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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公共資訊圖書館 

獎助博碩士圖書資訊學位論文作業要點 

                                                          中華民國96年6月27日以中圖研字第09600020472號令發布 

                                                                          中華民國97年4月28日以中圖研字第09700013272號令修正 

                                                                          中華民國99年4月22日以中圖研字第09900014382號令修正 

                                                                         中華民國100年11月8日以中圖研字第10000052963號令修正 

                                                                       中華民國101年11月02日以中圖研字第10100047212 號令修正 

中華民國103年11月13日以資圖研字第10300056821號令修正 

中華民國105年2月5日以資圖研字第10500006381號令修正 

中華民國106年1月12日以資圖研字第10600000431號令修正 

中華民國111年3月23日以資圖研字第 1110001216A 號令修正 

 

 

 

一、國立公共資訊圖書館(以下簡稱本館)為鼓勵圖書資訊學相關研究及發表研究成

果，以累積圖書資訊研究文獻，特訂定本要點。 

二、獎助對象及名額 

（一）獎助對象為國內各大學院校撰寫有關圖書資訊學位論文並已完成學位論

文畢業之博士、碩士。 

（二）獎助名額為博士每年以不超過二名為原則，碩士每年以不超過八名為原

則。 

（三）申請獎助之博、碩士論文以申請期限截止日前二年內完成(以畢業證

書日期為準)之作品為限，且同一作品不得重複申請獎助。申請人若

以同一學位論文申請其他單位獎（補）助中，應於申請時據實填

載，供本館評審時參酌。 

（四）為鼓勵學位論文改寫發表，申請獎助之博、碩士論文改寫發表於國內

外圖書資訊學相關期刊或研討會論文集者，亦給予以獎助。 

三、研究範圍︰以圖書資訊學相關研究為原則，例如公共圖書館及中小學之圖書資

訊管理、數位圖書館、公共圖書館經營管理、資訊素養與圖書館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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育、資訊科學、傳播科技、閱讀推廣等。 

四、申請時間及文件 

（一）申請時間：每年六月一日起至同年七月三十一日止，以電子郵件寄送為

憑，逾期不予受理。 

（二）申請文件：申請人需以電子郵件傳送申請表繕打姓名之 MS Word 檔及

簽名掃描之 PDF 檔（附件一）、學位證書之掃描 PDF 檔、經學校審核

通過並已繳交學校典藏之博碩士論文之 PDF 檔、已改寫學位論文發表

之期刊或會議論文之 PDF 檔、不重複申請獎助切結書之簽名掃描 PDF

檔(附件二)、學位論文電子書授權表之簽名掃描 PDF 檔(附件三)、個

人資料同意書之簽名掃描 PDF 檔(附件四)及繳交文件核對清單之簽名

掃描 PDF 檔(附件五)。所有申請文件，本館恕不退還。 

（三）申請獎助之學位論文，以中文撰寫為原則；以外文撰寫者，申請時須檢

附中文提要 PDF檔。 

五、評審方式及公布時間 

（一）資格審查：由本館就申請資格及申請文件是否齊備，學位論文是否與獎

助主題相關進行資格審查。 

（二）論文審查：本館聘請相關學者專家三至五名組成評審小組進行書面評審

及召開評審會議。如申請人為評審委員所屬系所畢業生，該

評審委員於評審時，應自行迴避。 

（三）公布時間：於當年度九月底前以書面通知得獎者並於本館網站公告得

獎名單。 

（四）為避免重複獎助，申請人如已獲其他單位或機構之獎助，不予獎助；若

獲本獎助後發現有重複獎助情形，將取消獎助並追回已撥付之獎助金。 

（五）本館公布入選名單後一週內，獲入選者須繳交三本紙本學位論文，供本

館存檔及典藏供讀者借閱；亦須提供未加密之學位論文 PDF 檔，須於書

名頁之後插入口試委員會審定書及「本論文獲  年度國立公共資訊圖書館

博（碩）士論文研究獎助」字樣。 

六、獎助金額及支付方式 

通過評審之申請人，由本館提供獎助金，其金額及支付方式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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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博士學位論文之獎助金額為新臺幣五萬元(含稅)，於申請獎助截止日前二年

