： 

本系研究生於第二學年起，須洽請指導教授，並儘速繳交指導教授同意書。 

※表單名稱：「東吳大學博、碩士班研究生指導教授暨論文題目報告單」。 

貳、完成碩士論文研究計畫，申請研究計畫口試： 

碩士論文研究計畫內容應包括：1.研究目的與問題意識。2.理論架構與文獻回顧。

3.研究方法與資料來源。4.論文寫作章節。5.參考文獻。 

 

一、申請資格：修業滿一年且修畢必修學分者（含當學期預定取得成績之修課學分）。 

二、申請時程： 

上學期：學期開學後至 12/31 前、下學期：學期開學後至 6/30 前。如遇例假日順延

至週一。 

三、申請應備資料： 

1.東吳大學社會學系碩士班碩士論文研究計畫口試申請書 

2.東吳大學社會學系碩士班碩士論文研究計畫口試委員推薦名單 

3.歷年成績單一份 

4.碩士論文研究計畫一式四份（封面格式如網站上之範本，顏色不拘） 

※上述申請資料須一併備齊。 

四、口試時間：完成口試申請後之第三週起。 

實際情形需依口試委員聯絡情形而定。唯本校規定於上學期口試應於 1/31 前舉

行完畢；下學期應於 7/31 前舉行完畢。 

五、口試流程（口試時間總長二小時） 
1.研究計畫審查委員會召集人宣布研究計畫口試開始。 
2.研究生報告研究計畫寫作過程及主要內容。 
3.各研究計畫口試委員開始口試，並由研究生即席答覆。 
4.研究生退席。 
5.研究計畫口試委員以無記名方式評定分數。 
6.研究生重新入席。 
7.研究計畫審查委員會召集人宣布口試結果。 
8.考試結束。 

六、注意事項： 

1.口試時，如需使用投影機、筆電等設備，請於口試前一週，告知系辦，以免臨

時無器材。 

2.請提前於口試 20 分鐘至系辦找秘書報到，如有借器材需提前 30 分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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參、完成碩士論文所有章節，申請碩士論文口試： 

一、申請資格：提出碩士論文研究計畫口試申請滿半年，獲得口試通過，並修滿畢

業學分（含該學期預定取得之修課學分）。 

二、申請時程：（同研究計畫口試）。 

三、申請應備資料： 

1.東吳大學碩士班學位考試申請書 

2.歷年成績單一份 

3.碩士論文口試本一式四份（封面格式依規定，顏色不拘） 

※上述申請資料須一併備齊。 

四、口試時間：（同研究計畫口試）。 

五、口試流程（口試時間總長二小時） 
1.論文口試委員會召集人宣布論文口試開始。 
2.研究生報告論文寫作過程及主要內容(約20至30分鐘)。 
3.各論文口試委員開始口試，並由研究生即席答覆(約90至100分鐘)。 
4.研究生退席。 
5.論文口試委員以無記名方式評定分數。 
6.研究生重新入席。 
7.論文口試委員會召集人宣布口試結果。 
8.考試結束。 

六、注意事項： 

1.口試通過後，請至系辦領取「論文付印同意書」、「辦理離校手續須知」、「論文

電子全文上傳操作手冊」。 

2.其餘事項同「貳、研究計畫口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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肆、碩士論文之格式與樣式： 

注意：此處所指「碩士論文」為學位論文口試通過後，即將進入定稿送印階段。 

一、碩士論文應包括之主要項目：（口試本第 1、2、3項不需要） 
1.口試委員簽名頁。 
2.謝誌（序或感謝言）。 
3.論文摘要(含中、英文與關鍵詞)。 
4.目錄 
5.圖表目錄 
6.本文（第一章 , 第二章 ,  …） 
7.附錄 
8.參考書目 
 
※以上各項均獨立起頁 

二、本系碩士論文格式如下： 

1.撰寫之語文：中文 

2.編排方式：橫寫 

3.紙張厚度：封面及封底採用一百磅以上封面紙。內頁均採用六十磅之白色模造紙

印刷。 

4.論文付印格式：須為 A4 格式、平裝。 

5.字體大小：內容以新細明體或標楷體 12 級字為原則。 

6.論文內頁每頁上方空白約佔3公分，下方空白約佔2.5公分，左右兩邊空白約佔2.5

公分。 

7.封面—包括校系別、指導教授、研究題目、研究生姓名、提出年月等，格式如下

（口試本之封面請參考貳、參）： 

碩士班： 

東吳大學社會學系 

碩士班碩士論文 

指導教授：××××× 

 

