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文藻外語大學出版品暨教職員生論文著作徵集辦法 

 
民國 96 年 03 月 27 日行政會議通過 

民國 102 年 08 月 06 日行政會議通過 
 
 

第一條  文藻外語大學圖書館（以下簡稱本館）為完整徵集本校各單位出版品及教職員生之

學術性著作，以充實本校機構典藏及學校史料內容，特訂定「文藻外語學院出版品暨

教職員生論文著作徵集辦法」（以下簡稱本辦法）。 

第二條  徵集範圍包括本校各行政與教學單位、專兼任教師、職員、學生、社團之學術性或

非學術性著作，包含下列四項： 

一、 學術論文及研究報告 

二、 各單位之出版品 

三、 影音著作 

四、 史料 

第三條  徵集方式： 

一、 由創作人將著作直接繳交本館採編組，並簽妥授權書。（授權書見附件）。 

二、 亦可透過各處室單位轉交本館採編組，並簽妥授權書。如教師學位論文、

教師校內研究計畫由人事室代為徵集，國科會研究計畫由秘書室代為徵集，學

生專題製作或研究報告由各系辦公室代為徵集。 

三、 簽妥之授權書由本館集中保存備查。 

第三條  作品形式： 

一、 繳交著作形式含紙本形式及電子檔案形式。 

二、 所有著作均需繳交上述兩種形式，如有特殊情況，本館得作權宜處理。 

第四條  徵集數量：每種著作以徵集兩份紙本及一份電子檔為原則。 

第五條  本辦法經行政會議通過，呈請校長核定後實施，修正時亦同。 
 

 

 

 



文藻外語大學著作授權書 

 
著作名稱：                                                            

作    者：                                                            

所屬系/所/中心/行政單位：                                             

著作類別： □碩士論文 □博士論文 □教師校內研究計畫報告 □升等著作 

□國科會計劃研究 □其他                        (請填寫) 

一. 授權內容：立書人基於資源共享、合作互惠、回饋社會及促進學術研究之理念，同意無

償、非專屬性授權文藻外語大學將本人以上著作，不限地域、時間及次數，以紙本、光

碟、網路或其它方式收錄、編輯、重製或發行，以提供讀者個人非營利性質之線上檢索、

閱覽、下載或列印。 

二. 著作權聲明： 

1. 授權人保證以上著作為授權人所創作，授權人有權為本授權書之各項授權，且未侵

害任何第三人之智慧財產權。如有聲明不實，而導致學校違反著作權法或引起版權

糾紛，授權人願負一切法律責任。 

2. 非專屬授權意指被授權人所取得者非獨占性的使用權，授權人仍可將相同的權利重

複授權予他人。反之即為專屬授權，如您已簽署專屬授權書予其他法人或自然人，

請勿簽署本授權書。 

 

授權人：      (簽名)     被授權人：文藻外語大學 

身份證字號：                         地址：高雄市三民區民族一路 900 號 

地址：                               電話：（07）3426031 

電話： 

傳真： 

電子信箱： 

    日期：中華民國     年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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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thers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Please indicat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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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 hereby have full right, power and authority to grant to the Wenzao Ursuline University o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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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ork as entitled above in whole or in part in all forms of media in perpetuity including 
electronic access. I retain all other ownership rights to the copyright of this work. I also 
retain the right to use in future works (such as articles or books) all or part of this work. 
 
I understand that my work, in addition to its bibliographic record and abstract, will b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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