內已完成學位論文改寫並發表於國內外圖書資訊相關期刊或會議論文集，

全額獎助金五萬元一次撥付，未改寫論文發表者，撥付獎助金四萬元。 

(二)碩士學位論文之獎助金額為新臺幣三萬元(含稅)，於申請獎助截止日前二年

內已完成學位論文改寫並發表於國內外圖書資訊相關期刊或會議論文集，

全額獎助金三萬元一次撥付，未改寫論文發表者，撥付獎助金二萬元。 

(三)領款前，受獎助者應檢送領據至本館，俾憑撥款；領據上需載明論文題目、

獎助金額、領款人姓名、出生年月日、身分證字號及戶籍與通訊地址，並

親自簽名。 

(四)通過評審之申請人應於接獲通知後十日內檢據請領獎助金，逾期視同放棄。 

七、本館舉辦相關學術研討會時，受獎助者有受本館邀請線上或實體發表其受獎助

論文之義務，發表受獎助論文時亦須提及「本論文獲  年度國立公共資訊圖書館

博（碩）士論文研究獎助」等說明。 

八、受獎助者應保證所完成之著作係自行創作，並未侵害他人權益或其他違反法令

之情事。如有侵害或違反情事，受獎助者應負責處理，概與本館無涉；受獎助

者除應返還已撥付之奬助金外，亦不得再申請獎助。 

九、受獎助之論文，其著作權為受獎助者享有，本館得不限地域、時間、次數，公

開展示、傳輸受獎助者之論文著作全部內容之權利，不須另行支付授權費用；

發表在本館的刊物或網站上時，受獎助者有配合本館要求改寫或修正之義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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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一 

國立公共資訊圖書館 

獎助博碩士圖書資訊學位論文申請表 

申 請 人  出生日期 民國   年   月   日 

身分證字號 

(附正反面影本) 
 性別 □男 □女 

申請項目 
□博士論文 

□碩士論文 
論文題目  

通 訊 處 

公 地址： 電話： 

宅 地址： 電話： 

電子信箱  

行
動
電
話 

 

學歷 

(附學位證書影本) 

校名 系所 畢業年月 

碩士    

博士    

申請獎助論文

之指導教授 

校名及系所 指導教授姓名 

  

論文提要 
1、論文通過口試日期：民國     年    月    日 
2、論文字數：                字(不含標點符號) 

3、研究圖書資訊學相關之議題：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  

同一論文獲獎

(補)助紀錄 

□未獲其他單位獎（補）助 
□申請中 
  獎（補）助單位：                                   

  獎（補）助名稱：                                   

  獎（補）助時間：                                   

  獎（補）助金額：                                   

  申請時間：                                         

茲保證申請獎助論文之內容未有抄襲、改作、侵權等違反學術倫理或著作權相關法

規之情事，否則 貴館有權取消本人申請及獎助資格。 

                                       申請人簽章：                                                                   

                                       申請日期：民國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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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二 

國立公共資訊圖書館獎助博碩士圖書資訊學位論文切結書 

 

本人 以學位論文題目_______________________於  年  月 日向國立公共資訊圖書

館申請「___年度獎助博碩士圖書資訊學位論文」，同意依照貴館規定，經貴館審核

獲得獎助者，不得以同一論文內容再領取其他單位之獎（補）助。 

特此切結 

此致 

國立公共資訊圖書館 

具結人﹕        (簽章) 

身分證字號﹕ 

地址﹕ 

電話﹕ 

民國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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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三 

國立公共資訊圖書館 

獎助博碩士圖書資訊學位論文電子書授權表 

論文名稱  

作者姓名  

身分證字號 

（護照號碼） 
 出生年月日 年   月   日 

聯絡電話 （O）           (H）           行動電話 

聯絡地址  

E-MAIL  

論文簡介  

論文關鍵字  

著作權授權 

依著作權法之規定，著作財產權人享有重製權、公開演出、播
送、傳輸等相關權利，就利用人而言，除非屬於使用程度輕微
之「合理使用」外，否則原則上應獲得著作財產權人之授權，
始能合法利用他人著作。 

授權期限 永久。 

授權檔案格式 未保全之 PDF檔。 

授權 copy數 三個 copy數。 

其他 
允許國立公共資訊圖書館進行學位論文電子書格式轉製(例如
將 PDF轉製為系統加密之檔案格式)。 

授權人：          簽章    

             民國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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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四 

國立公共資訊圖書館個人資料同意書 

 

