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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年臺灣博碩士論文知識加值系統推廣活動

吳亭佑　國家圖書館知識服務組助理編輯

一、前　言

國家圖書館 ( 以下簡稱本館 ) 為國內學位論文

主要之法定送存單位，長期致力於保存臺灣重要學

術資源，讓莘莘學子得以站在前人的肩膀上不斷精

進；所建置之「臺灣博碩士論文知識加值系統」

（https://ndltd.ncl.edu.tw）收錄民國 45 年以來，全國

各大學校院近 123 萬筆博碩士論文書目，以及超過

55 萬筆已獲作者授權公開的電子全文，已成為全

球最大的華文學位論文免費資料庫。

為推廣系統使用、增進與各校之交流，本館每

年辦理「臺灣博碩士論文知識加值系統」教育訓

練，並成立「臺灣電子學位論文聯盟」，藉由舉辦

年會等各項推廣活動，提供交流的場合；各校有關

學位論文送存業務的問題與對「臺灣博碩士論文知

識加值系統」的期許，都能藉由活動提出，促進合

作關係。

二、辦理教育訓練

「臺灣博碩士論文知識加值系統」( 以下簡稱

本系統 ) 自 99 年 6 月啟用以來，每年分別在北、

中、南辦理數場教育訓練，針對系統使用者及學校

建檔管理者進行系統功能說明及推廣，頗獲好評與

迴響。往年教育訓練固定於 4、5 月份辦理，2020

年受新冠肺炎疫情影響之故，延後至 9 月底開辦，

分別於實踐大學、國立中興大學、國立高雄師範大

學、國立中正大學、國立臺北教育大學及本館等地

舉行共 6 場之教育訓練。

於中興大學圖書館為中區各校管理者進行教育訓練（109
年 10 月 14 日）

教育訓練主講人為本館知識服務組「臺灣博碩

士論文知識加值系統」負責人王宏德助理編輯；

2020 年配合本館 7 月份修正「學位論文送存國家圖

書館典藏作業要點」，另邀請本館館藏發展及書目

管理組負責學位論文送存業務之陳勇志組員，共同

為各校說明線上論文建檔、審核及本館論文送存作

業要點注意事項。其中，實踐大學、國立中正大學

及國立臺北教育大學等 3 場次，另配合校方需求，

為校內師生辦理系統檢索應用課程；希望透過深入

校園，讓學校教職員及學生對系統有全面的認識，

讓本系統成為求學與研究生涯不可或缺的寶庫。

2020 年 6 場次教育訓練參與人數共計 290 人；

教育訓練是國圖與各校面對面直接交流的機會，透

過深入校園辦理業務說明及使用者指導，為學校承

辦人及師生省去舟車勞頓的時間，也能直接收集使

用者意見，做為日後系統精進的參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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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聯盟 LOGO徵稿競賽

