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進行學位考試
(學生)

1.學位論文原創性比對
報告結果予考試委員

2.評分表當日繳回系所

修改論文
(學生)

學位論文資料初審
(學生送系所審查)

1. 學位論文初稿
2. 學位考試委員審定書正本
3. 國家圖書館學位論文延後公開申請書正本+

影本+佐證資料(立即公開者無須檢附)
4. 保密同意書暨簽到表正本
5. 經指導教授親簽之論文定稿-原創性比對報告
全文掃描電子檔

6. 經指導教授親簽之論文定稿-原創性比對報告
封面頁+結果頁

圖書館審查

審查後，系統自
動寄發論文審核
結果通知信予學
生:
⚫ 通過–印紙本論
文

⚫ 不通過–更正後
送審

印製學位論文(平裝本)
(學生)

須含下列表單：
1. 學位考試委員審定書影本
2. 國家圖書館學位論文延後

公開申請書正本(立即公
開者無須檢附) 
(1本正本/1本影印)

學位論文審查
(系所送註冊組)

1. 學位論文裝訂本X2本
2. 延後公開申請書影本+佐證文件)(立即公開
者無須檢附) 

3. 保密同意書暨簽到表正本
4. (總)評分表正本
5. 經指導教授親簽之論文定稿-原創性比對報
告封面頁+結果頁

審核通過名單
(註冊組通知系所)

系所通知學生審
核結果

學生辦理離校手續
(通知後1個工作天)

學位論文資料複審
(學生送系所複審)

1. 學位論文裝訂本) X2本
(含審定書影本+延後公開申請書(1正本/1

影本)(立即公開者無須檢附) 
2. 延後公開申請書影本+佐證文件
3. 保密同意書暨簽到表正本
4. (總)評分表正本
5. 經指導教授親簽之論文定稿-原創性比
對報告全文掃描電子檔-系所備查

6. 經指導教授親簽之論文定稿-原創性比
對報告封面頁+結果頁

學位考試前置作業
(系所)

1.維護考試日期及地點
2.列印學位考試文件及聘函

1092舉行學位考試資料審查流程 (與圖書館有關的關卡)

上傳電子學位論文(學生)

1.臺北醫學大學博碩士論文系統
http://cloud.ncl.edu.tw/tmu

2.上傳電子學位論文
3.如紙本論文需申請延後公開者上

傳延後公開申請書+佐證文件
(立即公開者無須上傳)

4. 列印及上傳授權書

論文授權書
學生辦理離校手續前，
務必將親簽授權書掃描
上傳至教務資訊系統

http://cloud.ncl.edu.tw/tmu


論文上傳及繳交流程

論文轉檔

◆依系所格式規範

◆PDF要件
(浮水印\設保全)

上傳電子檔

◆註冊帳號

◆填寫基本資料

◆上傳檔案

◆選擇授權

◆列印及上傳授權
書

◆等待審查結果

列印紙本

◆列印2本紙本論
文(繳交給系所)

離校手續

◆親簽授權書上傳至
教務系統

Academic Affairs 
Information System

https://newacademic.tmu.edu.tw/


論文上傳前置準備-1

1.論文全文轉成PDF檔

2.掃描相關文件
備註: 部份系所另有自訂文件，請自行與秘書

確認有無要求其他文件
A. 考試委員審定書(中\英文)
B. 國家圖書館學位論文延後公開申請書

-如紙本論文(含國家圖書館之獨立設備電子檔)欲申請延後公開

(立即公開者無須填寫)



論文上傳前置準備-2
3.合併PDF檔，須包含以下文件(依序)

備註: 部份系所有自訂文件，請自行與秘書
確認有無要求其他文件及其置放順序

A. 封面(中、英文): 有共同指導教授者須另列，
不可列於指導教授內

B. 考試委員審定書(中\英文)
C. 國家圖書館學位論文延後公開申請書

(僅延後公開者需填寫，立即公開者無須填寫)
D. 論文本文(不含論文題目頁/封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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請確認以上文件論文題目中、英文一致



哪裡下載「校徽浮水印」?
點選：圖書館首頁>論文上傳>臺北醫學大學博碩士論文系統>

下載區>下載浮水印（TMU Watermark）

https://cloud.ncl.edu.tw/tmu/download.php
https://cloud.ncl.edu.tw/new_file_download.php?Pact=FileDownLoad&Pval=17870


校徽LOGO圖示



PDF檔案處理工具 -PDFill如何下載

• 資訊處首頁>服務項目>軟體借用與下載

http://oit.tmu.edu.tw/files/11-1002-309.php

http://oit.tmu.edu.tw/files/11-1002-309.php


PDFill PDF Tool程式功能說明



進行論文多個檔案合併-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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開啟PDFill軟體>選擇1.Merge PDF Files(合併 PDF 檔案)



進行論文多個檔案合併-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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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選[Add a PDF File]



