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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1 學年度第 1 學期保護智慧財產權宣導及執行小組會議記錄 

 

時間：102 年 1 月 21 日(一)上午 08：30 

地點：行政大樓六樓第五會議室 

主席：譚大純學務長                              紀錄：張素靜 

出席人員：如簽到表 

 

壹、主席致詞 

一、依據本校保護智慧財產權宣導及執行小組設置要點(如附件 1)，本小組每學期至 

    少須召開會議一次，感謝各位撥冗出席參加。 

二、依據「本校保護智慧財產權行動方案推動策略執行項目負責單位一覽表」(如附 

    件 2)，本次小組會議將檢視本學期各單位辦理保護智慧財產權宣導及執行成效及 

    建議事項交流討論。 

三、教育部於 101 年 12 月 21 日於逢甲大學舉行「校園保護智慧財產權經驗交流暨觀 

    摩研討會」，會中並表揚「100 學年度大專校院校園保護智慧財產權行動方案執行 

    自評表」績優學校，獲獎學校如下： 

    A、校園影印管理類(含行政督導、課程規劃、教育推廣、輔導評鑑及獎勵)： 

       1.國立政治大學 

       2.國立高雄應用大學 

       3.東海大學 

       4.中華大學 

       5.中國科技大學 

    B、校園網路管理： 

       1.國立臺灣師範大學 

       2.國立雲林科技大學 

       3.逢甲大學 

       4.崑山科技大學 

貳、上次會議決議事項執行情形 

提案一                                             提案單位：學生事務處 

案由：本校 100 學年度校園保護智慧財產權行動方案執行自評表(如附件)，請審議。 

說明： 

  一、依據教育部 99 年 9 月 27 日臺高(四)字第 0990155536 號函頒「校園保護智慧 

      財產權行動方案」及 101 年 6 月 29 日臺高通字第 1010112914 號函辦理。 

  二、100 學年度自評表 1式 8份及電子檔光碟 1式 2份，須於 101 年 7 月 31 日前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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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報教育部。 

  三、本案於 101 年 6 月 13 日發函各單位將本校推動「校園保護智慧財產權行動方 

      案」執行狀況於 6月 30 日前填報於自評表，經彙整後，提請本執行小組審閱 

      後函報。 

  四、99 學年度自評結果教育部無審查意見。 

  五、檢附本校 98 學年度教育部審查意見之回應說明及辦理現況(如附件)，請參閱。 

決議： 

  一、請教務處增加提供方法論、研究方法等相關課程資料。 

  二、請圖書館增訂影印服務規則，並提供辦理二手書交易之相關活動資料。 

  三、請電算中心增列本校 100 年通過資訊安全管理系統標準驗證之相關資料。 

  四、增列說明各系所透過學長與學弟妹自行交流二手書籍，協助學生取得教科書。 

  五、其餘審議通過。 

執行情形：自評表已依決議修正，並於 101 年 7 月 25 日函報教育部。 

 

提案二                                              提案單位：學生事務處 

案由：有關自評表檢核指標四-2-(4)「學校是否有教師參加智慧財產局在各地辦理之

培訓學院?」，多年來執行成效不佳，應如何改善?請討論。 

說明: 本項自評表檢核指標，往往均無績效，多年來教師參訓人數皆為零，被教育部 

      列為審查改善意見。 

擬辦：每學年請人事室依各學院輪流指派一位教師參與培訓。 

決議： 

  一、鼓勵教授智慧財產權相關課程教師參與培訓，並補助報名課程費用。 

  二、於新進教師座談會或導師座談會加強宣導。 

執行情形：有關補助報名課程費用，由哪一個單位編列預算支出，擬提下次會議討論。 

參、工作報告 

一、學生事務處 

(一)101 年 9 月至 102 年 1 月於生輔組網頁連結智財局網頁。於行政會議及院系周

會時宣導請全校師生上網參考遵循。 

(二)101 年 9 月 10 日假學生活動中心於新生始業式時，參考智財局智慧財產權題庫 

    以投影片進行案例說明宣導，加強學生智慧財產權之觀念。 

 (三)101 年 9 月 28 日紫錐花運動活動時進行智財權宣導。 

 (四)於生輔組網頁連結智財局網頁。於行政會議及院系周會時宣導請全校師生上網 

     參考遵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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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五)於宿舍區影印機張貼相關影印規則，避免非法影印。 

