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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的服務理念

誠 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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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民興利 VS 與民爭利

國家圖書館（以下簡稱國圖）基於學位授予法，為
國內唯一之博碩士論文法定寄存圖書館，負有蒐集
、典藏與閱覽我國全媒體型態博碩士論文之職責。

國圖博碩士論文數位化典藏與資訊服務之宗旨在於
落實「公開取閱」（Open Access）自由、平等、
開放的精神為民興利，推動我國學位論文資訊共建
共享，以政府資源取之於民，用之於民的服務理念
，實現學術傳播自由、照顧資訊弱勢族群、縮短城
鄉差距與數位落差，讓世人體現學術之前人人平等
的社會公義，並向全球展現臺灣在學術領域中的
軟實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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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pen Access可增加研究的影響力

網路上的全文論文被引用機會大，以電腦科學為例
，不能在網路上取得全文的文章平均被引用次數為
2.74次；而能夠線上取得全文的文章平均被引用次
數達7.03次，是前者的2.57倍。(註)

根據Steve Lawrence分析了標準學科書目中引用的
將近12萬筆電腦科學文獻結果顯示：在高影響力或
引用率的文獻中，Open Access文獻所佔比例相當
高，以1997-1998年間為例，被高度引用的文獻中
就有85%是Open Access的，而且該關聯的強度與日
俱增。

註：姜義臺，機構典藏(Institutional Repository，IR) & Webometrics世界網
路大學排名演講投影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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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圖博碩士論文服務發展歷程

1970年起編印「中華民國博士碩士論文目錄」。

1994年起接受教育部高教司之委託，執行「全國博
碩士論文摘要建檔計畫」。

1998年啟用「全國博碩士論文摘要檢索系統」與「
全國博碩士論文摘要線上建檔系統」。

2000年啟用「全國博碩士論文資訊網」與學位論文
電子全文共建共享下載服務。

2004年啟用「全國博碩士論文資訊網」第二代系統
。

2010年6月10日啟用第三代學位論文系統，正式更
名為「臺灣博碩士論文知識加值系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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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位論文雲端書目與雲端書庫服務

書目轉檔

授權全文轉檔書目 全文

Open Access系統

各協力大學

各合作大學

非Open Access系統

國圖集中式建檔系統

各核心大學雲端系統

雲端線上建檔
共享雲端書庫

全國性聯合目錄

知識加值&管理

書目 全文

書目 全文

書目 全文

國圖Open Access系統

全國參與合作大學：139所，使用國圖
系統之核心大學：75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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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灣博碩士論文知識加值系統簡介

資料庫內容：自民國83年起，執行教育部全國博碩
士論文專案計畫，於89年3月推動博碩士論文電子
全文無償、非專屬授權上網，為國內唯一計畫性收
錄全國各大專院校學位論文之資料庫。截至102年5
月15日共收錄我國博碩士論文摘要逾76萬筆；已獲
授權上網之博碩士論文電子全文逾25萬5千筆；電
子全文總典藏量逾38萬3千筆。已掃描之紙本論文
全文影像逾1萬6千筆。

主題範疇：完整涵蓋理工、人文、社會、自然科學
等各學門之博碩士論文。

收錄年代：民國45年至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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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www.ndltd.org/about/members/ndltd-members

民國99年10月25日成為國際NDLTD組織機構會員

學術影響力遍及全球使用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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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圖系統與廠商系統之比較

比較項目 國圖 華O 遠O
免費論文提交／典藏系統 免費提供 免費提供 無

電腦主機與系統維運 免費提供 學校自籌 無

支援機構典藏全文完整匯出 有 無 無

免費提供多元化知識加值服務 有 無 無

資料收錄量 書目逾76萬篇、全文逾
25萬5千篇

書目逾13萬篇、全文
逾9萬篇

不詳

2012論文被下載次數(以成功大學為
例)

296,433 20,504 不詳

免費國際推廣合作：NDLTD 有 無 無

免費全球搜尋引擎推廣服務：
Google、Google Scholar….