進行論文多個檔案合併-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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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按住Ctrl用滑鼠點選要合併的檔案後，選[開啟]選擇



進行論文多個檔案合併-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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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右側的Move Up / Down可調整合併後的呈現順序，
之後選擇[Save AS]儲存檔案



進行論文多個檔案合併-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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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輸入合併後的檔案名稱



進行論文多個檔案合併-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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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開啟合併後的檔案



論文全文檔加入「校徽浮水印」-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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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開啟PDFill軟體>選擇8.Add Watermark by Image(加入圖片浮水印)>

先選擇要添加浮水印的PDF檔案>開啟



論文全文檔加入「校徽浮水印」-2

17

• 再選擇浮水印的檔案>開啟



論文全文檔加入「校徽浮水印」-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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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再選擇圖片浮水印的檔案>開啟

1.選擇浮水印檔案
2.選Scale Size比例設定

Width :35% 
Height :35%

3.  Position選Center of
the page

4. Order選Background
5.點選Svae As存檔，輸
入儲存的檔案名稱變完
成。



論文全文檔加入「校徽浮水印」-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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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片浮水印，可以調整位置，不過沒有預覽功能，只能轉出後再看看準不準



• 開啟PDFill軟體>選擇3. Encrypt and Decrypt Options(加密\解密)>
選擇要設定保全的檔案>開啟

論文全文檔設定「保全」-1

_



1. 選Owner Password 擁有者密碼(不可以選User Password使用者密碼)

2. Encryption Level 說明:選128-bit RC4 (Acrobat 5.0 and Later)

3. Security Options 說明 : 選Printing和Screen Readers

4. 完成後選[Encrypt As]輸入新的檔案名稱後存檔

論文全文檔設定「保全」-2



• PDF會顯示(已保護)

論文全文檔設定「保全」-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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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再次確認檔案設定保全成功及文件限制摘要

論文全文檔設定「保全」-4

開啟論文檔後確認：
1.內文已嵌入浮水印
2.檔案名處有(已保全)
3.檢視保全設定內容:

-列印:允許
-複製內容用於其他協助工具:允許
-其他項目皆為:禁止



電子論文建檔與上傳



臺北醫學大學博碩士論文系統
1. 圖書館首頁

• 點選「論文上傳」

2.再點選

• 「臺北醫學大學
博碩士論文系統」
登入

臺北醫學大學博碩士論文系統



臺北醫學大學博碩士論文系統



論文上傳系統帳號申請-1

1



論文上傳系統帳號申請-2

學校 Email 帳號(學號 @tmu.edu.tw)

2

3



論文上傳系統帳號申請-3

※請注意※
1.檢查個基本資料帶入是否正確，可自行修正
2.系所名稱務必檢查無誤，若申請系所填寫錯誤，
就只能刪掉帳號全部重建。後才發現

可填寫常用Email

4

建議填寫連絡電話

109

二

5



論文上傳系統帳號申請-4

可按下此處的開始
建檔按鈕進行建檔
，若尚不需建檔可
先登出，日後再點
選論文建檔與管理
進行建檔

系統核發之
帳號密碼

完成申請後會有兩組帳號密碼，兩組皆可登入
1.使用「學號@tmu.edu.tw」帳密
2.使用系統提供的帳號

6

mailto:學號@tmu.edu.tw


論文上傳系統帳號申請-5

9

使用 1.  系統提供的帳號
2.「學號@tmu.edu.tw」帳密皆可登入

8 7



step 1 論文建檔-1

資料(修改)確認後存檔

10



step 1 論文建檔-2

切換頁籤填寫

請留意各欄位的填寫說明

論文外文名稱大小寫，必須與學位考試系統一致



【易錯欄位填寫說明】

step 1 論文建檔-3

欄位 填寫說明

外文姓名 統一以「WANG, XIAO-MING」形式撰寫

指導教授 如有共同指導教授，請點選 新增欄位，勿寫在同一欄位

口試委員 應至少3位，如指導教授亦為口試委員，請填入

論文出版年 同電子論文封面之年份

論文頁數 為電子論文最後一頁之阿拉伯數字頁碼（非PDF檔總頁數）

中/外文關鍵詞 一詞一欄，多個關鍵詞請點選 新增欄位

論文中/外文摘要 須完整填寫，且勿自行斷行（可貼至記事本整理後再貼入欄位）

目錄
須完整填寫，包含各章節及頁碼，如有圖表目錄也須填寫，且勿自行斷
行（可貼至記事本整理後再貼入欄位）

參考文獻 須完整填寫，且勿自行斷行（可貼至記事本整理後再貼入欄位）



step 2 上傳全文-1

如被退件重新上傳，請先刪除原本的檔案

上傳一個完整的PDF檔
(須加上文件保全)



step 2 上傳全文-2

上傳後請自己嘗試下載確認
檔案是否可正常開啟

(系統會自動改檔名為「Full-Text」)

