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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位授予法
(107.11.28)

完整送存

取得學位之論文、

書面報告、技術報

告或專業實務報告

經學校，以文件、

錄影帶、錄音帶、

光碟或其他方式連

同電子檔送國家圖

書館、學校圖書館

保存之

代替論文

藝術類、應用科
技類、體育運動
類之碩博論文得
以...代替

碩士班屬專業

實務

認定基準-校級

會議

國家圖書館學位

論文送存要點

以公開為原則

延後公開條件：

機密、專利、依

法不得提供

得不予提供、一定

期間內不為提供

學位論文延後公開

申請書／電子檔上

網公開授權書

國圖應提供公眾於

館內閱覽紙本、或

透過獨立設備讀取

電子資料檔

學校端

符合延後公

開要項＋校

內審議機制

論文品保機制

各校配合辦理

落實學術倫理教

育

揭露延後/不公開

比例

揭露特殊條件遴

聘口委

指導教授與系所

應予課責

增設系所納入品

保機制

學位撤銷並公告

入學資格或修業

不實、論文造假、

舞弊

學校改正→主管機

關糾正→減招減款

抄襲比對系統/教

育部+國圖

學位授予法修法四大重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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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綱

• 代替論文

• 以公開為原則

• 完整送存

• 學位論文品保機制

• 大學校院校務資料庫填報系統

• 國圖博碩士論文系統配套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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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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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8.8.28 臺教高(二)字第1080110022F號函 )

學位名稱由授予學校依學術領域、修讀課程及
要件訂定

學位授予相關資訊，應公告於學校網站校務資
訊公開專區

代替碩士博士論文機制

代替論文(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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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替碩士博士論文機制」教育部通函重點

四種類型：

 藝術類 → 作品連同書面報告

 應用科技類 → 技術報告

 體育運動類 → 成就證明連同書面報告

 專業實務之碩士班 → 專業實務報告

代替論文(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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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學校有代替碩士博士論文機制者，代替碩士
博士論文之作品、成就證明連同書面報告或以
技術報告、專業實務報告採計基準及應送繳資
料，由學校自行訂定，經院、所、系、學位學
程、組會議通過，送教務相關之校級會議通過
後，公告於學校網站校務資訊公開專區，並建
議於招生簡章中載明。

代替論文(三)

因應目前教育趨勢及現況，使學位授予與學制更具彈性多元
並提升國際競爭力。藝術類、應用科技類或體育運動類的碩
博士學生，可以用作品、成就證明連同書面報告或以技術報
告代替碩博士論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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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北教大博碩士論文入口網站

cloud.ncl.edu.tw/ntu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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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dltd.ncl.edu.tw/r/ntue

國北教大博碩士論文查詢系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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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灣博碩士論文知識加值系統

ndltd.ncl.edu.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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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綱

• 代替論文

• 以公開為原則

• 完整送存

• 學位論文品保機制

• 大學校院校務資料庫填報系統

• 國圖博碩士論文系統配套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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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位授予法修正後，學位論文應以公開為原則，以利學
術流通及分享，但涉及國家機密、申請專利或法律另有
規定等特殊情形，並經學校認定後，得不予公開或一定
期間內不公開，爰各校應就特殊情形訂有認定或審議機
制。請各校檢視現行學則或校內相關規定，如有涉及學
位授予之相關規範者，請一併配合修正。(教育部臺教高(二)

字第1070210758號函 )

學位論文延後公開的決定權，與過往最大的不同是，已不再
是研究生或指導教授可以全權決定，必須經學校認定，且要
有認定或審議機制。

以公開為原則(一)

107.12.5教育部第一次通函重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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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項學校建置學生提送學位論文之專業符合檢核機
制之情形，除將納入核定各學年度碩博士班招生名
額之參考依據外，亦將作為本部補助計畫核定之參
考依據，爰請積極辦理。(教育部臺教高通字第1090027810號函 )

 檢核機制調查表其中一項為：是否針對國家圖書館學位
論文延後公開或不予公開有審核機制（例如：確認學生
所提供之學位論文需延後公開或不予公開之證明文件等
）並調查電子全文公開的件數與年限。

1.在國家圖書館公開才算公開，僅校內公開不算公開。

2.對各大專校院的追蹤與實質的管考。

以公開為原則(二)

109.3.13教育部第二次通函重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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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公開為原則(三)

在近期的新聞報導中，除了重申「 學位論文以
公開為原則，不公開為例外，涉機密專利須經
認定」之外，在相關報導中，教育部也說明
「如果涉及機密、專利事項或其他法律規範而
不得提供，學生也需要提供相關證據，經學校
認定，才能不公開或一定時間內不公開」。因
此，受理延後公開申請時，煩請提醒研究生應
檢附相關證明文件，以備審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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電子全文提交與影音作品授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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電子全文提交與影音作品授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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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都要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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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商碩、博士論文作為專利引證文件之公開日期認定
機制會議」
教育部於102年6月13日臺教高(二)字第1020077788號函函轉102年5月2
日經濟部智慧財產局

