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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訓練講義 
一、 學校雲端新增功能 
(一) 行動版 

系統會判斷使用裝置類型，若為行動裝置( 手機或平版電腦 )則自動導

引至 Mobile 版本頁面。 
Step1. 點選「行動版功能」。 
Step2. 輸入查詢詞並設定相關查詢條件後，按下「查詢」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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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ep3. 點選要瀏覽的論文，可進一步查看論文的詳細資料。若有右方

之書籍圖示，表示此論文有電子全文。若要下載電子全文可參

考 Step 4。 
Step4. 選擇要下載的論文，並點選右方的書籍圖示。 

Step4-1. 輸入驗證碼後，點選「我同意」。 

  
Step4-2. 點選「電子全文」連結即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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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學校工作統計 

Step1. 登入系統後，點選左方報表管理中的「雲端統計功能」。 

 
Step2. 於跳出的視窗中，先選擇要統計的類型，再設定要統計的日期

區間後，按下「執行」鍵即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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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論文點收功能 

Step1. 登入系統後，點選待審核事項管理中的「論文進度查詢」。輸

入查詢條件後，按下「查詢」鍵。 

 
Step2. 於列表中，選擇要點收的論文及勾選點收項目後，按下「儲存」

鍵即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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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審核通過論文退回機制 

Step1. 登入系統後，點選研究生資料維護中的「研究生帳號」。選擇

要退回論文的研究生，並點選該研究生右方之「審核退回」功

能。 

 
Step2. 於跳出之視窗中，輸入相關資料後，按下「寄出」鍵即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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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機構典藏單筆匯出 

Step1. 登入系統後，點選建檔論文維護中的「機構典藏匯出功能」。

輸入要匯出的論文編號，並點選「匯出資料」鍵即可。 

 
 
(六) 學校系所別名維護 

1. 學校別名維護 
Step1. 點選主功能選單中的「學校/系所名稱維護」。再選擇畫面中

學校別名維護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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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ep2. 於跳出之視窗中，輸入學校別名，再按下「確定儲存」鍵即

可。若有多個別名，可按「增加欄位」鍵依序新增。 

 
 

2. 系所別名維護 
Step1. 點選主功能選單中的「學校/系所名稱維護」。再選擇畫面中

系所別名維護功能。 

 
 

Step2. 於跳出之視窗中，輸入系所別名，再按下「確定儲存」鍵即

可。若有多個別名，可按「增加欄位」鍵依序新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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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 自訂操作手冊 

學校可自行製作操作手冊，完成後將檔案寄給國家圖書館博碩士

論文系統承辦人員( hunter@ncl.edu.tw )，承辦人員可置換預設的操作

手冊( 研究生、系所管理者手冊皆可置換 )。 

(八) 多重管理帳號 

學校可申請審核者帳號，審核者僅可使用「研究生論文審核」、「論

文進度查詢（點收）」兩個功能。 

 
 
(九) 中英文專屬授權書 

若學校需自行定義中英文版授權書，可將授權書內容寄給國家圖

書館博碩士論文系統承辦人員( hunter@ncl.edu.tw )，承辦人員可置換

預設的授權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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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國家圖書館臺灣博碩士論文知識加值系統新增功能 
(一) 行動版 

系統會判斷使用裝置類型，若為行動裝置( 手機或平版電腦 )
則自動導引至 Mobile 版本頁面。 

Step1. 點選「進入」功能。 
Step2. 點選「行動版」或「論文查詢」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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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ep3. 輸入查詢詞並設定相關查詢條件後，按下「查詢」鍵。 

 
Step4. 點選要瀏覽的論文，可進一步查看論文的詳細資料。若有右方

之書籍圖示，表示此論文有電子全文。若要下載電子全文可參

考 Step 4。 
Step5. 選擇要下載的論文，並點選右方的書籍圖示。 

  



國家圖書館「臺灣博碩士論文知識加值系統」                                       教育訓練講義 
 

 11 

Step5-1. 輸入會員帳號、密碼及驗證碼後，點選「登入」，並於詳

目畫面中選擇「電子全文」連結。 

  
 

Step5-2. 輸入驗證碼後，點選「我同意」。 
Step5-3. 點選「電子全文」連結即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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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主題館 

1. 主題館申請 
Step 1. 因主題館屬於會員功能，故須以會員帳號登入系統才可使用。

請點選系統上方之登入功能。 
Step 2. 輸入帳號、密碼、驗證碼後，按下「登入」鍵以登入系統。 

 
 

Step 3. 點選上方之「我的研究室」功能，選擇進階會員功能中的「主

題館」後，選擇畫面上方的「申請主題館」選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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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ep 4. 輸入相關之申請資料後，點選上方之「新增資料」即可。若希

