銘傳大學應用英語學系「專題寫作」寫作及評審實施細則
104 年 9 月 18 日應英系務會議通過
105 年 4 月 15 日應英系務會議通過
105 年 4 月 29 日教育暨應用語文學院 104 學年度第 3 次院務會議通過

專題寫作課程實施方式：
一、學生以分組的方式撰寫製作，分組原則得依照學生興趣，每組人數以至多四人為上限，著作
方式得以一組合著或個人方式撰寫。
二、根據學生志趣，由學生自行分組，於三年級下學期時，學生即可自行與老師協調安排指導老
師，一組以一位指導老師為原則，主要指導老師必得為本校教師，學生若有必要可再尋妥另
一指導老師參與指導。
三、學生得主動地、不斷地、與其指導老師們討論其研究方向、方法及結果。
四、學生所訂之題目應與所選群之專業領域相關，且須經指導老師同意。
五、學生三年級下學期向學系提繳論文題目及工作分配進度表。
六、不得有偽造或抄襲事件。請參考“Ethics of Scientific Publication in Publication Manual of APA”,
(6th edition, 2009)。若有偽造或抄襲事件，則該論文以零分計算。
七、「專題寫作」以英文撰寫，論文方式由指導老師決定，但得有相當之規模。論文長度建議學生
個人論文至少 15 頁，小組論文則為至少 30 頁。A4 紙、字型 12、隔行，由主要指導老師指定
APA(American Psychological Association)或 MLA(Modern Language Association)之格式，或其
它格式。
八、專題論文之口試，系定於每學年第二學期期中考前進行。學生專題論文如獲具審查制度之學
術研討會接受並為論文發表通過可免進行論文口試。
九、如找外系教師為指導老師，須找系上專任老師擔任共同指導老師。
十、
指導老師在評分時宜依據：
1.該篇論文並針對個別學生之寫作能力、團隊合作精神、學習態度及口試時之表達能力，予
以加減評分，以作為學生之學期論文成績。
2.依銘傳大學畢業生專題研究成績優異，獎勵辦法之規定，指導老師得推薦學生論文參與專題
寫作競賽，爭取表揚之榮譽。經本系之評審老師審核後，取專題研究特優獎一組及專題研究優
等獎若干組(依學校規定)，提報教務處申請頒發獎項。
十一、專題寫作時程表如下：
1. 第一學期第八週前繳交論文指導老師申請表。
2. 第一學期第十五週前繳交初稿給論文指導老師。
3. 第二學期第七週繳交完稿給論文指導老師。
4. 專題論文之口試，系定於每學年第二學期第八週(期中考前)，擇二天進行。
5. 第二學期第九週為大四論文研究獎選拔週。
6. 第二學期第十二週將修改後之完稿裝訂好交給系上一式二份。
十二、本細則經系、院務會議通過，報請校長核定後實施，修正時亦同。

本資料請同學們於自行上應英系網頁”法規與表格”處下載。

本表請同學們於三年級時自行上應英系網頁下載，一組一張即可。請指導老師簽名後統一交給班
代。請各班班代收齊後於三年級第二學期第 15 週以前交到應英系辦公室。

Senior’s Thesis Application Form
(主要指導老師一位, 如有需要, 可有 Reader 一位 )

Chinese Name
組員中文名字
English Name
組員英文名字
Students ID
學號
Track
專業組別
Topic
暫定題目
Names
指導老師名字(正楷)

Signatures
指導老師簽名

Adviser
指導老師
★如指導老師為非應英系教
師，敬請加註老師所屬系所

Reader
共同指導老師
★如找外系教師為指導老師，
須找系上專任老師擔任共同指
導老師。
Date:

/

/

★學生以分組的方式撰寫製作，分組原則得依照學生興趣，每組人數以至多四人為上限，著作方
式得以一組合著或個人方式撰寫。
★根據學生志趣，由學生自行分組，於三年級下學期時，學生即可自行與老師協調安排指導老
師，一組以一位指導老師為原則，主要指導老師必得為本校教師，學生若有必要可再尋妥另
一指導老師參與指導。
★學生得主動地、不斷地、與其指導老師們討論其研究方向、方法及結果。
★學生所訂之題目應與所選群之專業領域相關，且須經指導老師同意。

本資料請同學們於自行上應英系網頁”法規與表格”處下載。

SENIOR THESIS Midterm Grade Form
大四論文第一學期期中成績表
(本表請於第 8 週的星期五以前填妥相關資料並交給指導老師)
(10% of the total score of students’ graduation paper)

STUDENT’S NAME: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TITLE OF THESIS: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Name

Student ID

Total(100%)

Adviser’s Signature

No.