有(Google索引量與
能見度全國第一)

有 不詳

提升網路世界大學排名 有 有 不詳

中國大陸行銷資格 免費使用無須審批 通過審批 通過審批

權利金回饋 無 有(學生：5%、學校：
10 %~ 20%、業者獨
享75%)

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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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專屬有償授權

知識生產者
博碩士畢業生

現況有償加值流程圖-不合理模式

知識典藏者
學校圖書館

非專屬有償授權

知識銷售者
特定業者

少量回饋金

知識消費者
全國師生、民眾
付費使用論文

獲利分配

75%

獲利分配

5%
獲利分配

20%~25%

高額資料庫租金

付費使用個人的論文 校友付費使用自校的論文

學校寶貴的學術研究產出被少數廠商
壟斷，以致未蒙其利，先受其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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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圖博碩士論文系統的五大優勢服務

以官方網站代表政府，協助大學與研究生將學術研究

成果向全球發聲，進行國際推廣與全球行銷，取得學
位認證和搶先於國際學術領域公開發表的絕佳機會。

論文研究成果將擁有更多的機會，在國際學術領域取
得更高的曝光率、被引用率、知名度與學術影響力。

藉由論文公開之學術傳播機制，結合輿論共同發揮監
督與保護力量，進而遏止論文抄襲與代寫的歪風。

藉由永久典藏的管理機制，授權者之學位論文全文檔
案，將享有完善保存和永久免費取用的國家級服務。

藉由非專屬授權福國利民，為全體同胞創造最大的公
共利益，進而為國家厚植整體的學術研究能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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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校採用國圖雲端論文服務之流程

雙方簽署「學位論文全文授權合作協議書」。

合作學校提供歷年之博碩士論文書目與電子全文，
由國圖協助匯入資料庫。

合作學校提供歷年之博碩士論文授權書，由國圖協
助設定各筆書目與全文之校內外開放權限。

國圖建置專屬博碩士論文系統網頁供學校免費使用

國圖協助各合作學校進行進行系統導入。

合作學校負責自校研究生論文網路建檔、提交、審
核、ISO書目資料與機構典藏檔案匯出等工作。

國圖協助各合作學校進行系統管理與資料維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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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新服務、全新體驗陸續上線

學校雲端博碩士論文系統新增功能

(一) 行動版

(二) 學校工作統計

(三) 論文點收功能

(四) 審核通過論文退回機制

(五) 機構典藏單筆匯出

(六) 學校系所別名維護

(七) 自訂操作手冊

(八) 多重管理帳號

(九) 中英文專屬授權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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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新服務、全新體驗陸續上線

國圖臺灣博碩士論文知識加值系統新增功能

(一) 行動版

(二) 主題館

(三) 線上問卷

(四) 社群分享(推文、網路書籤)
(五) 書目計量

(六) 同義詞檢索

(七) 我要授權



15/31

全新服務、全新體驗陸續上線

本館已於102年4月15日起提供全新之「臺灣博碩士
論文行動版服務」。

當您於手機或平板電腦的瀏覽器輸入網址：
ndltd.ncl.edu.tw 即可自動導向行動版網頁。

若欲瀏覽電腦版網頁，請點選行動版首頁中的【電
腦版】，即可進行相關應用。

在手機或平板電腦上瀏覽電子全文之前，煩請先行
至App Store下載並安裝Adobe Reader，以及
ZipBrowser，即可隨時坐擁全國博碩士論文雲端圖
書館。

http://ndltd.ncl.edu.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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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www.facebook.com/ndltdTW

Facebook粉絲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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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題館功能全新體驗正式上線（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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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題館功能全新體驗正式上線（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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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義詞功能全新體驗正式上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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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一：讀者常見問題舉例

這個加值系統要收費嗎？

為什麼我註冊會員帳號一直無法成功？

為什麼註冊之後我的會員帳號仍然無法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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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什麼註冊會員帳號一直無法成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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無法登入會員帳號之相關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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無法登入會員帳號－忘記密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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無法登入會員帳號－沒收到認證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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無法登入會員帳號－e-mail錯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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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二：研究生建檔常見問題舉例

已上傳之全文檔案如何修改或刪除？

我要申請專利，如何申請書目延後公開 ？

已送出審核之後要如何才能再修改？

我趕著要畢業，送出審核之後到底要多久才會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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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生建檔－刪除或修改全文檔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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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生建檔－專利申請與書目隱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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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生建檔－資料修改與送出審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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