 (六)印製校安通訊時編寫及加註尊重智慧財產權觀念與不得非法影印警語，另透過 

     生活輔導組網頁連結加以宣導，違反者依學生獎懲規定辦理。流程依學生輔導 

     機制（教育、輔導、告誡、懲處），情節嚴重、屢次未改進者列入學生獎懲規定 

     議處。 

 (七)導師電子報第 26 期（101 年 7 月 12 日出刊）報導本校「保護智慧財產權行動方 

     案推動策略執行項目負責單位」，請各班導師配合宣達及辦理。 

 (八)大一新生導師研習會於 101 年 9 月 14 日假行政大樓六樓第三會議舉辦，會中由 

     譚大純學務長宣導智慧財產權與性別平等法令。 

 (九)101 年 9 月 17 日函請各院系規劃辦理本學期「院系週會活動」。各單位至少安排 

     有關學生學習輔導、生活輔導、生涯規劃、品格教育、人際關係、性別教育、 

     人權法治、智慧財產權等相關主題活動乙次，經費由系所聯合導師活動費支應。    

本學期辦理智慧財產權講座宣導成果如下： 

學院/學系 時間 講題 講座 地點 

光通系 101/10/12(五)
10:10～12:00 

新修正專利法
與創意設計 

黃建富先生/ 
泰禹國際智慧財
產權事務所 

科技大樓
二樓演講
廳 

電子系 101/11/30(五)
10:10～12:00 

專利訴訟實務 林洲富法官/ 
智慧財產法院 

科技大樓
3F 演講廳

軟工系 101/11/30(五)
10:10~12:00 

智慧財產權、著
作權、專利與個
資保護法 

吳昌祚組長/ 
本校教務處教務
組 

MA803 

 (十)印發本校 101 學年度學生校園記事本 6,300 本，並加人「保護智慧財產權大家 

     一起來」文宣，加強宣導並提供保護智慧財產權資訊。 

 (十一)學生會辦理二手書推展成果： 

      1.各系系學會辦理二手書及新書書展活動，提供有需求之同學選取。 

      2.加強宣導二手書交換平台，請各系將多餘二手書放置二手書平台，提供弱勢 

        同學使用，同時轉知各系所之弱勢同學前往二手書平台選取。 

(十二)教育部於101年 12月 21日於逢甲大學舉辦校園保護智慧財產權經驗交流暨觀

摩研討會，本校推派張素靜秘書出席參加。 

二、教務處 

 (一)本校訂有「教材製作補助與獎勵要點」，本要點補助與獎勵優良教材類別包含： 

     一般教學活動之教科書、自編教材、數位教材及網路教學平台之數位化網路課 

     程教材。 

 (二)101 學年度第一學期--教務處於 101 年 7 月 19 日函知各任課老師及系所請於教 

     學綱要中務請加註【請遵守智慧財產權觀念】及【不得非法影印】警語。 

 (三)101學年度第二學期--教務處於102年1月8日函知各任課老師及系所請於教學 



4 
 

     綱要中務請加註【請遵守智慧財產權觀念】及【不得非法影印】警語。 

 (四)教師提供所需書目及授課大綱時，均會加註「遵守智慧財產權觀念」及「不得 

     非法影印」字樣。本校校園書局有提供二手書專區，協助學生購置取得。 

 (五)教務處網頁加掛：「為落實校園保護智慧財產權，請使用正版教科書」，進行宣 

     導以強化學生觀念，避免觸法。 

三、總務處 

 (一)總務處（保管組）租賃學校公務使用影印機，及校內提供師生影印服務簽約廠

商之影印機，均於每台影印機前張貼「請尊重智慧財產權、不得非法影印」之

宣傳標語。 

 (二)業於 100 年 3 月 16 日 99 學年度第六次行政會議通過「公務影印機設置與管理 

     要點」規範影印資料時，需尊重智慧財產權之內容，並另函送本校各教學、行 

     政單位遵行，與公告本校總務處(保管組)網頁供查詢。 

 (三)本校校內設置影印機契約廠商，均於契約中訂定『廠商(乙方)應依智慧財產法

不得受委從事非法影印教科書或販賣盜版書籍等行為，經查獲甲方則立即終止

本契約，並立即停止營業，並限期於 14 天內完成搬遷並向甲方繳回租賃場所，

甲方並依規範沒入乙方全額之履約保證金。』 

四、通識教育中心 

(一)本學期原開設「搞定智財愛創意」（原名：智慧財產保護）通識課程(授課教師: 