如紙本論文(含國家圖書館之獨立設備
電子檔)欲申請延後公開，請將「國家
圖書館學位論文延後公開申請書」+
佐證資料一併掃描合成一個PDF檔上
傳至此。

其申請書原因有以下三種
☐涉及機密
☐專利事項(申請案號)
☐依法不得提供，



step 2 上傳全文-3

選擇全文檔授權方式 若無影音作品檔，授權狀態請選「無」作品影音檔



出現提醒的小視窗



step 3 列印及上傳授全書-1

1 3

2 4

本校授權書僅一張

5

6

請於論文系統Step 3 填寫授權日期，並列印授權書1張，
簽署完畢後掃描PDF檔，上傳至Step 3「上傳授權書」處



博碩士論文電子檔案上網授權書範例

1. 印出的1張電子論文授權
書上「簽名+日期」

2.掃描成PDF檔，上傳到
step 3 列印及上傳授全書
處 4



step 4 送出審核

⚫ 審核通過後即無法自行修改內容，請務必確認內容為正確無誤的定稿版本
⚫ 電子論文審核約需1-3工作天，為公平起見一律依序審核，請勿來電要求插

隊或催促審核進度！
⚫ 為避免紙本論文印製有誤，請待電子論文審核通過，再印製紙本論文

1

2

3 要看到系統顯示「送出審核」，館員才看的到您的論文資料



若審核不通過，您會收到以下的信件

請確認不通過的原因，並修改建檔資料或電子全文。



若審核通過，您會收到以下的信件

收到此信 表示論文審核結果通過
1.將此版本電子檔拿去送印紙本論文
2.將論文授權書再上傳至教務資訊系統
(Academic)



上傳親簽授權書-1
• 登入教務系統( Academic Affairs Information 

System)https://newacademic.tmu.edu.tw/

https://newacademic.tmu.edu.tw/


上傳親簽授權書-2
• 選擇教務系統(Academic)>畢業離校系統>學位論文授權書>

上傳學位論文授權書

• 選擇檔案>上傳親簽授權書的PDF檔>附加>存檔>送出





國家圖書館學位論文延後公開申請書注意事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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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新增申
請項目

刪除「準備以
上論文投稿」①

②

類別 項目 注意事項 備註

①
延後
公開
原因

涉及機密

須檢附佐證
文件影本

-

專利事項
(含申請案號)

倘預計申請專利，尚未有案號者，
請敘明「預計申請專利，待補件」
仍須檢附佐證文件，取得案號後學
生自行至國圖補件。

依法不得提供

②
申請
項目

紙本論文
延後公開

國圖館藏目錄查訊系統可查詢該篇
論文基本書目資料，但於延後期限
內，暫不提供紙本調閱。

書目資料
延後公開

書目資料全隱藏
(含論文名稱)

國圖獨立調閱系統也無法查詢。

公開日期:
ex:欲延後5年公開論文者
申請日期是民國110年7月15日，
公開日期是民國115年7月14日。



離校前，需要修改論文怎麼處理?
點選：圖書館首頁>論文上傳>臺北醫學大學博碩士論文系統>

下載區>學位論文修改及抽換申請書

https://cloud.ncl.edu.tw/tmu/download.php
http://cetd.tmu.edu.tw/files/replacement_tmu.pdf


學位論文修改及抽換申請書



著作原創性比對

⚫因應一百零七學年度第2次「保護智慧財產權宣導小
組會議」決議:建議教務處評估碩博士論文皆以使用
Turnitin 確認過(檢附相關證明文件),方能繳交。

⚫請系所學位學程宣導學生於學位考試前透過Turnitin系
統比對著作原創性。



線上學習資源-圖書館My2TMU

點此前往圖書館 My2TMU 課程 http://bit.ly/2vEez68

Turnitin資料庫(中英文線上影片)提供文件原創性比對服務、
偵測著作原創性，有助提升論文可信度。

http://bit.ly/2vEez68


注意事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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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確認封面、考試委員審定書、國家圖書館學位論文
延後公開申請書(立即公開者無須填寫) 、電子學位
論文服務系統網頁資料→ 論文題目中\英文一致。

2. 確認論文PDF檔案的插入浮水印和設定保全

3. 請勿將投稿發表的期刊文章附於論文中(包含電子論
文檔和紙本論文)

4. 預論文延後公開申請者，國家圖書館學位論文延後
公開申請書與電子學位論文服務系統設定須一致。



FAQ

Q1:圖書館繳交論文期限?

A1:請依據教務處規定畢業離校程序和時間

Q2:浮水印紙本電子都要有嗎? 

A2:兩者都要有! 以審核通過後的檔案送印

Q3:論文封面格式或書皮顏色

A1:圖書館無規定論文格式或書皮顏色，請
詢問所上秘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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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感謝聆聽敬請指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