Please fill in the information and pass to your thesis adviser before the end of the 8th
week..

本資料請同學們於自行上應英系網頁”法規與表格”處下載。

SENIOR THESIS Grade Form 大四論文第一學期成績表
(本表請於第 16 週的星期五以前填妥相關資料並交給指導老師)
(90% of the total score of students’ graduation paper)

STUDENT’S NAME: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TITLE OF THESIS: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Name

Student ID Content(60%)

Organization(40%) Total(100%)

No.

Adviser’s
Signature

Please fill in the information and pass to your thesis adviser before the end of the 16th
week.
★指導老師在評分時宜依據：
1.該篇論文並針對個別學生之寫作能力、團隊合作精神、學習態度及口試時之表達能力，予
以加減評分，以作為學生之學期論文成績。
2.依銘傳大學畢業生專題研究成績優異，獎勵辦法之規定，指導老師得推薦學生論文參與專題
寫作競賽，爭取表揚之榮譽。經本系之評審老師審核後，取專題研究特優獎一組及專題研究優
等獎若干組(依學校規定)，提報教務處申請頒發獎項。

本資料請同學們於自行上應英系網頁”法規與表格”處下載。

■請學生於口試前填妥姓名, 學號及論文題目後交給老師。
■老師於口試當日填妥結果後交至系辦公室 (To be given to the DAE office after the oral defense)

大四第二學期論文口試成績表(期中成績表)
Score Sheet of Senior Thesis Oral Defense(Midterm Grade)
(30% of the total score of students’ graduation paper)

TITLE OF THESIS: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Date: yyyy/mm/dd ____/_________/____

Name

Student ID
No.

Accuracy
(30%)

Fluency
(40%)

___________
Comprehensibility:
Clearly, purposefully

Total
(100)

Adviser’s
Signature

and concisely
communicate verbally
(30%)

Please fill in the information and pass to your thesis adviser before the oral defense
activity.
★指導老師在評分時宜依據：
1.該篇論文並針對個別學生之寫作能力、團隊合作精神、學習態度及口試時之表達能力，予
以加減評分，以作為學生之學期論文成績。
2.依銘傳大學畢業生專題研究成績優異，獎勵辦法之規定，指導老師得推薦學生論文參與專題
寫作競賽，爭取表揚之榮譽。經本系之評審老師審核後，取專題研究特優獎一組及專題研究優
等獎若干組(依學校規定)，提報教務處申請頒發獎項。

本資料請同學們於自行上應英系網頁”法規與表格”處下載。

大四優良論文競賽推薦單
Senior students’ thesis contest
(本表請於第二學期第九週，連同兩份完整論文繳交至系辦公室)

Students’
Chinese Name
Students’
English Name
(同護照)
Students’ID
Number
Topic
Adviser

Names

Signatures

Please fill in the information and pass to your thesis adviser after the oral defense activity.

Date:

/

/

★依銘傳大學畢業生專題研究成績優異，獎勵辦法之規定，指導老師得推薦學生論文參與專題寫
作競賽，爭取表揚之榮譽。經本系之評審老師審核後，取專題研究特優獎一組及專題研究優等獎
若干組(依學校規定)，提報教務處申請頒發獎項。

本資料請同學們於自行上應英系網頁”法規與表格”處下載。

■SENIOR THESIS Grade Form 大四論文全文成績表
(本表請於第二學期第 12 週以前填妥資料交給指導老師)
(70% of the total score of students’ graduation paper)

STUDENT’S NAME: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TITLE OF THESIS: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Name

Student ID Content(60%)

Organization(40%) Total(100%)

No.

Adviser’s
Signature

Please fill in the information and pass to your thesis adviser before 12th week.
★指導老師在評分時宜依據：
1.該篇論文並針對個別學生之寫作能力、團隊合作精神、學習態度及口試時之表達能力，予
以加減評分，以作為學生之學期論文成績。

本資料請同學們於自行上應英系網頁”法規與表格”處下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