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00 學年度第一次保護智慧財產權宣導及執行小組會議紀錄 

 
時間：101 年 1 月 19 日(四)上午 09：30 

地點：行政大樓六樓第四會議室 

主席：蔡培村校長                                    紀錄：張素靜 

出席人員：如簽到表 

 

壹、主席致詞 

    本校保護智慧財產權宣導及執行小組會議，依規定每學期應至少召開 1 次，以 

     檢視本學期各單位推動校園保護智慧財產權之執行情形與檢討困難之處，感 

     謝各位的辛勞協助。 

貳、上次會議決議事項執行情形：准予備查 

提案一                                             提案單位：學生事務處 

案由：本校校園保護智慧財產權行動方案推動策略各執行項目負責單位，請討論。 

說明： 

  一、依據教育部 99 年 4月 28 日台高（四）字第 0990059758 號函及修正後之「校

園保護智慧財產權行動方案」辦理。 

 二、請各負責單位於每學期末依執行項目填寫「檢核表」，提送本執行小組會議

報告。 

 三、請各負責單位依方案及「自評表」填報辦理方式、目標值及完成期限，並依

學者專家之審查意見，提出回應及修正。 

 四、學務處彙整各單位自評表，於每學期開學後 2個月內，向教育部填報該學期

推動成果。 

決議：  

一、說明三「…並依學者專家之審查意見…」改為「…並依教育部之審查意見…」。 

二、附件 5：教育推廣--2.負責單位：增列進修學院。 

三、其餘照案通過。 

執行情形: 

一、 依據教育部 99 年 9 月 27 日台高(四)字第 0990155536 號函修正公布之「校

園保護智慧財產權行動方案」，將「學校定期於每學期開學後 2個月內，填

報該學期推動成果，由本部進行審核、追蹤及輔導，並統計相關資料作為政

策推動之參據。」修正為「學校定期於每年 7 月，填報該學年推動成果…」，

本校遵照辦理。 

二、 依決議修正「本校校園保護智慧財產權行動方案推動策略各執行項目負責單

位一覽表」，並函知各單位。 

 



 

提案二                                             提案單位：學生事務處 

案由：擬建立本校智慧財產權宣導之輔導與評鑑機制及辦法，請討論。 

說明： 

一、依教育部 99 年 12 月 14 日台高（四）字第 0992038151P 號函辦理。 

二、本案為教育部 99 年大學校院校園保護智慧財產權行動方案（自評表）執行

情形審查建議表中有關本校建議及改進事項之一。 

三、校園保護智慧財產權的措施及成效，已列為 100 年校務評鑑項目之一，而目

前本校尚未建立智慧財產權宣導之輔導與評鑑機制及辦法，恐對校務評鑑

有所影響。 

四、提請討論下列原則性議題，俾利後續制定評鑑機制與辦法： 

1.評鑑之頻率：擬定每學年一次。 

2.評鑑主辦與評審單位：擬定為本委員會。 

3.受評單位：擬區分為(1)教學單位、(2)行政單位與中心等二大類。 

4.評鑑內容：擬依據教育部自評表設計，根據各單位權責範圍進行評比。

權責範圍依據附件「國立高雄師範大學校園保護智慧財產權行動方案執

行項目分配一覽表」之分配。 

5.評鑑獎勵：擬依據前述評鑑結果，每大類核發獎勵三單位。為求樽節財

務，暫擬以發放獎牌或獎狀為原則。 

五、原則確定後，擬增訂「國立高雄師範大學保護智慧財產權宣導與執行績效評

鑑作業要點」草案及修正「國立高雄師範大學保護智慧財產權宣導及執行

小組設置要點」，提進一步會議討論之。 

決議： 

  一、名稱更正為「國立高雄師範大學保護智慧財產權宣導與執行績效檢核要點」 

  二、第三點：（一）教學單位（含進修學院、通識教育中心…），刪除進修學院，

改納入行政單位。 

  三、第六點：…頒發獎狀（牌）或獎金獎勵之。…，刪除獎金。 

  四、請再通盤研究修訂討論。 

執行情形： 

一、 經通盤研究，擬將「本校保護智慧財產權宣導與執行績效檢核」納入「本校

推行目標管理行政績效考核要點」辦理，不另訂檢核要點，避免疊床架屋。 

二、 擬提案於 100 學年度第 1次保護智慧財產權宣導及執行小組會議討論。 

參、工作報告 

一、教育部 99.9.27 台高通字第 0990155536 號函修正公布「校園保護智慧財產

權行動方案」(如附件 1)。 

二、「本校校園保護智慧財產權行動方案推動策略各執行項目負責單位一覽表」，



(如附件 2)，已發函轉知各單位辦理。 

三、本校 99 學年「保護智慧財產權行動方案執行自評表」(如附件 3)，已於 100

年 8 月 10 日報部審核，審查意見尚未函知。 

肆、提案討論 

提案一                                            提案單位：學生事務處 

案由：修正本校「保護智慧財產權宣導及執行小組設置要點」第一、二點，請討論。 

說明： 

一、 修正對照表如下: 