    吳昌祚老師)，因選課人數不足，停開。 

(二)本中心除每學期開設智慧財產權相關課程外，也請各共同必修科目「民主於法治」

課程授課教師將智財權列入重點，專章介紹，以建立學生正確智財權觀念；爾

後擬斟酌師資及開課狀況，再予增加相關課程開課量。 

(三)本中心每學期皆辦理專、兼任及通識教師座談會或即時 e-mail 轉知智財權相關

訊息，籲請教師積極宣導智財權觀念，加強學生對智慧財產權之認知，避免觸

法受罰；將賡續辦理之。 

(四)本中心皆即時 e-mail 轉知教師相關訊息，並請教師於教學綱要務必加註【請尊

重智慧財產權觀念】與【不得非法影印】警語，俾適時提醒學生並加強認知，

將賡續辦理之。 

五、圖書館 

(一)於圖書館影印機上揭示尊重智慧財產權標示，以加強宣導讀者尊重智慧財產權。 

 (二)本校圖書館重製資料使用通告(如附件 3)，於102年 1月 17日館務會議修正通過， 

    規定校內提供影印服務之廠商或單位不得進行非法影印，並張貼警示標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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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定期辦理二手書贈閱活動(活動名稱:喜歡我帶我回家)，成果如下: 

活動時間 101/5/21 至 6/18 102/1/14 至 1/18 

圖書數量 1785 冊 2382 冊 

六、人事室 

 (一)本室於101年7月26日本校行政知能研討會中辦理智慧財產權觀念之宣導活動。 

(二)派員於 101 年 09 月 10 日參加行政院人事行政總處公務人力發展中心辦理之智

慧財產權觀念相關之研習活動（政府資訊公開法及個人資料保護實務研習班）。 

(三)請本校電子計算機中心每年安排新進專任教師參加在高雄地區辦理之各項智慧

財產研習會。 

七、教學發展中心 

   本中心於 101 年 9 月 14 日(五)08:50-17:00 舉辦新進教職員座談暨大一新生導 

    師研習會，會中安排譚大純學務長宣導保護校園智慧財產之相關法令。 

八、電子計算機中心 

(一)電算中心於學校網站建有宣導網頁，並連結教育部或智慧局宣導網站，提供 

    相關訊息。     

(二)網路侵權、網路入侵、異常流量等處理方式已納入校園網路使用規範中。違 

   反校園網路使用規範者，依情節輕重可分別予以警告、停權或記過之處份。 

   本學期執行情形如下： 

    1.違反智財權相關法令情節嚴重、屢次未改進者：共 0 件 

    2.學校疑似侵權被檢舉件數:共 3 件。已依本校「校園網路智慧財產權疑似侵權處 

      理程序」處理，被檢舉侵權者告知相關侵權法律責任後，多數使用者皆會配合移 

      除疑似侵權軟體，未再使用。 

(三)學校網路流量上限：單一 IP 位址當日上傳 7GB 或下載 10GB ；遇有特殊 

    大流量需求者，如有專案計畫等特殊狀況者不在此限。 

    限流措施：超過流量上限，以致影響校園之正常運作者，即檢討超過者當日 

    連線降速至 256Kbps，或視情節嚴重者停止該 IP 使用至提出改善辦法為止。 

(四)依據本校網路流量異常管理辦法及校園網路運作中核心及重要交換器之網 

    路流量進行每日流量統計，遇有特殊大流量需求者，如有專案計畫等特殊狀 

    況者，但須事先填寫「網路流量特殊需求申請單」。超過流量上限，以致影 

    響校園之正常運作者，將被停用 IP 名單公佈於本中心網頁以供查詢。 

(五)本中心公用電腦教室之螢幕已標示「尊重與保護智慧財產權」文字。 

(六)本中心資訊安全人員與建立校園資訊安全監控之相關處理機制，依本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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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SMS 資訊安全管理程序辦理。並針對資訊安全異常事件，依「國家資通安 