中文論文題目 

英文論文題目 

 

研究生：×××撰 

中華民國×十×年×月 

8.書脊格式： 

碩士班： 

東 吳 大 學  
                         碩 士 論 文        ︵ 論 文 題 目 ︶                            研 究 生 ： × × × 撰 

社  會 學 系 碩 士 班 

9.封面顏色：論文封面顏色得由碩士班辦公室依學年度分別規定。 

10.頁碼編寫：摘要及目錄部份請用羅馬字i、ii、iii、……標在每頁下方中央；本文

至附錄部份請以阿拉伯數字1、2、3、……標在每頁下方中央。每一頁須印頁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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不得在兩頁之中縫編印頁碼。 

11.標題：中文大小標題以一，（一），1，（1），（i）為序；西文大小標題以A，1，a），

（1），（a）為序。 

12.分項：內文中之分項以（1）、（2）、（3）……表示；再來以、、……表示。 

13.目錄格式： 

目錄 
第一章 ………………………………………………… 1 
第一節 ……………………………………………… 10 
一、 ……………………………………………… 

第二節 ……………………………………………… 
二、………………………………………………… 

第二章………………………………………………… 
第 X 章 結論 ………………………………………… 

 
參考書目……………………………………………… 

 
附錄…………………………………………………… 

 

四、碩士論文引書暨參考書目格式 

本系碩士論文引書暨參考書目格式比照《臺灣社會學刊》撰稿體例辦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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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二：碩士在職專班論文研究計畫及碩士論文學位考試申請流程說明 

※所有表單請自行至本系網頁「資料下載」→「各類表格下載」中下載 

 

壹、洽請指導教授，繳交論文題目報告單，開始撰寫碩士論文研究計畫： 

本系研究生於第二學年起，須洽請指導教授，並儘速繳交指導教授同意書。 

※表單名稱：「東吳大學碩專班研究生指導教授暨論文題目報告單」。 

貳、完成碩士論文研究計畫，申請研究計畫口試： 

碩士論文研究計畫內容應包括：1.研究目的與問題意識。2.理論架構與文獻回顧。

3.研究方法與資料來源。4.論文寫作章節。5.參考文獻。 

 

一、申請資格：修業滿一年且修滿至少十八學分（含必修學分、並可納入當學期預

定取得成績之修課學分）。 

二、申請時程： 

上學期：學期開學後至 12/31 前、下學期：學期開學後至 6/30 前。如遇例假日順延

至週一。 

三、申請應備資料： 

1.東吳大學社會學系碩專班論文研究計畫口試申請書 

2.東吳大學社會學系碩專班碩士論文研究計畫口試委員推薦名單 

3.歷年成績單一份 

4.碩士論文研究計畫一式四份（封面格式如網站上之範本，顏色不拘） 

※上述申請資料須一併備齊。 

四、口試時間：完成口試申請後之第三週起。 

實際情形需依口試委員聯絡情形而定。唯本校規定於上學期口試應於 1/31 前舉

行完畢；下學期應於 7/31 前舉行完畢。 

五、口試流程（口試時間總長二小時） 
1.研究計畫審查委員會召集人宣布研究計畫口試開始。 
2.研究生報告研究計畫寫作過程及主要內容。 
3.各研究計畫口試委員開始口試，並由研究生即席答覆。 
4.研究生退席。 
5.研究計畫口試委員以無記名方式評定分數。 
6.研究生重新入席。 
7.研究計畫審查委員會召集人宣布口試結果。 
8.考試結束。 

六、注意事項： 

1.口試時，如需使用投影機、筆電等設備，請於口試前一週，告知系辦，以免臨

時無器材。 

2.請提前於口試 20 分鐘至系辦找秘書報到，如有借器材需提前 30 分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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參、完成碩士論文所有章節，申請碩士論文口試： 