望收到新的論文通知，請參閱 Step 5。 

 
 

欄位說明： 

1. 版面選擇：可選擇系統預設的背景，亦可透過「上傳」功能，上

傳自己設計的背景圖片( 背景圖大小為 1280px * 404px )。 
2. 主題示意圖：代表主題館的縮圖，示意圖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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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ep 5. 於主題館列表清單中，選擇對應主題館的「加入到我的研究偏

好(SDI)」選項，輸入相關資料後，按下「儲存」鍵即可。系

統會依設定日期，定期將符合關鍵字的相關論文寄給您參考。 

 
 

 
欄位說明： 

1. e-mail：設定可收到通知的電子郵件。 
2. SDI 名稱：電子郵件的標題。 
3. SDI 執行週期(單位為天)：設定系統執行此通知的週期，若設定

為 7 天，擇系統會每隔 7 天檢查是否有新增資料，若有新增資料，

則寄出通知。 
4. 無新到資訊是否要通知：若無符合條件的新增資料時，是否仍要

寄空白的信件給訂閱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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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主題館資料維護 
(1) 資料新增 

Step 1. 主題館申請審核通過後，始可將資料新增至主題館中（若要

申請主題館，請參考前一小節），且新增時須先登入系統才

可使用。請點選系統上方之登入功能。 
Step 2. 輸入帳號、密碼、驗證碼後，按下「登入」鍵以登入系統。 

 
 

Step 3. 於檢索列表中，選擇要加入主題館的資料後，點選右方的「我

的主題館」選項，選擇要加入的主題館後，按下「儲存」鍵

即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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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資料刪除 
Step 1. 主題館資料刪除時須先登入系統才可使用。請點選系統上方

之登入功能。 
Step 2. 輸入帳號、密碼、驗證碼後，按下「登入」鍵以登入系統。 

 
 

Step 3. 點選上方之「我的研究室」功能，選擇進階會員功能中的「主

題館」後，於列表選擇要維護主題館中的「顯示內容」選項，

系統會將該主題館資料列在下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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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ep 4. 選擇要刪除的主題館資料後，按下上方的「移除」鍵即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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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線上問卷 

1. 線上問卷申請 
Step 1. 因線上問卷屬於會員功能，故須以會員帳號登入系統才可使

用。請點選系統上方之登入功能。 
Step 2. 輸入帳號、密碼、驗證碼後，按下「登入」鍵以登入系統。 

 
 

Step 3. 點選上方之「我的研究室」功能，選擇進階會員功能中的「問

卷專區」後，選擇畫面上方的「申請線上問卷」選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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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ep 4. 輸入相關之申請資料後，點選上方之「新增資料」即可。 

 
 
Step 5. 問卷列表可檢視問卷申請狀態，待新申請之問卷內容經國圖審

核通過後，便可正式上網公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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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線上問卷內容新增與維護 
Step 1. 點選「修改」即可開始問卷的編輯。 

 
 

Step 2. 點選 (修改資料)，可修改問卷主題、說明及問卷開始和結束

日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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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ep 3. 點選  (基本資料設定)，點選「增加題目」，可設定所需調

查對象之基本資料欄位，與選擇題目形式(必填、非必填、單

選、複選、單行填寫、多行填寫)，點選「修改儲存」即可。 

 
 

 
 

 
 

Step 4. 點選  (題目設定)，可增加題目、增加段落或增加說明，設

定完成後點選「修改儲存」即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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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說明、段落、題目形式圖示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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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ep 5. 若問卷題目中有跳題之需求，可點選  (跳題設定)，可經由

下拉式選單進行設定，設定完成後點選「修改儲存」即可。 
 

 
 

 



國家圖書館「臺灣博碩士論文知識加值系統」                                       教育訓練講義 
 

 24 

Step 6. 題目設定完成後，可點選欲預覽問卷後方  (問卷預覽)即可。 

 
 
 

Step 7. 問卷調查完畢後，可點選 觀看問卷填寫之基本資料統計。 

 
Step 8. 點選 可檢視問卷填答內容，亦可下載 Excel、Word 資料或

直接進行列印問卷統計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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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社群分享 
1. 推文 

Step 1. 使用系統檢索功能找到所需論文後，進入詳目畫面中，可利用

畫面上方的推薦功能，直接將本篇論文推文至熱門的社群網站

( Facebook、Google+、Twitter )。 

 
  

2. 網路書籤 
Step 1. 使用系統檢索功能找到所需論文後，進入詳目畫面中，可利用

畫面下方的網路書籤功能，直接將本篇論文分享至著名的書籤

網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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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書目計量 

