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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位論文傳統都以紙本形式收藏於各大學校院圖書館中，隨著網路傳輸與

數位檔案格式的標準化，使得各校學位論文的數位化典藏與利用逐漸成為

熱門的議題。全國性學位論文數位化典藏計畫有賴於研究生共建才能共享

學術研究資源，若能透過各校分散式的機制蒐集博碩士論文，並推動研究

生參與數位化的共建共享，將可縮短學位論文電子全文公開上網的時效，

提昇資訊檢索的效益。 本研究主要以問卷調查研究生參與學位論文共建

共享及授權全文公開上網的具體意見。其次，針對國內目前已實施學位論

文以電子檔提交並提供全文檢索服務之大學圖書館館員進行訪談，瞭解其

推動學位論文數位化的現況與所遭遇的問題，研究結果發現： 一、研究

生對學位論文數位化共建共享理念的推動，抱持相當肯定的 態度，一致

認為可加速學位論文資訊的流通與資源共享。 二、研究生尋求學位論文

數位化共建共享作業協助的管道，主要為查詢 論文建檔操作手冊與相關

網頁說明；其次是詢問同學或助教；此外 ，打電話、寄電子郵件到圖書

館詢問；或發問題至 BBS 站，也是研 究生解決問題的管道。 三、研究生

相當重視學位論文公開上網的檔案保全設定，認為禁止檔案 內容被複製

及轉貼為首要；其次是檔案必須設定保全的密碼；再其 次才是檔案禁止

被列印。 四、研究生願意授權給國家圖書館的比率最高；其次是授權給

母校圖書 館；而願意授權給國科會科資中心的比率則最低。 五、研究生

願意授權學位論文公開上網的主要原因乃提供學術研究及後 續參考、提

供學位論文資訊交流的機會、提供學位論文便捷的全文 取得管道、提供

研究成果的分享與回饋；而不願意授權的主因是擔 心學位論文太早公開

上網，易遭剽竊論文內容。 六、研究生認為學位論文授權書的內容應該

敘明被授權的單位與權益範 圍為首要；其次，提供「不同意」授權公開

上網的選項；再其次， 說明數位化重製的方式；或提供公開上網地域或

時間的選擇。 七、研究生查詢學位論文資訊除博碩士論文檢索系統外，

館藏查詢系統 也是重要的查詢管道。 八、圖書館推動研究生參與學位論

文數位化共建共享作業，可加速學位 論文資訊上網的時效；簡化圖書館

的編目流程，縮短紙本論文上架 的時間。 九、圖書館宣導學位論文數位

化共建共享作業的途徑，主要的方式在學 校與圖書館的網頁上宣傳、編

製論文建檔與轉檔的說明網頁、提供 轉檔軟體及電腦；其次，舉辦說明

會、辦理教育訓練、編製建檔操 作手冊、寄宣導郵件給研究生或助教；

此外，有少數圖書館也會在 BBS 設專版回覆共建共享的問題。 十、圖書

館推動學位論文數位化共建共享作業的困難，包括著作授權宣 導不易、

論文提交作業控管不周、待加強論文登錄與上傳的認證、 待處理論文轉

檔的問題、論文內容與格式審核不易、圖書館人力不 足等問題。 最後綜

合歸納研究結果，分別對圖書館、學校及研究生提出建議，以資未來其他

大學圖書館推動學位論文數位化共建共享之參考。 對圖書館的建議： 

一、加強宣導學位論文著作授權，審慎研擬公開上網授權書。 二、定期



執行學位論文書目及全文的轉檔作業。 三、加強學位論文資訊檢索系統

的推廣利用。 四、依研究生不同之學科背景，加強轉檔教育訓練課程。 

五、確實執行學位論文數位化公開上網的檔案保全規範。 對學校的建

議： 一、簡化學位論文提交作業的流程。 二、協調校內各單位的行政支

援與配合。 三、編列經費預算，支援學位論文數位化共建共享作業的推

動。 對研究生的建議： 一、參與學位論文數位化共建共享作業，同步學

習電子出版新知。 二、授權學位論文公開上網，提供研究成果的分享與

回饋。  

摘

要

(英) 

