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碩士班畢業製作修習規定  2017.01.11修訂 

 

「畢業製作」課程說明： 

 「畢業製作」為必修課程，4 學分，舉辦學位考試口試之學期必須選課，期初網路選課。 

 修習「畢業製作」的學期，依據「東海大學研究生學位考試規則」，提出「研究生學位考試」申請

（以下簡稱「學位考試」）。 

 登入學生資訊系統，點選【資料填寫】項下的【學位考試申請】  

 「畢業製作」可分為三種方式，分別定名為第一案、第二案、第三案。 

【表格領取】音樂系助教  音樂會資料袋 

【表格下載】音樂系網站  鑑定考申請書研究所助教 

【表格下載】音樂系網站  學生音樂會暨節目單申請書韓助教 

【表格下載】音樂系網站  相關表件池助教 

 學費說明：研三、研四的總學分數（「畢業製作」學分列入計算）在 9 學分以下，無須負擔「畢業

製作」學分費。依照註冊費說明：延長修業年限期間，修習學分在 9 學分以下者，按學分數收費，

超過 9學分者，收取全額學雜費。 

 

碩士班學生修習「畢業製作」的條件： 

1. 通過碩士班首場音樂會。（除選擇第一案：論文，首場音樂會與論文需同時完成。） 

2. 通過大學部學科鑑定考：需於修習畢業製作前通過所有學科鑑定考或當學期修課。在畢業製作完成

後，仍未通過鑑定考則無法辦理離校，至多可保留一學期成績（限仍有修業年限者）。 

※畢業製作通過後，若仍有該學期必修科目未通過，至多可保留一學期成績（限仍有修業年限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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畢業製作說明 

1. 畢業製作修習內容共計以下三種方式： 

選擇第一案者，音樂會與論文需同時完成；選擇第二與三案者，需開完碩士班首場音樂會，始能修

習「畢業製作」學分 

a. 第一案（論文）：曲目研究報告（30,000 字以上）、口試。（音樂會與論文需同時完成。） 

b. 第二案（演講音樂會）：曲目研究報告（15,000 字以上，演講音樂會(Lecture Recital)形式）、

口試。 

c. 第三案（兩場音樂會）：第二場碩士班全場音樂會、曲目研究報告（10,000 字以上）、口試。 

※以上三案研究報告字數不含譜例、書目、歌詞翻譯。口試內容以研究報告內容為範圍，口試時

間以不超過一小時為原則。 

2. 曲目與時間規定： 

a. 第二案（演講音樂會）：以獨奏（唱）曲目為主（包括協奏曲）。曲目時代不限，但需與首場

音樂會曲目必須完全不同。演奏與演講時間比例約為 20 分鐘和 40 分鐘。 

b. 第三案之第二場碩士班音樂會：音樂會演奏形式可包含獨奏、協奏曲、室內樂，唯室內樂不

能超過半場音樂會的曲目，兩場音樂會至少其中一場為全場獨奏之形式。曲目時代不限，但

需與首場音樂會曲目必須完全不同。 

3. 各項流程申請時間： 

a. 登記畢業製作：所有研究生均應在開學後二週內確定曲目研究報告指導老師，完成申請程

序。原則上為專任師資。研究報告題目及內容於學期初即須與指導老師共同商討訂定。 

b. 音樂會鑑定考：需於音樂會一個月以前舉行，鑑定考時需提出學位考試申請書，連同完稿之

曲目研究報告，繳交給助教及三位學位考試委員。 

※「鑑定考申請書」需於鑑定考前二週經主修教授、論文指導教授同意簽名後提出。 

c. 學位考試：學位考試委員 3-5 名，包含主修指導老師、論文指導教授、校外老師（具有博士學

位或助理教授以上且相同領域的教師）。其中校外教師須佔 1/3 以上，兼任得視為校外。主修

老師非專任時，另一校內考試委員必為該組專任師資。若論文指導教授為理論組教師時，學位

考試委員至少需有 4 名（含論文指導）。 

4. 舉行程序：期初登記手續繳交鑑定考申請書研究報告完稿，須通過音樂會鑑定考確認學位

考試委員及舉行時間申請學位考試（申請書連同完稿）學位考試及口試（畢業製作合格頁）

修改研究報告定稿上傳國家圖書館（列印授權書）送印離校手續，準備三本附上錄音或錄

影光碟之研究報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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碩士班首場音樂會 