    全事件通報應變機制」，立即進行查證及輔導，依通報機制進行通報及應變。 

    針對網路流量異常事件加以檢討、追蹤，如遇有專案計畫等特殊大流量需求 

    者，輔導填寫「網路流量特殊需求申請單」，列入伺服器管理機制辦理。 

(七)參考教育部「台灣學術網路智慧財產權疑似侵權處理程序」，訂定學校處理 

    程序, 杜絕校園 P2P 軟體的疑似侵權行為。防範措施如下： 

    1.公告禁止安裝之 P2P 軟體。 

    2.疑似違反智慧財產權相關法律之行為而遭到檢舉者，依網路侵權事件之處 

      理機制與流程(SOP) ，暫時限制其網路之連結，以解決問題。 

(八)依據本校「電腦軟體侵權管理要點」，明確要求各單位採購電腦設備時，應 

    考慮未來安裝之電腦軟體需求，並編列預算進行採購；如無力採購合法授權 

    軟體時，建議教師使用自由軟體教學，並鼓勵學生使用。 

(九)每學期請各單位進行自我例行查核乙次；電算中心執行維修任務時須依工作 

   流程進行檢查，若發現有非法電腦軟體，將要求移除並通知單位主管，情節 

   重大者將進行議處。檢舉信箱：abuse@nknu.edu.tw 

(十)每學期初，定期檢視校園合法軟體的使用期限與授權範圍，及公告目前合法 

   授權軟體明細狀況如下：1. 微軟大專 CA 授權 2. SPSS 教育授權 

(十一)本校除各系所自行採購所需專業軟體外，電算中心目前己和微軟公司簽訂 

      授權合約，授權本校電算中心及教職員合法使用該公司軟體，本校並於 

      100 年度開始與微軟公司簽訂學生授權合約，101 年度完成續約，使本校 

      學生可以合法使用微軟公司軟體，在學校各種學習場域中，利用相關軟體 

      進行學習活動，避免學生侵犯智慧財產權使用非法軟體。 

(十二)鼓勵及推廣學生使用自由軟體，請各系教師於授課時，介紹與課程相關之 

     自由軟體。 

(十三)本校每年度全校編列相關電腦軟體費用平均約一千餘萬元，部份軟體採用 

     自由軟體替代以節省經費(如防毒軟體、電子郵件、網站主機系統)等，在學 

     校各種學習場域中（如電腦教室），利用相關自由軟體以進行學習活動，避 

     免學生侵犯智慧財產權使用非法軟體。 

(十四)依據本校「校園網路智慧財產權疑似侵權處理程序」，對於疑似侵權之主 

      機，處理措施流程及方式： 

      1.第一次被檢舉侵權者，告知相關侵權法律責任後，恢復其使用資格。 

      2.第二次被檢舉侵權者，若有侵權事實，填寫「不再犯切結書」。 

      3.第三次以上被檢舉者，若有侵權事實或無法取得誤判證明者，請學務處 

        或人事室依情節懲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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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行政教學區：通知系所辦人員或研究室管理（主管）人員協助處理。 

      5.宿舍區：先鎖卡停權，告知使用者本人相關侵權法律責任後，再依情節 

        輕重處理，通知宿舍輔導員、生活輔導組、導師或學務處協助處理。 

(十五)本校已建立校園保護智慧財產權專區，本中心諮詢窗口由網路組技術專員 

      擔任，可提供網路相關法律問題之協詢服務，必要時轉介法律專家處理。 

肆、提案討論 

提案一                                               提案單位：學生事務處 

案由：有關本校教師參加智慧財產局在各地辦理之培訓學院課程經費，應由何單位預

算支應?請討論。 

說明:  

一、上次會議決議：1.鼓勵教授智慧財產權相關課程教師參與培訓，並補助報名課 

    程費用。2.於新進教師座談會或導師座談會加強宣導。 

二、本項自評表檢核指標，往往均無績效，多年來教師參訓人數皆為零，被教育部 

    列為審查改善意見。 

三、本校每年陳報教育部自評表中，本項指標唯一無執行績效，因此其他指標績效 

    再好，也無法被評為績優學校，本校每年應如何推派教師參加及經費來源，應 

    如何解決? 

