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3 年校際傑出博碩士論文授權暨發表會」
報 名 注 意 事 項
102.03.28

一、活動名稱：
「2013 年校際傑出博碩士論文授權暨發表會」
二、活動目的：為推廣論文授權公開之觀念，以及提供南部地區大專校院師生互相觀
摩研究論文發表及指導學生論文之技巧及教學，提昇南部地區之學術研發能量。
三、預期達成效果
1.

經由授權電子檔論文全文給研究生所屬學校圖書館及國家圖書館之學術公開
事宜，以達宣導尊重智慧財產權相關規範。

2.

國家圖書館負有典藏國家文獻資料之重要國家級單位，由國家圖書館頒發參
與論文發表之同學論文公開發表證明書，可說是極高榮譽；一則推廣論文授
權全文公開觀念，二則同時表示對學生在校研習成果肯定，於未來學生畢業
後之再研究或謀職，都具有加分效果。

3.

參與學校透過博碩士生論文的公開發表互相觀摩及同質研究之相互研討，奠
定學術研究的基礎與知識的傳播，並增加各參與學校之學術研究成果曝光率。

四、時間：102 年 5 月 31 日(星期五)
五、地點：南臺科技大學
六、主辦單位：南臺科技大學、國家圖書館
七、協辦單位：文藻外語學院圖書館、中華醫事科技大學圖書館、正修科技大學圖書
館、美和科技大學圖書館、國立屏東科技大學圖書館、國立屏東商業技術學院圖
書館、國立高雄應用科技大學圖書館、慈惠醫護管理專科學校圖書館。(依筆劃)
八、報名資格：
1.

凡南區技專校院各校及嘉義(含)以南大學校院之碩士在學、應屆畢業或畢業
2 年內之學生皆可。
（註：2013 年論文發表只限於碩士論文，不含博士論文。）

2.

所發表論文需授權全文電子檔給國家圖書館及畢業學校圖書館，並將全文公
開於國家圖書館建置之「臺灣博碩士論文知識加值系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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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由各校自行推選五大領域代表，各校所推選代表即取得參加資格。各校各領
域代表人數，依該領域研究所數而定，即 1~3 所為 1 人，4~6 所為 2 人，7~9
所為 3 人，以每增 3 所增加代表 1 人為原則。

九、論文發表者注意事項：
1.

論文發表者請先於 102 年 4 月 30 日前將推薦報名表及國家圖書館授權書(電
子檔)寄至南臺科技大學圖書館邱棠毅先生 E-mail: tangyi@mail.stust.edu.tw
始完成報名手續，推薦報名表及授權書請參見附件。

2.

論文發表者當天須自行攜帶論文簡報檔以利簡報。同時請於 102 年 5 月 29 日
前將簡報電子檔寄至南臺科大圖書館邱棠毅先生，

E-mail:

tangyi@mail.stust.edu.tw 作為備份之用。
3.

論文發表者請繳交論文全文公開授權書、影音授權書、個人資料蒐集聲明及
隱私權政策同意書。

4.

請穿著正式服裝：論文發表者於當日將接受由國家圖書館館長頒發傑出論文
見證書。

十、論文發表者之學校圖書館協助事項：
1.

各校請推選人員出席 5 月 31 日(五)開幕典禮貴賓、各場次主持人及講評老師。

2.

各參與學校請依照所分配之發表論文人數，推薦參加碩士論文發表之學生。各
校推薦請於 102 年 4 月 30 日前，彙寄電子檔推薦報名表及國家圖書館論文授
權書至南臺科技大學圖書館邱棠毅先生 E-Ｍail: tangyi@mail.stust.edu.tw，郵件
主旨: 報名論文發表。推薦表包含發表論文學生照片 1 張(電子檔，如附件)。

3.

若報名參加論文發表人數超過大會預定名額，則由主辦及協辦單位委員篩選。

4.

為能達到校際論文指導相互觀摩之效，敬邀發表者之指導教授一併出席指導。

5.

論文發表會場於南臺科技大學，並依不同學院採異地同步方式進行。

6.

歡迎參與學校帶領學生觀眾蒞臨觀摩，議程場次視參與論文發表人數安排後另
行公布；原則上每場次主持人時間為 5 分鐘，每位發表者報告時間為 10~15 分
鐘，時間到前 2 分鐘按鈴一短聲。每場次有 15 分鐘講評時間。
2

［附件一］報名表

個人資料蒐集聲明及隱私權政策同意書
一、本館(南臺科技大學圖書館)取得您的個人資料將用於本次活動，在個人資料保
護法及相關法令之規定下，同意蒐集、處理及利用您的個人資料。除非取得您
的同意或其他法令之特別規定，絕不會將您的個人資料揭露於第三人或使用於
本活動以外之其它用途。
二、您同意本館以您所提供之個人資料確認身分、進行連絡、提供本館相關服務及
資訊，以及其他隱私權保護政策規範之使用方式。
三、若您所提供之個人資料，經檢舉或本館發現不足以確認您的身分真實性，或涉
及其他個人資料冒用、盜用、資料不實等情形，本館將取消報名資格。