一、申請資格：提出碩士論文研究計畫口試申請滿半年，獲得口試通過，並修滿畢

業學分（含該學期預定取得之修課學分）。 

二、申請時程：（同研究計畫口試）。 

三、申請應備資料： 

1.東吳大學碩專班學位考試申請書 

2.歷年成績單一份 

3.碩士論文口試本一式四份（封面格式如網站上之範本，顏色不拘） 

※上述申請資料須一併備齊。 

四、口試時間：（同研究計畫口試）。 

五、口試流程（口試時間總長二小時） 
1.論文口試委員會召集人宣布論文口試開始。 
2.研究生報告論文寫作過程及主要內容(約20至30分鐘)。 
3.各論文口試委員開始口試，並由研究生即席答覆(約90至100分鐘)。 
4.研究生退席。 
5.論文口試委員以無記名方式評定分數。 
6.研究生重新入席。 
7.論文口試委員會召集人宣布口試結果。 
8.考試結束。 

六、注意事項： 

1.口試通過後，請至系辦領取「論文付印同意書」、「辦理離校手續須知」、「論文

電子全文上傳操作手冊」。 

2.其餘事項同「貳、研究計畫口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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肆、碩士論文之格式與樣式： 

注意：此處所指「碩士論文」為學位論文口試通過後，即將進入定稿送印階段。 

一、碩士論文應包括之主要項目：（口試本第 1、2、3項不需要） 
1.口試委員簽名頁。 
2.謝誌（序或感謝言）。 
3.論文摘要(含中、英文與關鍵詞)。 
4.目錄 
5.圖表目錄 
6.本文（第一章 , 第二章 ,  …） 
7.附錄 
8.參考書目 
 
※以上各項均獨立起頁 

二、本系碩士論文格式如下： 

1.撰寫之語文：中文 

2.編排方式：橫寫 

3.紙張厚度：封面及封底採用一百磅以上封面紙。內頁均採用六十磅之白色模造紙

印刷。 

4.論文付印格式：須為 A4 格式、平裝。 

5.字體大小：內容以新細明體或標楷體 12 級字為原則。 

6.論文內頁每頁上方空白約佔3公分，下方空白ㄝ佔2.5公分，左右兩邊空白約佔2.5

公分。 

7.封面—包括校系別、指導教授、研究題目、研究生姓名、提出年月等，格式如下

（口試本之封面請參考貳、參）： 

碩士在職專班： 

東吳大學社會學系 

碩士在職專班碩士論文 

指導教授：××××× 

 

中文論文題目 

英文論文題目 

 

研究生：×××撰 

中華民國×十×年×月 

 

8.書脊格式：碩士在職專班： 

東 吳 大 學  

                               碩 士 論 文        ︵ 論 文 題 目 ︶                      研 究 生 ： × × × 撰 

社 會 學 系 碩 士 在 職 專 班 

9.封面顏色：論文封面顏色得由碩士班辦公室依學年度分別規定。 

10.頁碼編寫：摘要及目錄部份請用羅馬字i、ii、iii、……標在每頁下方中央；本文

至附錄部份請以阿拉伯數字1、2、3、……標在每頁下方中央。每一頁須印頁號，



【東吳大學社會學系學生手冊】 
36 

 36

不得在兩頁之中縫編印頁碼。 

11.標題：中文大小標題以一，（一），1，（1），（i）為序；西文大小標題以A，1，a），

（1），（a）為序。 

12.分項：內文中之分項以（1）、（2）、（3）……表示；再來以、、……表示。 

13.目錄格式： 

目錄 
第一章 ………………………………………………… 1 
第一節 ……………………………………………… 10 
一、 ……………………………………………… 

第二節 ……………………………………………… 
二、………………………………………………… 

第二章………………………………………………… 
第 X 章 結論 ………………………………………… 

 
參考書目……………………………………………… 

 
附錄…………………………………………………… 

 

三、碩士論文引書暨參考書目格式 

本系碩士論文引書暨參考書目格式比照《臺灣社會學刊》撰稿體例辦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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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三：東吳大學社會學系碩士論文指導準則 

 