決議： 

  一、102 年由學務處 MBO 先行勻支本年度第 1位受訓教師課程費 8000 元。 

  二、於報部自評表「推動執行困難及問題檢討」项下提出建議，請培訓學院開設短 

      天期基礎課程，以提升教師參加培訓意願。 

  三、強化學生職涯輔導，鼓勵學生參加智慧財產權相關職訓課程培訓，以取得證照， 

     增加就業機會。 

 

提案二                                               提案單位：學生事務處 

案由：建請圖書館協助辦理建置常設性制度化的「二手書免費專區」，以發揮圖書資

源最大效益，請討論。 

說明:  

  一、學務處於本校網頁建置有「二手書交易平台」，並與麗文書局合作二手書交易 

      網，協助學生購買便宜教科書或參考書，因屬網路交易，不如實體可先行翻閱， 

      委賣委買成交數量極少，成效不彰。 

  二、本校圖書館會不定期舉行館藏過期或多於期刊、圖書費索取，立意良善。但因 

      屬短暫服務，且來源層面不廣，建請圖書館建置常態性「二手書免費專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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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並廣為公告全校教職員工生周知，如有不用或過期或多餘之期刊、雜誌、圖書、 

      教科書、參考書、研討會資料、光碟等等，均可捐贈出來，以提供有需用之人 

      索取，不僅可協助弱勢學生需求，也可響應節能減碳措施，一舉數得。 

決議：請課外活動組輔導學生會，研究與各系所學會共同籌辦常設性「二手書免費專 

      區」之可行性。 

伍、臨時動議 (無) 

陸、散會(上午 09: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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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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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 年 9月 17 日 97 學年度第 1次行政會議通過 

99 年 5 月 12 日 98 學年度第 8次行政會議修正通過 

101 年 9月 19 日 101 學年度第 1次行政會議修正通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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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設置保護智慧財產權宣導及執行小組(以下

簡稱本小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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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創意設計產學中心主任、人事室主任、會計主任、

具法律專長教師或相關人員 2 人及學生會會長等組成；另置執行秘書一人，由學

生事務處秘書擔任。 

三、本小組之任務如下： 
（一）強化校園智慧財產權價值之宣導，並增進校園相關法律知識。 
（二）宣導合法使用電腦軟體、圖書、影音媒體。 
（三）校園網路使用規範之規劃及宣導。 
（四）其他保護校園智慧財產權相關措施之規劃及推動。 

四、教學與課程相關之宣導執行部份由教務處及通識教育中心負責，學生及社團宣導

執行部份由學生事務處負責，校園網路資訊安全與校園合法電腦軟體之管理、執

行部份由電子計算中心負責，圖書使用版權宣導事宜執行由圖書館負責，校園影

印版權宣導事宜執行由總務處負責。 

五、本小組成員均為無給職，每學期至少召開一次會議，開會時得邀請相關單位主管

及教職員工生代表列席，並有半數委員出席始可開議，出席委員二分之一（含）

以上同意始可決議。 

六、本要點未規定事項，依其他相關法定規定。 

七、本要點經行政會議通過，陳請校長核定後實施，修正時亦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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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2 