以公開為原則：專利的討論

會議決議略以，「如研究生申請延後公開電子全
文，因摘要可能足以揭露其主要技術內容，國家
圖書館可隱藏摘要及電子全文，僅顯示書目資
料」，爰國家圖書館依前開會議紀錄結論修正
「學位論文公開閱覽及延後公開之處理原則及方
式說明」，以學位論文作為專利引證文件者，暫
不公開論文紙本及電子全文，並隱藏中英文論文
摘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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專利書目隱藏以中英文摘要為原則。

採用國圖系統建檔之學校，研究生需申請專利可自
行線上操作隱藏中英文摘要，若欲隱藏完整書目者，
請填具校內申請表單，由學校圖書館做為單一窗口，
向國圖提出個案申請。

以公開為原則：專利的討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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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申請延後才要填)

紙本論文延後公開，
必須符合左列條件，
且明確說明。
◆機密：具體描述
◆專利：申請案號
◆依法：具體描述

各校需訂定校內審議機
制並增修於校級相關的
辦法條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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申請(紙本)學位論文延後公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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申請(紙本)學位論文延後公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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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綱

• 代替論文

• 以公開為原則

• 完整送存

• 學位論文品保機制

• 大學校院校務資料庫填報系統

• 國圖博碩士論文系統配套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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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位授予法 第16條

取得博士、碩士學位者，應將其取得學位之論文、書面
報告、技術報告或專業實務報告，經由學校以文件、錄影
帶、錄音帶、光碟或其他方式，連同電子檔送國家圖書館
及所屬學校圖書館保存之。

國家圖書館保存之博士、碩士論文、書面報告、技術報
告或專業實務報告，應提供公眾於館內閱覽紙本，或透過
獨立設備讀取電子資料檔；經依著作權法規定授權，得為
重製、透過網路於館內或館外公開傳輸，或其他涉及著作
權之行為。但涉及機密、專利事項或依法不得提供，並經
學校認定者，得不予提供或於一定期間內不為提供。

前二項圖書館之保存或提供，對各該博士、碩士論文、
書面報告、技術報告或專業實務報告之著作權不生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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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家圖書館（以下簡稱本館）為執行學位授予法第
十六條完整保存學位論文，特訂定本要點。

本要點所稱學位論文，指取得博士、碩士學位之論
文、作品連同書面報告、成果連同技術報告、成就
證明連同書面報告、專業實務報告。

前點所定學位論文，如有書畫、模型、雕塑等立體
物件，應轉為圖檔；如有戲劇、音樂等表演資料，
應提供錄影、錄音檔，一併送存。

完整送存(一)

109.7.29 教育部檢送國家圖書館修訂公布「學位論文送
存國家圖書館典藏作業要點」 (臺教高通字第1090102797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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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位論文送存應依下列事項辦理

 各項資料電子檔送存之檔案格式如下

• 論文電子檔：如otd、可檢索之pdf（不可設定開啟密碼）等

• 圖檔：如jpg、tif、obj 等。

• 音訊檔：如wav、mp3等。

• 視訊檔：如avi、mov、wmv、mp4等。

• 程式執行檔：可將多個檔案打包為壓縮檔（如zip、7z 等
）後上傳。

• 其他檔案格式。

完整送存(二)

109.7.29 教育部檢送國家圖書館修訂公布「學位論文送
存國家圖書館典藏作業要點」 (臺教高通字第1090102797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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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位論文送存應依下列事項辦理

 延後公開之紙本論文應予標示。

 學位論文內含個人資訊，如電子郵件、電話、住址、身分
證字號等，應抽出或隱蔽。

各校送存本館之學位論文，依學位授予法第十六條規
定，應提供公眾於館內閱覽紙本，或透過獨立設備讀
取電子資料檔，但涉及機密、專利事項或依法不得提
供，並經學校認定者，得申請學位論文不公開或延後
公開。

完整送存(三)

109.7.29 教育部檢送國家圖書館修訂公布「學位論文送
存國家圖書館典藏作業要點」 (臺教高通字第1090102797號)



27

學位論文抽換應填寫「國家圖書館學位論文抽換申請
書」

學生同意依著作權法規定授權重製、透過網路於館內
或館外公開傳輸，或其他涉及著作權之行為者，得於
畢業離校時檢附親筆簽名之「學位論文網路公開授權
書」或各校依本館版本修正之授權書交由學校圖書館
，並由學校圖書館連同紙本論文與電子檔案一併遞送
本館辦理。

完整送存(四)

109.7.29 教育部檢送國家圖書館修訂公布「學位論文送
存國家圖書館典藏作業要點」 (臺教高通字第1090102797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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課程大綱