(1) 直接分析 
Step 1. 書目計量為會員功能，請先登入系統。 
Step 2. 登入系統後，點選上方之「我的研究室」功能，點選「書目計

量」功能後，再選擇所要分析資料夾之「書目計量輸出」功能。 

 
Step 3. 於跳出之畫面中，可瀏覽相關之書目計量統計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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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瀏覽之前分析的結果 
Step 1. 書目計量為會員功能，請先登入系統。 
Step 2. 登入系統後，點選上方之「我的研究室」功能，點選「我的專

案管理」功能。 

 
Step 3. 於跳出之畫面中，先選擇要觀看的書目計量分析，再按下「切

換專案」即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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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 同義詞檢索 

Step 1. 使用簡易查詢功能中輸入查詢字串，點選右方的「查詢自詞擴

展功能」。 

 
 

Step 2. 系統會列出相關的同義詞供讀者參考，確認無誤後，按下

「Search」鍵即可進行論文查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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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 我要授權 

Step 1. 使用系統檢索功能找到所需論文後，進入詳目畫面中，點選畫

面上方的「我要授權」功能，於跳出的視窗中輸入相關資料後，

按下「寄出」鍵即可，授權完成後，會有專人聯絡相關授權事

宜。 
註：請記得下載授權書，並於授權書上簽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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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  審核通過論文退回機制
	Step1. 登入系統後，點選研究生資料維護中的「研究生帳號」。選擇要退回論文的研究生，並點選該研究生右方之「審核退回」功能。
	Step2. 於跳出之視窗中，輸入相關資料後，按下「寄出」鍵即可。

	(五)  機構典藏單筆匯出
	Step1. 登入系統後，點選建檔論文維護中的「機構典藏匯出功能」。輸入要匯出的論文編號，並點選「匯出資料」鍵即可。

	(六) 學校系所別名維護
	1. 學校別名維護
	Step1. 點選主功能選單中的「學校/系所名稱維護」。再選擇畫面中學校別名維護功能。
	Step2. 於跳出之視窗中，輸入學校別名，再按下「確定儲存」鍵即可。若有多個別名，可按「增加欄位」鍵依序新增。

	2. 系所別名維護
	Step1. 點選主功能選單中的「學校/系所名稱維護」。再選擇畫面中系所別名維護功能。
	Step2. 於跳出之視窗中，輸入系所別名，再按下「確定儲存」鍵即可。若有多個別名，可按「增加欄位」鍵依序新增。


	(七) 自訂操作手冊
	學校可自行製作操作手冊，完成後將檔案寄給國家圖書館博碩士論文系統承辦人員( hunter@ncl.edu.tw )，承辦人員可置換預設的操作手冊( 研究生、系所管理者手冊皆可置換 )。

	(八) 多重管理帳號
	學校可申請審核者帳號，審核者僅可使用「研究生論文審核」、「論文進度查詢（點收）」兩個功能。

	(九) 中英文專屬授權書
	若學校需自行定義中英文版授權書，可將授權書內容寄給國家圖書館博碩士論文系統承辦人員( hunter@ncl.edu.tw )，承辦人員可置換預設的授權書。


	二、  國家圖書館臺灣博碩士論文知識加值系統新增功能
	(一) 行動版
	系統會判斷使用裝置類型，若為行動裝置( 手機或平版電腦 )則自動導引至Mobile版本頁面。
	Step1. 點選「進入」功能。
	Step2. 點選「行動版」或「論文查詢」功能。
	Step3. 輸入查詢詞並設定相關查詢條件後，按下「查詢」鍵。
	Step4. 點選要瀏覽的論文，可進一步查看論文的詳細資料。若有右方之書籍圖示，表示此論文有電子全文。若要下載電子全文可參考Step 4。
	Step5. 選擇要下載的論文，並點選右方的書籍圖示。
	Step5-1. 輸入會員帳號、密碼及驗證碼後，點選「登入」，並於詳目畫面中選擇「電子全文」連結。
	Step5-2. 輸入驗證碼後，點選「我同意」。
	Step5-3. 點選「電子全文」連結即可。

	(二)  主題館
	1. 主題館申請
	Step 1. 因主題館屬於會員功能，故須以會員帳號登入系統才可使用。請點選系統上方之登入功能。
	Step 2. 輸入帳號、密碼、驗證碼後，按下「登入」鍵以登入系統。
	Step 3. 點選上方之「我的研究室」功能，選擇進階會員功能中的「主題館」後，選擇畫面上方的「申請主題館」選項。
	Step 4. 輸入相關之申請資料後，點選上方之「新增資料」即可。若希望收到新的論文通知，請參閱Step 5。
	欄位說明：
	Step 5. 於主題館列表清單中，選擇對應主題館的「加入到我的研究偏好(SDI)」選項，輸入相關資料後，按下「儲存」鍵即可。系統會依設定日期，定期將符合關鍵字的相關論文寄給您參考。
	欄位說明：