Theses and dissertations are traditionally paper-based collection in academic 

libraries. However, with the format standardization of digital file and net transport, 

digital preservation and utilization of theses and dissertations are gradually 

becoming critical. It relies on collaboration among students to execute the archiving 

project of electronic theses and dissertations (ETD), and then academic researching 

resources could be widely shared. Through cooperation of separate mechanisms in 

different colleges, and encouragement for postgraduates to join the collaborative 

building and sharing procedures, time needed for complete ETD files to be available 

on the web could be shortened, and effectiveness of information retrieval would be 

improved. The research results are based on questionnaires concerning 

postgraduates’ opinions toward their participation in the procedures of 

collaborative building and sharing, and about authorization of full-text files available 

on the web. Besides, interviews were done with librarians of the colleges where 

theses and dissertations have been submitted by digital files and full-text research 

services provided, so as to get a better understanding of current situation and 

challenges they face during the ETD promoting process. The results are as follows: 

1. Postgraduates hold a positive attitude toward promotion of ETD collaborative 

building and sharing, and believe it would accelerate flow of information of thesis 

and dissertation, and sharing of resources. 2. Postgraduates search for assistance 

about the procedures of collaborative building and sharing mainly by checking 

manual and relative descriptions on the web；secondly by inquiring course mates or 

teaching assistants; thirdly by inquiring libraries via phone or emails, or by inquiring 

on BBS. 3. The web security of digital files is of great importance to postgraduates. 

They consider prohibition of file content being copied and reposted the most 

significant. Secondly, security codes need to be set up for the files; and prohibition 

of files being reprinted is treated as the third important issue. 4. The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NCL) takes the highest percentage of students willing to give 

authorization to; while the second highest are the libraries of the colleges they 

graduated from. Percentage of permission to the Science and Technology 

Information Center (STIC) is the lowest among all. 5. To provide information for 

academic research and future reference, to get a method for communication, to have 

a channel from which full-text files could easily be obtained, and to share research 

results, postgraduates are willing to give authorization of their theses and 

dissertations being public on the web. However, they might be against the 

authorization for fear of content being pirated easily, if theses and dissertations are 

available online too early. 6. In postgraduates’ opinions, the key point to theses 



and dissertation authorization letter is to clearly state the authorized organizations as 

well as the limits and powers. Furthermore, choices of “Not Agree” to be web 

available should be provided. In addition, the letter needs to describe the methods 

used in reproduction, and indicates when and where the contents are available on the 

web. 7. Besides the Dissertation and Thesis Abstract System, postgraduates also take 

the Online Public Access Catalog (OPAC) as an important research channel. 8. By 

encouraging graduates to join the procedures of ETD collaborative building and 

sharing, libraries could increase the effectiveness of digital archiving, simplify 

library cataloging procedure, and shorten the time before paper-based theses and 

dissertations are on shelves. 9. Major ways to promote and educate postgraduates 

about the procedure of ETD collaborative building and sharing include advertising 

on websites of universities and libraries, editing web pages for instructions on files 

creation and conversion, providing conversion soft wares and computers. Other 

means include holding seminars and training courses, editing file construction 

manual, sending advertising mails to postgraduates or teaching assistants. In 

addition, a few libraries set up sections on BBS to answer the questions about 

collaborative building and sharing. 10. Obstacles concerning the promotion of 

digital archiving include: difficulties in promoting authorized property, flaws in 

submission procedures, needs in reinforcements of identification and uploading 

procedures, problems on conversion of awaited files, difficulties in approval of 

contents and formats as well as the shortage of manpower in libraries. Finally, for 

the reference of other educational institutions in their promotions of digital archiving 

projects in the future, suggestions to the library, the school, and postgraduates are 

provided according to the research results. Suggestions to the library: 1. Reinforce 

promoting authorized property, and draft the content of the authorization letter 

carefully. 2. Enforce file conversion of thesis and dissertation record regularly. 3. 

Reinforce the promotion and utilization of thesis and dissertation information 

retrieval system. 4. Reinforce training courses about file conversion according to 

each postgraduate’s academic background. 5. Enforce the security regulations of 

web publication carefully. Suggestions to the school: 1. Simplify current procedures 

in submission. 2. Coordinate administrative assistance and cooperation of different 

academic units in school. 3. Allocate Budgets for promotion of collaborative 

building and sharing project. Suggestions to postgraduates: 1. Take part in 

collaborative building and sharing project, and learn up-to-dated electronic 

publishing news. 2. Authorize web publications to share research resul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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