東吳大學社會學系碩士論文指導準則 

中華民國九十七年十二月二日系務會議通過 

第 一 條 為規範碩士論文指導方式，依據「東吳大學博、碩士班研究生學位考試規章」、「東吳大

學碩士在職專班研究生學位考試規章」、「東吳大學社會系碩士班碩士學位候選人學位考

試辦法」與「東吳大學社會學系碩士在職專班碩士學位候選人學位考試辦法」，訂定本準

則。 

第 二 條 研究生應於第二學年第一學期註冊前洽請指導教授，並於第二學年第一學期註冊起至第

三學年第一學期註冊時填寫「論文題目報告單」，經指導教授簽名後備存於系辦公室。

第 三 條 指導教授以本系專任教師為原則，其他規定如下： 

（一） 每位教師每學年指導研究生人數以不超過八位為原則，惟指導其中任何一班制之

研究生人數以不超過五位為限，其人數認定標準以當學年度研究生提交碩士論文

研究計畫口試為準。 

（二） 指導教授若非本系專任教師，應經系主任同意，商請乙名本系專任教師共同指導。

第 四 條 研究生欲中途更換指導教授或指導教授因故無法再繼續指導時，需備齊繳交下列書面文

件經系主任核備同意後生效。 

（一） 研究生聲明書一份。於本聲明書內聲明「在未取得原指導教授之書面同意時，不

以更換指導教授前與原指導教授之研究成果，作為學位論文之主體或對外發表」

。 

（二） 填具「研究生更換論文指導教授申請表」。 

第 五 條 在合於規定之情況下，研究生如有兩位以上指導教授，則前述第二條至第四條所述之「指

導教授」應包括所有指導教授。 

第 六 條 指導教授因故主動提出終止指導關係時，應以書面向系提出核備，系除應通知研究生依

第四條之規定辦理變更指導教授外，並得以應研究生要求進行瞭解以確保研究生權益。

第 七 條 研究生已達修業年限最後一學期（第8學期）且符合本學系研究生畢業論文口試申請資

格，仍無法獲得指導教授同意參加學位口試者，得向系提出申訴。研究生提出申訴後，

由系務會議於一個月內裁決，並將處理結果書面通知申訴之研究生。 

第 八 條 研究生未依本準則規定而逕自更換指導教授時，其學位考試成績不予承認。 

第 九 條 本準則經系務會議通過後實施，修正時亦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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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四：東吳大學社會學系研究生室、研究生電腦室門禁磁卡設定申請辦法 

 

東吳大學社會學系研究生室、研究生電腦室門禁磁卡設定申請辦法 
 

一、D0907 社會學系研究生電腦室及 D0908 社會學系研究生室門禁時間為全

天候管制，本系碩士班暨碩士在職專班研究生及教職員如欲進出者，須

憑磁卡感應方式進出。 

 

二、前項所述之磁卡，係為台北智慧卡票證公司所發行之悠遊卡。 

 

三、申請資格： 

（一）本系之專任教職員。 

（二）本系碩士班暨碩士在職專班研究生。 

 

四、門禁磁卡有效期限： 

自（教職員）離職日起及（研究生）畢業後將取消進出本大樓之權限。 

 

五、欲申請前述兩空間門禁磁卡設定之人員，請自備悠遊卡（每人限設定一

張），並填妥附件申請表內之相關資料，親送或委託相關人至系辦公室辦

理設定事宜。 

 

六、門禁磁卡僅限個人使用，經查與他人共用者，即取消使用資格。如遺失

者，須儘速至系辦公室辦理卡片遺失事宜。如未辦理上述手續而因此衍

生相關損害情事，將追究相關責任，原持卡人不得異議；亦不得申請新

卡設定。 

 

七、本辦法之訂定如有未盡之處，本系得隨時補充並公告於系網頁「學生園

地」→「各類表格下載」之頁籤，請逕自查閱。 

 

八、檢附「東吳大學社會學系研究生室、研究生電腦室門禁磁卡設定申請表」，

即日起可於辦公時間內至系辦公室申請磁卡設定。 
 
 

備註：「東吳大學社會學系研究生室、研究生電腦室門禁磁卡設定申請表」

請至系網頁「學生園地」→「各類表格下載」（拉到最下方）下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