1. 必須同時選「主修樂器」課程，並依照規定上課。 

2. 音樂會鑑定考：鑑定考時準備上課卡給鑑定考教師檢查，上課卡應有上課簽名紀錄（須上課滿 12

週次或簽立切結書具結）。音樂會兩週前舉辦鑑定考並通過後，才能開音樂會。 

3. 碩士班全場音樂會時間規定為至少 50 分鐘，不得超過 60 分鐘，亦不得加安可曲目。 

4. 曲目規定： 

a. 第一案：獨奏曲目為主，至多一首協奏曲，應包括至少兩個不同時代的曲目。 

b. 第二案：獨奏曲目為主，至多一首協奏曲，應包括至少兩個不同時代的曲目。 

c. 第三案：兩場音樂會其中一場為全場獨奏（唱）之形式。第二場音樂會演奏（唱）形式可包

含獨奏（唱）、協奏曲、室內樂、歌劇選粹，唯室內樂以不超過半場音樂會曲目為原則。 

5. 音樂會評審為主修老師和二位評分老師，評分老師由學生從同組的專兼任老師中抽籤決定（依辦公

室公告時程進行）。 

6. 音樂會成績是畢業製作的部分成績（比例依案別不同），也佔該學期主修成績 70%。 

7. 舉行程序：期初登記手續抽籤決定評分教師確認音樂會評分教師及舉行時間確認鑑定考委

員及舉行時間鑑定考申請音樂會（申請書）音樂會（評分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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碩士班首場音樂會流程表（當學期）            ※前項流程通過後才能進行下一個流程。 

流  程 時程 學生準備事項 

登記開音樂會 開學後 4 週內  

加選「主修樂器」 加選課程期間 上網加選或人工登記選課 

排定評分老師 依當學期公告時程 學生自行抽籤決定，或依照評分比例排定評分老師 

申請音樂會 依當學期公告時程 
1. 聯絡評分老師 

2. 登記場地時間 

申請鑑定考 鑑定考前 

1. 聯絡鑑定考老師約定時間，同組別專兼任主修

老師 2 位，可與音樂會評分老師相同 

2. 登記場地時間 

舉辦鑑定考 音樂會 2 週前 

1. 鑑定考教師檢查上課卡（應有 12 週完整上課

紀錄） 

※該學期上課次數應達 12 次以上才能舉辦音樂

會，未達 12 次必須由學生主動簽立切結書，表

示同意在未滿上課規定次數下舉辦音樂會，經主

修教師簽名同意後，交由系辦公室存檔備查。 

2. 準備曲目表，通過後請鑑定考委員及音樂會評

分老師們簽名「音樂會申請表」，繳回系辦公

室 

音樂會 音樂會當天 
準備「音樂會評分表」二份 

確實錄影（音） 

音樂會後  繳交節目單二份及錄影（音）光碟一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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畢業製作  第一案  流程表（當學期）       ※前項流程通過後才能進行下一個流程。 