修正條文 現行條文 說明 

一、本校為積極宣導及執

行校園保護智慧財產權工

作，依據教育部函頒之「校

園保護智慧財產權行動方

案」，訂定「國立高雄師範

大學保護智慧財產權宣導

及執行小組設置要點」（以

下簡稱本要點），並設置保

護智慧財產權宣導及執行

小組(以下簡稱本小組)。

一、國立高雄師範大學為

積極宣導及執行校園保

護智慧財產權工作，依據

教育部台(90)電字第

90055200號函暨 96年 10

月 25 日台訓(一)字第

09600146849 號函頒「校

園保護智慧財產權行動

方案」相關規定，訂定「國

立高雄師範大學保護智

慧財產權宣導及執行小

組設置要點」（以下簡稱

本要點），設置保護智慧

財產權宣導及執行小組

(以下簡稱本小組)。 

刪除教育部函頒

字號。 

二、本小組由校長擔任召

集人，並由副校長、教務

長、學務長、總務長、研

究發展處處長、各學院院

長、進修學院院長、主任

秘書、圖書館館長、電子

計算機中心主任、通識教

育中心主任、數位教學科

技中心主任、人事室主

任、會計室主任、具法律

專長教師或相關人員 2 人

二、本小組置委員 23 人，

由校長擔任召集人，並由

副校長（兩位）、教務長、

學務長、總務長、研究發

展處處長、各學院院長、

進修學院院長、主任秘

書、圖書館館長、電子計

算機中心主任、通識教育

中心主任、數位教學科技

中心主任、人事室主任、

會計主任、具法律專長教

置委員 23 人，刪

除原因如下： 

1. 因本小組非委

員會制。 

2. 本小組成員由

相關單位主

管、教師、學生

組成，而單位主

管有時兼任他

單位主管，或懸

缺未補，人數時



及學生會會長等組成；另

置執行秘書 1 人，由學生

事務處秘書擔任。 

師或相關人員 2人、學生

會會長等擔任委員；另置

執行秘書一人。 

有不符情形。 

  二、檢附本校「保護智慧財產權宣導及執行小組設置要點」1份(如附件 4)。 

決議： 

  一、「數位教學科技中心主任」修正為「文化創意設計產學中心主任」 

  二、「會計室主任」維持原條文為「會計主任」 

  三、其餘照案通過。 

 

提案二                                             提案單位：學生事務處 

案由：建請將本校保護智慧財產權宣導與執行績效納入本校年度「推行目標管理行 

      政績效考核要點」項目之一，請討論。 

說明： 

一、 續上次會議提案二決議，重新討論本案。 

二、 100 年校務評鑑指標--學校對智慧財產權的措施及成效： 

1. 學校訂有智慧財產權保護之相關規章，落實智慧財產權保護 

2. 學校能開設有關智慧財產權保護相關之通識課程，並確保開課教師之專

業性 

3. 學校能定期辦理或宣導智慧財產權活動 

三、 教育部訂頒之「大專校院校園保護智慧財產權行動方案執行自評表」如下： 

實施策略 檢核指標 學校辦理情形 

輔導評鑑

及獎勵 

學校是否將智慧財產權

之自我考核，納入自我

評鑑機制? 

1. 自評方式 

2. 是否將行動方案內容納入自評? 

3. 每年評鑑時間及次數 

四、 綜上，推動校園保護智慧財產權宣導與執行績效既為教育部之校務評鑑及

每年自評指標之一，擬將各單位推動校園保護智慧財產權宣導與執行措

施，納入本校「推行目標管理行政績效考核要點」之自評表項目之一，對

積極推動之單位，給予正向加分。 

五、 檢附本校「推行目標管理行政績效考核要點」(如附件 5)及工作績效自評表

(如附件 6)各 1 份。 

決議：依據自評表所列五大實施策略：1.行政督導 2.課程規劃 3.教育推廣 4.校園 

      影印管理 5.輔導評鑑及獎勵等，融入單位目標管理來推動，作為本校年度 

      MBO 績效考評參考。 

 

提案三                                             提案單位：學生事務處 

案由：建請相關單位加強宣導研究生撰寫論文應重視智慧財產，避免遭抄襲或剽竊 

      之嫌疑，請討論。 



說明： 

  一、成功大學等校針對研究生學位論文抄襲與剽竊情事，陸續撤銷研究生學位（如

附件 7）。 

  二、根據指導實務，本校研究生剽竊情事應不嚴重，然對於「抄襲」或「參考」 

之界線，觀念較為模糊。 

  三、建請以下列適當時機與管道，廣為宣導重視智慧財產權觀念： 

(一)於本校學位論文撰寫格式中，強調並註記切勿抄襲與剽竊等字樣。 

(二)於學位論文考試申請表格中，強調並註記切勿抄襲與剽竊等字樣。 

(三)於研究生新生始業式中宣導相關案例與規定。 

(四)鼓勵指導教授與學生在論文定稿前，利用各種資訊系統（如w.PPvS.org 

    「線上論文抄襲比對系統」）自我檢視與他人論文之相似性。 

四、決議供各業管單位參考並推動辦理。 

決議： 

一、 請教務處及進修學院於學位論文考試申請表格、論文格式說明中加註尊重

智慧財產權、請勿抄襲之提醒文字，並以違反智財案例加以說明及宣導。 

二、 請各系所鼓勵指導教授於審閱學生論文時多使用論文抄襲比對軟體(如

PPvS.org)自我檢視，並於研究生新生始業式多加案例宣導，以防範論文剽

竊與抄襲行為發生。且本校論文公開比例偏低，也請鼓勵研究生公開論文。 

 
伍、臨時動議：無 

柒、散會：10：3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