	2.  主題館資料維護
	(1) 資料新增
	Step 1. 主題館申請審核通過後，始可將資料新增至主題館中（若要申請主題館，請參考前一小節），且新增時須先登入系統才可使用。請點選系統上方之登入功能。
	Step 2. 輸入帳號、密碼、驗證碼後，按下「登入」鍵以登入系統。
	Step 3. 於檢索列表中，選擇要加入主題館的資料後，點選右方的「我的主題館」選項，選擇要加入的主題館後，按下「儲存」鍵即可。

	(2) 資料刪除
	Step 1. 主題館資料刪除時須先登入系統才可使用。請點選系統上方之登入功能。
	Step 2. 輸入帳號、密碼、驗證碼後，按下「登入」鍵以登入系統。
	Step 3. 點選上方之「我的研究室」功能，選擇進階會員功能中的「主題館」後，於列表選擇要維護主題館中的「顯示內容」選項，系統會將該主題館資料列在下方。
	Step 4. 選擇要刪除的主題館資料後，按下上方的「移除」鍵即可。



	(三)  線上問卷
	1. 線上問卷申請
	Step 1. 因線上問卷屬於會員功能，故須以會員帳號登入系統才可使用。請點選系統上方之登入功能。
	Step 2. 輸入帳號、密碼、驗證碼後，按下「登入」鍵以登入系統。
	Step 3. 點選上方之「我的研究室」功能，選擇進階會員功能中的「問卷專區」後，選擇畫面上方的「申請線上問卷」選項。
	Step 4. 輸入相關之申請資料後，點選上方之「新增資料」即可。
	Step 5. 問卷列表可檢視問卷申請狀態，待新申請之問卷內容經國圖審核通過後，便可正式上網公布。

	2.  線上問卷內容新增與維護
	Step 1. 點選「修改」即可開始問卷的編輯。
	Step 2. 點選(修改資料)，可修改問卷主題、說明及問卷開始和結束日期。
	Step 3. 點選  (基本資料設定)，點選「增加題目」，可設定所需調查對象之基本資料欄位，與選擇題目形式(必填、非必填、單選、複選、單行填寫、多行填寫)，點選「修改儲存」即可。
	Step 4. 點選 (題目設定)，可增加題目、增加段落或增加說明，設定完成後點選「修改儲存」即可。
	Step 5. 若問卷題目中有跳題之需求，可點選 (跳題設定)，可經由下拉式選單進行設定，設定完成後點選「修改儲存」即可。
	Step 6. 題目設定完成後，可點選欲預覽問卷後方 (問卷預覽)即可。
	Step 7. 問卷調查完畢後，可點選觀看問卷填寫之基本資料統計。
	Step 8. 點選可檢視問卷填答內容，亦可下載Excel、Word資料或直接進行列印問卷統計資料。


	(四)  社群分享
	1. 推文
	Step 1. 使用系統檢索功能找到所需論文後，進入詳目畫面中，可利用畫面上方的推薦功能，直接將本篇論文推文至熱門的社群網站( Facebook、Google+、Twitter )。

	2. 網路書籤
	Step 1. 使用系統檢索功能找到所需論文後，進入詳目畫面中，可利用畫面下方的網路書籤功能，直接將本篇論文分享至著名的書籤網站。


	(五) 書目計量
	(1) 直接分析
	Step 1. 書目計量為會員功能，請先登入系統。
	Step 2. 登入系統後，點選上方之「我的研究室」功能，點選「書目計量」功能後，再選擇所要分析資料夾之「書目計量輸出」功能。
	Step 3. 於跳出之畫面中，可瀏覽相關之書目計量統計資料。

	(2) 瀏覽之前分析的結果
	Step 1. 書目計量為會員功能，請先登入系統。
	Step 2. 登入系統後，點選上方之「我的研究室」功能，點選「我的專案管理」功能。
	Step 3. 於跳出之畫面中，先選擇要觀看的書目計量分析，再按下「切換專案」即可。


	(六) 同義詞檢索
	Step 1. 使用簡易查詢功能中輸入查詢字串，點選右方的「查詢自詞擴展功能」。
	Step 2. 系統會列出相關的同義詞供讀者參考，確認無誤後，按下「Search」鍵即可進行論文查詢。

	(七)  我要授權
	Step 1. 使用系統檢索功能找到所需論文後，進入詳目畫面中，點選畫面上方的「我要授權」功能，於跳出的視窗中輸入相關資料後，按下「寄出」鍵即可，授權完成後，會有專人聯絡相關授權事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