流  程 時程 學生準備事項 

登記畢業製作 開學 2 週內 確定曲目研究報告指導老師，完成申請程序 

加選「畢業製作」 加選課程期間 上網加選或人工登記選課 

撰寫曲目研究報

告 
 

報告題目限選自【碩士班首場音樂會】中的曲目，

研究範圍由撰寫者與指導老師共同商討訂定，可

選擇音樂會中任何曲目作專題性的研究，或作整

場音樂會曲目通盤性的研究報告。字數 30,000 字

以上。 

申請學位考試 口試一個月前 

1. 聯絡學位考試委員，確認時間 

2. 登記場地時間 

3. 學生資訊系統網路填寫「學位考試申請」，申

請步驟如《附件 1》 

4. 將完稿之曲目研究報告繳交給所有學位考試

委員 

5. 繳交「學位考試申請書」、「論文指導教授同意

書」、歷年成績單（請自行至學校申請）、論

文完稿 

音樂會暨口試  

1. 準備「畢業製作合格頁」，請委員們口試通過

後簽名或待研究報告修改完成後簽名。 

2. 口試全程錄音，由召集人負責錄音，試後交

還系辦公室存檔備查。 

3. 口試未通過者，指導老師同意後，當學期可

重新提出口試申請。 

研究報告定稿 學期結束前 

1. 研究報告線上建檔：上傳國家圖書館博碩士論

文網，向助教確認帳號及密碼。完成後列印

授權書 

2. 完整的研究報告連同畢業製作合格頁、授權

書送印，藍色封面 

離校 次一學期註冊日前 

1. 網路列印離校手續單 

2. 準備三本附上錄音或錄影光碟之研究報告，

另備一份錄音或錄影光碟與二份節目單交給

辦公室助教。 

3. 辦理離系手續（歸還系上樂器及譜櫃鑰匙等） 

4. 前往其他單位辦理離校手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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畢業製作第二案流程表（當學期）              ※前項流程通過後才能進行下一個流程。 

流  程 時程 學生準備事項 

登記畢業製作 開學 2 週內 確定曲目研究報告指導老師，完成申請程序 

加選「畢業製作」 加選課程期間 上網加選或人工登記選課 

申請音樂會 
依當學期公告

時程 

1. 聯絡學位考試委員 

2. 登記音樂會場地時間 

 演講音樂會 曲目研究報告 

流  程 時程 學生準備事項 時程 學生準備事項 

 

  

撰寫曲

目研究

報告 

演講音樂會曲目必須與碩

士班首場音樂會曲目完全

不同，報告題目限選自演

講音樂會曲目，研究主題

由撰寫者與指導老師共同

商討訂定。字數 15,000字

以上。 

申請音樂會 

鑑定考 

鑑定考

前 2 週 

1. 聯絡鑑定考老師約定

時間，同組別專兼任

主修老師 2位，可與音

樂會評分老師相同 

2. 登記場地時間 

3. 繳交「鑑定考申請書」 

  

音樂會前一個月 鑑定考 

通過後繳交「演講音樂會

時間分配表」。演講音樂

會全程時間約60分鐘。時

間分配約為 20分鐘演奏和

40 分鐘演講。如欲自行調

整時間配置，應先申請許

可。 

申請 

學位考

試 

1. 至學生資訊系統網路

填寫「學位考試申

請」，申請步驟如《附

件 1》 

2. 將完稿之研究報告繳

交給所有學位考試委

員 

3. 繳交「學位考試申請

書」、「論文指導教授同

意書」、歷年成績單（請

自行至學校申請）、論

文完稿至辦公室 



7 
 

音樂會 2 週前 
申請音

樂會 

1. 登記彩排時間 

2. 繳交「音樂會申請表」 

3. 預約研究報告口試場

地 

 

 

音樂會 音樂會 確實錄影（音） 

口試 

（音樂

會後立

即 口

試） 

1. 口試場地建議另外登

記教室或會議室。 

2. 口試全程錄音，由召

集人負責錄音，試後

交還系辦公室存檔備

查。 

3. 準備「畢業製作合格

頁」，請委員們口試通

過後簽名或待研究報

告修改完成後簽名。 

4. 口試未通過者，指導

老師同意後，當學期

可重新提出口試申

請。 

學期結束前  

 

研究報

告定稿 

1. 研究報告線上建檔：

上傳國家圖書館博碩

士論文網，向助教確

認帳號及密碼。完成

後列印授權書 

2. 完整的研究報告連同

畢業製作合格頁、授

權書送印，藍色封面 

離校 

次一學

期註冊

日前 

1. 網路列印離校手續單 

2. 準備三本附上錄音或錄影光碟之研究報告，另備一份錄音

或錄影光碟與二份節目單交給辦公室助教 

3. 辦理離系手續（歸還系上樂器及譜櫃鑰匙等） 

4. 前往其他單位辦理離校手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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畢業製作第三案流程表（當學期）              ※前項流程通過後才能進行下一個流程。 

時程 流  程 學生準備事項 

登記畢業製作 開學 2 週內 確定曲目研究報告指導老師，完成申請程序 

加選「畢業製作」 加選課程期間 上網加選或人工登記選課 

申請音樂會 
依當學期公告

時程 

1. 聯絡學位考試委員 

2. 登記音樂會場地時間 

 音樂會 曲目研究報告 

流  程 時程 學生準備事項 時程 學生準備事項 

   