• 代替論文

• 以公開為原則

• 完整送存

• 學位論文品保機制

• 大學校院校務資料庫填報系統

• 國圖博碩士論文系統配套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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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校授予之學位，有下列情事之一者，應予撤銷，並公告註銷其已頒
給之學位證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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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該管學校主管機關發現學校就前項情事之處理有違法或不當之疑義者
，應通知學校限期改正；屆期未改正者，主管機關得予糾正。
學校經主管機關糾正後仍未就第一項違法或不當之情事妥為處理者，
主管機關得邀集學者專家、學校代表組成審查委員會，對於違反情形
作具體處分認定及建議，由學校據以辦理；屆期未辦理者，主管機關
得予糾正，並減少各項獎補助及招生名額。
學校依第一項規定撤銷學位後，應通知當事人繳還該學位證書，並將
撤銷及註銷事項，通知其他專科學校、大學及相關機關（構）。

學位論文品保機制(一)

學位授予法第17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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落實學生進行學術倫
理教育

學校應積極開設並推動師 生
學術倫理教育，並考量列入碩
博士生必修課程或畢業條件

 本部將對外公開師生學
術倫理課程修習情況及
比例

 善用臺灣學術倫理教育
資源中心網站之教材與
資源。

學位論文品保機制(三)

109.8.19 教育部為強化各大學校院學位論文品保機制，
請各校確實辦理。 (臺教高通字第1090112935號)

ethics.moe.edu.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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揭露各系所學位文不公開之比率

 論文以公開為原則，不公開為例外。

 學校對於不公開或延後公開之論文，應有嚴謹審
核機制。

 以校務資料庫蒐集論文資料統計表揭露不公開之
比率。

揭露以特殊條件遴聘口試委員之原則及人數
比率

學位論文品保機制(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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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位論文指導教授及所屬系所應予課責

 指導教授因須定期與學生會面討論並觀念指導，一旦學位
論文有專業領域不符或違反學術倫理時，指導教授應負相
應責任。

 所屬系所亦應檢討改進品保機制。

 如未改善將命該系所停招、減招或禁止該系所運用本部核
予學校之獎補助款。

學位論文品保機制(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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增設調整系所審查將納入學位品保機制

 110學年度起各大學提報碩博士班增設計畫書，須
呈現學位論文品保機制，包括學位論文與系所專業
性之檢核、學術倫理之自律規範、學位考試委員符
合學位授予法第8條及第10條之資格、學位論文延
後公開或不予公開之審核等。

 如學位論文品保機制未盡完善，本部將不予同意增
設。

學位論文品保機制(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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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妥善處理學術自律之系所將調減招生名額

 學校如有學位論文涉及學術倫理疑義未妥為處理、
學術自律機制不良導致學位論文衍生品保問題、學
位論文資訊揭露不足等情事，本部將據此調減相關
系所招生名額。

主動查處論文代寫情事並依法裁罰

 委託專案辦公室，主動清查網路廠商或個人所刊登
之代寫廣告，刻依法定程序處理，查證屬實即予裁
罰。

學位論文品保機制(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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規劃開發及共同採購期刊論文比對系統供學校運
用

 為協助學校進行論文品質把關，本部將會同國家圖
書館評估開發全國碩博士論文比對系統，無償提供
大學使用，作為系所學位論文審查把關的必備程序
。

 另將與科技部研議，透過共同供應契約方式，採購
主要的國內外期刊論文比對系統，提供學校使用，
以強化論文品質把關。

學位論文品保機制(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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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避免抄襲

避免抄襲的方法有引述、改寫、摘寫三種

教育部(無日期)。0108_學術寫作技巧：引述 [線上課程]。教育部，核心單元。臺灣學術倫理教育資源中心。
https://ethics-p.moe.edu.tw/startcourse/?t=11

教育部(無日期)。0109_學術寫作技巧：改寫與摘寫 [線上課程]。教育部，核心單元。臺灣學術倫理教育資源
中心。https://ethics-p.moe.edu.tw/startcourse/?t=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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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術倫理教育資源中心

ethics.moe.edu.tw



38



39

學術誠信違反行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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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述他人觀點

原文

40個字以內直接引用並加引號

整段文字的引用處理，
叫引述。(李海碩、周倩
，2013，頁24) 即為引
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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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寫

整合三
篇不同
文獻的
改寫，
及改寫
後的簡
要內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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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寫不是有改就好

建議大家~

至臺灣學術倫理網站
「學術寫作技巧：改
寫與摘寫」課程，參
看更多範例。

也是抄襲比
對系統偵測
的邏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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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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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寫與改寫的差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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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示出處：

內文引註、參考文獻引文格式

教育部(無日期)。0109_學術寫作技巧：改寫與摘寫 [線上課程]。教育部，核心單元。臺灣學術倫理教育資源
中心。https://ethics-p.moe.edu.tw/startcourse/?t=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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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圖博碩士論文系統各篇論文
常用引用格式

不論使用哪
一種引用格
式，務要一
致。

臺灣博碩士論文知識
加值系統，可以自動
將單筆或多筆的論文
書目，自動轉出三種
常用的引用格式，讓
使用者直接貼於參考
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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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術調查研究資料庫

srda.sinica.edu.tw/index.ph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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免費檢索國外之博碩士論文

http://search.ndltd.or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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測試網站

cloud.ncl.edu.tw/nc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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