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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陽明交通大學學位論文延後公開處理辦法 

110年 6月 2 日本校 109 學年度第 5 次行政會議通過 

 

第一條 本辦法依「學位授予法」訂定之。 

第二條 本校碩士、博士學位論文（以下簡稱學位論文）之公開處理依著作權法第 15條第

2項第 3款規定，「依學位授予法撰寫之碩士、博士論文，著作人已取得學位者」，

「推定著作人同意公開發表其著作」。學位論文以公開為原則，以利學術流通及分

享。 

第三條 學位論文涉及機密、專利事項或依法不得提供者，經指導教授及系所主管認定後，

得以一定期間內不公開（簡稱延後公開）。 

第四條 若有延後公開學位論文需求，須於繳交學位論文時同時填具延後公開申請書（附件

一），敘明理由及其相關證明，經研究生、指導教授親筆簽名，並加蓋系所戳章辦

理。申請延後公開以一次為限，若繳交學位論文時未同時申請，視同同意立即公

開，不得再申請延後處理。 

第五條 延後公開須訂定合理期限，請依實際需求設定延後公開日期，自申請日期起算至多

三年，若超過三年或未填寫延後公開日期者，一律以三年期限辦理。 

第六條 學位論文電子檔若同意依著作權法規定授權重製、公開傳輸，或其他涉及著作權之

行為者，得檢附親筆簽名之學位論文電子檔著作權授權書（附件二）送交圖書館處

理。 

第七條 本辦法由行政會議通過後實施，修正時亦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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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陽明交通大學博碩士學位論文【延後公開】申請書 

Application for Embargo of Thesis/Dissertation 
 

申請日期：中華民國_____年_____月_____日 

Application Date:             /        /         (YYYY/MM/DD) 

申請人姓名 
Applicant Name  學位類別 

Graduate Degree 
□碩士 Master 
□博士 Doctor 

畢業年月 
Graduation Date 

(YYYY/MM) 

民國     年    月 
            /         

學號 
Student ID  系所名稱 

Department 
 
 

聯絡電話 
Telephone  電子郵件 

Email  
論文名稱 

Thesis/Dissertation Title 
 
 

延後公開原

因 Reason for 
embargo 

□準備申請專利或投稿： 
Filing for patent registration or submission for publication 

□涉及國家機密，請說明：                                
Contains information pertaining to the national secret.  Please specify. 

□依法不得提供，請說明：                                
Withheld according to the law.  Please specify. 
 

公開日期 

Delayed 

Until 

民國    年    月    日                        
 
 

            /        /          
       (YYYY/MM/DD) 

申請人簽名： 
Applicant Signature: ____________________ 

指導教授簽名： 
Advisor Signature: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系所審議章戳： 
Seal of the Department: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說明】 
1. 以上所有欄位請據實填寫並檢附證明文件，缺項或簽章不全，恕不受理。 
2. 延後公開須訂定合理期限，請依實際需求設定延後公閞日期，自申請日期起算至多1年，若超過1年或未填寫

延後公開日期者，一律以1年期限辦理。 
 
【Notes】 
1. Please fill in all blanks.  The application form will not be accepted for processing until all information, signatures, 

and stamps are included. 
2. The delay should be a reasonable period of no more than 1 year.  If the applicant fills in a date that creates a period 

longer than 1 year, the delayed period for public viewing period will be fixed at 1 year. 

  

(附件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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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陽明交通大學博碩士學位論文電子檔著作權授權書 

 

本授權書所授權之學位論文，為本人於國立陽明交通大學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學系 

_______________________組，  ______學年度第____學期取得博碩士學位之論文。 

 

論文題目： 

 

指導教授： 

 

本人授權將本著作以非專屬、無償授權國立陽明交通大學、台灣聯合大學系統圖書館及國家

圖書館。 

 

論文上載網路公開之範圍及時間： 

中英文摘要  必需公開 

論文全文於本校及台灣聯合大學系統區域網路 

 □ 立即公開 

□ 於___年___月___日公開 

□ 不公開 

論文全文於國家圖書館內部網路 

□ 立即公開 

□ 於___年___月___日公開 

□ 不公開 

論文全文於校外網際網路 

 □ 立即公開 

□ 於___年___月___日公開 

□ 不公開 

 

說明: 基於推動「資源共享、互惠合作」之理念與回饋社會及學術研究之目的，得不限地

域、時間與次數，以紙本、光碟或數位化等各種方式收錄、重製與利用；於著作權法

合理使用範圍內，讀者得進行線上檢索、閱覽、下載或列印。 

 

 

授權人 :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親筆簽名） 

 

 

中華民國     年     月     日 

 

(附件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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