撰寫曲

目研究

報告 

報告題目限選自畢業製作

音樂會中的曲目，研究範

圍由撰寫者與指導老師共

同商討訂定，可選擇音樂

會中任何曲目作專題性的

研究，或作整場音樂會曲

目通盤性的研究報告。字

數 10,000 字以上。 

鑑定考前 2 週 

申請音

樂會鑑

定考 

1. 聯絡鑑定考老師約定

時間，同組別專兼任

主修老師 2 位，可與音

樂會評分老師相同 

2. 登記場地時間 

3. 繳交「鑑定考申請書」 

  

音樂會前一個月 鑑定考 

 

申請學

位考試 

1. 登記音樂會場地時間 

2. 聯絡學位考試委員 

3. 至學生資訊系統網路填

寫「學位考試申請」，申

請步驟如《附件 1》 

4. 將完稿之研究報告繳交

給系辦及所有學位考試

委員 

5. 繳交「論文指導教授同

意書」、論文完稿、歷

年成績單（請自行至學

校申請）、「學位考試申

請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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音樂會 2 週前 
申請音

樂會 

1. 登記彩排時間 

2. 繳交「音樂會申請表」 
 

 

音樂會 音樂會 

確實錄影（音） 

口試 

（音樂

會後立

即 口

試） 

1. 口試時間不包含在音樂

會時間內。 

2. 口試場地建議另外登記

教室或會議室。 

3. 口試全程錄音，由召集

人負責錄音，試後交還

系辦公室存檔備查。 

4. 準備「畢業製作合格

頁」，請委員們口試通

過後簽名或待研究報告

修改完成後簽名。 

5. 口試未通過者，指導老

師同意後，當學期可重

新提出口試申請。 

研究報告定稿  

 

學期結

束前 

1. 研究報告線上建檔，上

傳國家圖書館博碩士論

文網，向助教領取帳號

及密碼，建檔完成後列

印授權書 

2. 研究報告送印，須包含

畢業製作合格頁、授權

書，藍色封面 

離校 

次一學

期註冊

日前 

1. 網路列印離校手續單 

2. 準備三本附上錄音或錄影光碟之研究報告，另備一份錄音或

錄影光碟與二份節目單交給辦公室助教 

3. 辦理離系手續（歸還系上樂器及譜櫃鑰匙等） 

4. 前往其他單位辦理離校手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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畢業製作第三案曲目研究報告之寫作建議 

1. 曲目報告之研究範圍: 由撰寫者與指導老師共同商討訂定。應選自畢業製作音樂會

之曲目作專題性的研究，或是以整場音樂會曲目作通盤性的研究報告 

2. 選擇作專題研究者，其內容需包括: 摘要、關鍵字、緒論（研究動機與目的、研究

範圍與方法） 、研究主體之正文（章節內容及架構由撰寫者與指導老師共同商討訂

定）、結論、參考資料（包含中外文書目、影音資料、樂譜及網路資料） 

3. 選擇作通盤性研究報告者，其內容需包括: 摘要、關鍵字、緒論（研究動機與目

的、研究範圍與方法）、研究主體之正文、結論、參考資料（包含中外文書目、影

音資料、樂譜及網路資料）。建議研究主體之正文內容以 1:1:1 之比例，包含以下三

部份： 

a. 作曲家生平/作品及創作風格總論/此曲創作背景  

b. 樂曲分析  

c. 演奏風格與詮釋。 

4. 研究報告主體之「樂曲分析」部份，以撰寫者與指導老師所商討訂定的內容為主。

可附譜例。以下為寫作方向之參考建議： 

a. 器樂組： 

i. 曲式結構探討：包括曲式/樂章構成/樂段/主題/發展素材之探討。 

ii. 和聲語彙探討：包括調性與和聲的設計/特定的音響概念之探討。 

iii. 特殊創作手法或特定器樂語彙之探討 

b. 聲樂組： 

i. 歌詞內容與架構之簡介：包括詞意簡述/文字結構/語韻探討。 

ii. 音樂架構之簡介：包括曲式/調性/和聲。可與前項『歌詞內容與架構簡

介』以表格合併呈現之。 

iii. 探討文字與音樂之間的關係：包括詞意、語韻、角色、劇情與音樂構成

要素之間的關係與互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