國立公共資訊圖書館（以下稱本館）依據個人資料保護法（以下稱個資法）第八
條規定，應向台端告知下列事項，請台端詳閱： 

一、蒐集之目的：適用於台端申請本館獎助博碩士圖書資訊學位論文及獲獎助後將其學位

論文授權本館作為電子書館藏所涉及個人資料蒐集、處理與利用行為。 

二、蒐集之個人資料類別：台端於本館相關公務申請書等文件所填載或與本館公務往來期

間所產生屬於個資法第二條所定義之「個人資料」。 

三、個人資料利用之期間、地區、對象及方式  

（一）期間：個人資料蒐集之特定目的存續期間、依相關法令或契約約定資料之保存

所訂保存年限（如：檔案法等）或本館因執行公務所必須之保存期間。 

（二）地區：本國。 

（三）對象： 

1.國立公共資訊圖書館。 

2.配合依法調查之機關。 

3.配合主管機關依職權或職務需要之調查或使用。 

4.基於善意相信揭露個人資料為法律所必需。 

5.台端於本館網站或依本館所指定網站所為，已違反網站服務條款，損害本館

或他人權益，本館揭露個人資料係為採取法律行為所必要者。 

6.有利於台端權益。 

7.經台端書面同意。 

（四）方式：以自動化機器或其他非自動化之利用方式。  

四、依據個資法第三條規定，台端得以書面或致電本館保有台端之個人資料得行使下列權

利：（一）查詢或請求閱覽；（二）請求製給複製本；（三）請求補充或更正；（四）請

求停止蒐集、處理、利用或（五）請求刪除。但本館依個人資料保護法之規定，保有

准駁該申請之權。 

五、台端得自由選擇是否提供相關個人資料，惟台端若拒絕提供相關個人資料，本館將無

法進行必要之審核及處理作業，致無法提供台端相關服務。 

 

□本人已詳閱國立公共資訊圖書館依個資法第八條所告知事項並清楚瞭解蒐

集、處理或利用個人資料之目的及用途。 

 

簽章：              

民國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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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五 

國立公共資訊圖書館 

獎助博碩士圖書資訊學位論文申請繳交文件核對清單 

項目 數量 申請人核對 國資圖核對 

1. 附件一：申請表(含身分證正反面影本、學位
證書掃描檔或影本「加蓋「與正本同」或其他
字樣印戳之掃描檔，畢業年月需在申請截止日
期前二年以內)，填妥簽名後掃描。 

檔名格式： 

附件一-○○○年度獎助論文申請表-王小花.doc 

附件一-○○○年度獎助論文申請表-王小花.pdf 

附件一-○○○年度獎助論文申請表-王小花-身分證正反面.pdf 

附件一-○○○年度獎助論文申請表-王小花學位證書.pdf 

一份 □符合  

□符合  

□不符合：
原因_______ 

2. 附件二：不重複申請獎助切結書(填妥簽名後
掃描) 

檔名格式： 

附件二-○○○年度不重複申請獎助切結書-王小花.pdf 

一份 □符合  

□符合  

□不符合：
原因_______ 

3. 附件三及附件四：學位論文電子書授權表、個

人資料同意書(填妥簽名後掃描) 

檔名格式： 

附件三-○○○年度學位論文電子書授權表-王小花.pdf 

附件四-○○○年度個人資料同意書-王小花.pdf 

一份 □符合  

□符合  

□不符合：

原因_______ 

4. 已繳交校方典藏之學位論文(PDF 檔)，主題為

圖書資訊學相關議題。 

檔名格式： 

○○○年度學位論文-[論文名稱]-王小花.pdf 

一份 

□符合  □符合  

□不符合：

原因_______ 

5. 學位論文改寫發表於國內外圖書資訊相關期刊

或會議論文集影印本。請依 APA格式條列刊載

之書目資料並提供 PDF 檔： 

檔名格式： 

期刊論文-[篇名]-王小花.pdf 

會議論文-[篇名]-王小花.pdf 

共__種 

□符合  

□尚未改寫

發表 

□符合  

□尚未改寫

發表 

註：本表填妥簽名後掃描，檔名格式為：附件五-○○○年度繳交文件核對清單-王小花.pdf 

 

申請人：                           簽名     日期：  年   月   日 

 

國資圖核對人員：___________________簽章    日期：   年   月   日 

          主管：___________________簽章    日期：   年   月   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