□ 我同意 (請勾選)

請簽名

報名表
(A) 論文發表者填寫

填寫日期:

參賽者中文姓名：

手機：

參賽者英文姓名：

聯絡電話：

就讀校系：

E-Mail：

□在學中：□ 博士班
□ 碩士班

年級
年級

參賽領域：□ 理、工
□ 設計

年

□已畢業(限碩士)：
□ 商管
□ 生物醫農

月

日

學年
□ 人文社會

論文中文名稱：
發表論文
論文英文名稱：
指導教授：
(B) 指導教授填寫
●本人確認：
□ 參賽者為本校(畢業)碩士生。
□ 參賽論文係由參賽者撰寫完成。
指導教授簽章：

日期:

備

註：

英文姓名請勿縮寫，名字在前，姓氏在後，例如 Ming-Hsiu Hsieh

指導教授不只一位時，指導教授簽章僅以一人代表

請參加者務必用電腦打字繕打此表（以免發生辨識錯誤），再行列印、簽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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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二］授權書

國家圖書館博碩士論文電子檔案上網授權書
本授權書所授權之論文為授權人在_____________ 大學(學院)_______系所_______組
______學年度第_____學期取得____士學位之論文。

論文題目：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指導教授：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茲同意將授權人擁有著作權之上列論文全文(含摘要)，提供讀者基於個人非營利性質
之線上檢索、閱覽、下載或列印，此項授權係非專屬、無償授權國家圖書館及本人畢
業學校之圖書館，不限地域、時間與次數，以微縮、光碟或數位化方式將上列論文進
行重製，並同意公開傳輸數位檔案。

□校內外立即開放
□校內立即開放，校外於

年

□校內於於

日；校外於

年

月

月

日後開放
年

月

日後開放

□上列論文為授權人向經濟部智慧財產局申請專利之附件或相關文件之一（專利申請案
號：

)，請於

年

□因上列論文尚未正式對外發表，請於

月

日後再將上列論文公開或上載網路。

年

月

日後再將論文數位化檔案上載網路

公開。

□其他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授權人：
親筆簽名或蓋章：_____________________

民國___年___月___日

E-Mail：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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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師指導論文及研究發表經驗與策略分享活動~

「2013 年校際傑出博碩士論文授權暨發表會」
Outstanding Theses Presentation：To Publicize Theses, To Disseminate Knowledge
指導單位：教育部
主辦單位：國家圖書館、南臺科技大學
協辦單位：文藻外語學院、中華醫事科技大學、正修科技大學、美和科技大學、國立
屏東科技大學、國立屏東商業技術學院、國立高雄應用科技大學、慈惠醫
護管理專科學校
日
期：中華民國 102 年 05 月 31 日（星期五）
地
點：開幕—南臺科技大學修齊大樓圖書資訊館 13 樓國際會議廳
理工領域發表會場—南臺科技大學圖書資訊館 13 樓國際會議廳第二會議室
生物醫農領域會場—南臺科技大學圖書資訊館 13 樓國際會議廳第三會議室
商管領域發表會場—南臺科技大學圖書資訊館 6 樓修齊講堂
人文社會學院發表會場—南臺科技大學圖書資訊館圖書資訊館 3 樓微縮教室
數位設計學院發表會場—南臺科技大學藝文中心 1 樓簡報室
主持人 Moderator
時間 Time
活動內容 Topics
場地 Place
／ 貴賓 Guest
報到 Registration
9:00~9:30
主持人：
南臺科技大學
戴校長 謙
南臺科技大學
開幕典禮 Opening Ceremony
國家圖書館
9:30~10:00
修齊大樓
曾館長 淑賢
貴賓：
圖書資訊館
各校貴賓致詞
13 樓國際會議廳
頒發見證書及感謝狀
國家圖書館
10:00~10:30
Presenting Certificates for
曾館長 淑賢
Theses in Public
從「臺灣博碩士論文知識加值系統」分析 100
國家圖書館
10:30~11:00 學年度熱門排行統計
王助理編輯宏德
The Top Ranking statistical analysis of 100
academic year from the NDLTD-Taiwan system

11:00~11:10

11:10~12:10

12:10~13:30

13:30~17:00

17:00~

休息 Break
理工領域會場：
修齊大樓 13 樓
國際會議廳第二會議室

論文發表 Degree’s Paper Presentation
理工領域第 1 場次發表
商管領域第 1 場次發表
生物醫農領域第 1 場次發表
人文社會領域第 1 場次發表
數位設計領域第 1 場次發表
午餐 Lunch

商管領域發表會場：
修齊大樓 6 樓修齊講堂
生物醫農領域會場：
修齊大樓 13 樓
國際會議廳第三會議室

論文發表 Degree’s Paper Presentation
理工領域第 2~4 場次發表
商管領域第 2~4 場次發表
生物醫農第 2~4 場次發表
人文社會學領域第 2~4 場次發表
數位設計領域第 2~4 場次發表

人文社會領域會場：
修齊大樓 3 樓微縮室
數位設計領域會場：
藝文中心 1 樓簡報室

賦歸 End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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