「臺灣博碩士論文知識加值系統」的論文資料

為全國 142 所大學校院所貢獻，為完整蒐集國內學

位論文書目資料及電子全文，並集各校之力研究、

規劃全國學位論文資料庫精進方案，本館於 104 年

成立「臺灣博碩士論文雲端書庫全國聯盟」及聯盟

發展委員會，以「永久典藏國內學術研究成果，厚

植國家整體學術研究能量、提升著作人學術地位、

彰顯臺灣學術研究成果於國際之能見度」為目標；

為增強聯盟名稱識別度，109 年由發展委員會提議

更名為「臺灣電子學位論文聯盟」( 以下簡稱本聯

盟 )，並於年會決議通過。為凝聚聯盟精神，經發

展委員會決議及各校同意，藉由 LOGO 徵稿競賽活

動，形塑聯盟形象，增進學界對本聯盟正向認知。

爰此，本館申請教育部補助辦理「臺灣電子學

位論文聯盟 LOGO 徵稿競賽」，於 109 年 8 月 28

日至 10 月 31 日公開徵求稿件，共計收到 363 件作

品投稿。經本館進行初步資格審查，淘汰報名資

料檢附不全、聯盟名稱錯誤及解析度不符要求等稿

件；再依據活動辦法篩選符合公告之 LOGO 設計要

點之稿件；後由「臺灣電子學位論文聯盟發展委員

會」之 15 名委員進行票選，依得票數共選出 9 件

入選作品。

入選作品於 11 月 12 日至 26 日止邀請各大學

校院圖書館館員上網投票，選出心目中最適合本聯

盟的 LOGO，依票數高低排序前 3 名及佳作 6 名，

並邀請入選者出席 12 月 2 日之「2020 年臺灣電子

學位論文聯盟年會」，於年會舉行頒獎典禮。

票選活動獲得館員的熱烈參與，至 11 月 26 日

票選截止時間，共計收到 473 次回覆。第一名由國

立臺北科技大學李子旻同學獲得，得票數為 225 票；

第二名為國立高雄師範大學林家伃同學，獲得 207

票；第三名為朝陽科技大學林宏瑋同學，獲得 176

臺灣電子學位論文聯盟 LOGO 徵稿競賽徵稿主視覺

票；佳作 6 名分別為：朝陽科技大學李承霖同學 (138

票 )、國立臺灣藝術大學李侑庭同學 (138 票 )、國

立臺灣藝術大學徐佩玟同學 (131 票 )、德明財經科

技大學楊淯涵同學 (114 票 )、國立臺灣藝術大學黃

筱晴同學 (103 票 )，以及國立臺灣藝術大學翁浩為

同學 (66 票 )。

獲獎同學受邀出席 12 月 2 日在實踐大學舉辦

之「2020 臺灣電子學位論文聯盟年會」，於年會舉

行頒獎典禮，由本館曾淑賢館長頒發獎狀及獎金。

同時，為感謝參與本次 LOGO 票選圖書館同道，

於 12 月 4 日以系統隨機抽出 10 位幸運得獎者贈送

100 元超商禮券；20 位贈送本館文創紀念品。第一

名 LOGO 設計將用於本聯盟未來之推廣活動，成為

本聯盟主要識別形象。

四、2020 年臺灣電子學位論文聯盟年會

依據「臺灣電子學位論文聯盟」合作要點，聯

盟每年舉辦年會；2020 邁入年會舉辦的第五年，

本次與實踐大學合作辦理，假該校圖書館大樓國際

會議廳舉行。實踐大學音樂系的弦樂四重奏為年會

揭幕，丁斌首校長代表歡迎蒞臨的各校館員；本館

曾淑賢館長的致詞特別感謝各校共同支持學術傳播

自由，以及歷年來各校研究生的無私貢獻與授權。

2020 年臺灣博碩士論文知識加值系統推廣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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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中並舉行「臺灣電子學位論文聯盟 LOGO 徵稿競

賽」的頒獎典禮，票頒發獎狀及獎金給獲得前三名

及佳作的優秀同學。

為增進各校館員業務相關的知能，年會固定邀

請學者專家進行專題演講。本次由國立清華大學助

理研究學者甘偵蓉博士，以「研究誠信的最後一哩

路？淺談學位論文電子服務與學術倫理之關係」為

題進行演說。甘偵蓉博士的研究專長為應用倫理

學、科技政策倫理評估、批判思考及人權與正義。

甘博士在演講中特別強調，學位論文的公開取用是

研究誠信的開始，不僅是將知識公開，也是督促作

者學術倫理的一種方式；學校圖書館在知識取用及

分享則扮演重要的角色，在第一線為知識把關。

下午的第一場活動是館員業務經驗分享座談，

由國立臺灣師範大學、實踐大學、國立臺北科技大

學等 3 校館員進行分享，與會同道並現場提問，促

進各校論文送存業務的知識交流。最後大會安排了

國立臺灣科學教育館的參訪，科教館近期甫完成展

覽廳動線及戶外景觀改造，也藉由本次參訪的機會

特別請科教館導覽，增進與會館員的工作知能。

五、結　語

「臺灣博碩士論文知識加值系統」致力於學位

論文典藏及數位加值運用，已是國內研究生學術生

涯不可或缺的重要系統，目前共有 112 所學校使用

本系統的雲端建檔功能提交論文；每年辦理之推廣

活動有助於增進學校論文管理者及學生對本系統之

瞭解，亦有助於增進各界對學位論文「公開取用」

（Open Access）理念之認同。

為使論文服務再升級，本館配合學位授予法，

建置「臺灣博碩士論文獨立調閱系統」及「博碩士

電子論文數位影音串流系統」，於今 (110) 年 1 月

下旬啟用。「臺灣博碩士論文獨立調閱系統」提

供讀者在館內閱覽超過 30 萬筆尚未獲得作者授權

於網際網路公開傳輸的論文電子檔 ( 含全文及影音

檔 )，為讀者省去等候調閱紙本論文的時間；「博

碩士電子論文數位影音串流系統」則提供多媒體形

式的論文閱覽；使用者在「臺灣博碩士論文知識加

值系統」可透過類似 YouTube 的網頁畫面，直接於

線上觀賞獲作者授權公開之各類影音作品，包括書

畫、模型、雕塑、展演等數位物件圖檔，以及戲劇、

音樂表演等多媒體影音資料。

本館將持續辦理「臺灣博碩士論文知識加值系

統」、「臺灣博碩士論文獨立調閱系統」、「博碩

士電子論文數位影音串流系統」等三大公共資料庫

的推廣與應用，為使用者提供更多元化與全方位的

學位論文服務，也盼各界共同支持「學術資料庫公

共化」的理念，踴躍授權學位論文予本館，減少知

識壟斷、阻絕抄襲，共同使臺灣的學術研究能力更

加茁壯。

2020 年臺灣博碩士論文知識加值系統推廣活動

曾淑賢館長與「臺灣電子學位論文聯盟 LOGO 徵稿競賽」
第一名同學合影（109 年 12 月 2 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