  國立高雄師範大學校園保護智慧財產權行動方案推動策略執行項目 

                      負責單位一覽表 

實施 

策略 
教育部執行項目 負責單位 學校執行項目 

行政 

督導 

成立行政督導小組，輔導學

校有效執行智慧財產權相關

措施，定期召開相關會議。

保護智慧財產權小組

執行秘書 

成立保護智慧財產權小組，由

校長或副校長擔任小組召集

人，並納入學生代表，規劃及

辦理相關活動。 

課程 

規劃 

鼓勵大專院校將智慧財產

權納入通識課程。 
通識教育中心 

規劃通識課程中開設智慧財產

權相關課程或其它有效替代方

案，建立學生正確智慧財產權

觀念。 

教育 

推廣 

1.建立保護智慧財產權宣導

網頁資料，鼓勵學校連結

智慧財產權資源網頁。 

電算中心 

學務處 

圖書館 

連結智慧財產權資源網頁，妥

適運用 

2.善用智慧局提供之智慧財

產權題庫、收集各校有效

宣導方式及國內觸法受

罰案例，提供各級學校參

考運用 

學務處 

教務處 

總務處 

通識教育中心 

電算中心 

人事室 

進修學院 

教發中心 

各學院及系所 

1.學校應參考智財局智慧財產

權題庫、各種宣導方法及觸法

受罰案例，採取有效之措施，

加強學生智慧財產權之觀念。

2.強化教師及行政人員智慧財

產權之觀念。 

3.鼓勵各校於辦理相關活動

時，結合民間資源，適時

運用智慧局之智慧財產

權服務團及宣導品等相

關資訊。 

學務處 

圖書館 

各系所 

1.鼓勵學校社團、系學會等辦

理相關宣導活動。  

2.於圖書館影印機上揭示尊重

智慧財產權標示。 

 

 

 

 

校園 

影印 

管理 

 

 

1.透過學校教學歷程，引導學

生使用合法教科書，防止

不法影印。 

學務處 

教務處 

通識教育中心 

師資培育中心 

圖書館 

人事室 

數位教學科技中心

各學院及系所 

1.學校應參閱智慧局編印之

「校園著作權百寶箱」，提供

師生有關著作合理之使用範

圍及資訊。 

2.學校應成立智慧財產權諮詢

窗口，提供師生諮詢，並開

辦相關課程及宣導活動。另

可適當運用智慧財產局「智

慧財產權服務團」到校協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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實施 

策略 
教育部執行項目 負責單位 學校執行項目 

 

 

 

 

 

 

 

 

 

 

 

 

 

 

 

 

校園 

影印 

管理 

 

 

 

 

 

 

 

 

 

 

 

 

 

 

 

 

 

 

 

 

宣導，並鼓勵教師參加該局

在各地辦理之培訓學院。 

3.建議教師自編教材或講義授

課，並利用校內網路教學平

台編寫或提供學生下載使

用，並於學期結束前或選課

前，先提供下一學期所需書

目及大綱，以利學生透過二

手書等機制取得教科書。 

4.建議教師將尊重智慧財產權

觀念及不得不法影印警語

加註於授課大綱，並於學期

之初明確告知，同時適時提

醒或制止學生使用不法影

印教科書，必要時應通報學

校予以輔導。 

2.訂定「遏止校園非法影印

具體措施建議方案」及學

校自評表。 

學務處 

教務處 

總務處 

通識教育中心 

師資培育中心 

電算中心 

圖書館 

人事室 

秘書室 

各學院系所 

1.學校應依建議方案及自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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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學校定期於每年 7 月，填報

該學年推動成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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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規定校內提供影印服務之

廠商或單位，不得進行非

法影印。 

總務處 

學務處 

圖書館 

1.學校與校內提供影印服務之

廠商，應限期將遏止不法影

印納入採購契約規範。 

2.學校應要求校內提供影印服

務之單位，訂定影印服務規

則並列入不得不法影印之規

定。 

3.學校應於校內提供影印服務

區域，於明顯處張貼尊重智

慧財產權，及不得不法影印

警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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實施 

策略 
教育部執行項目 負責單位 學校執行項目 

 

校園 

影印 

管理 

 

 

 

 

 

 

 

 

4.督導學校針對進行不法影

印教科書之學生建立輔

導機制。 

學務處 

 

1.學校應將尊重智慧財產權

觀念及禁止不法影印或類

似警語列入學生手冊或學

生在校資訊，並於新生訓練

時宣導周知。 

2.學校應針對進行不法影印

教科書之學生建立輔導機

制，並將情節嚴重、屢次未

改進者列入學生獎懲規定

議處。 

5.督導學校成立制度化的二

手書平台，並協助學生購

置或取得教科書。 

學務處 

教務處 

圖書館 

1.建議學校成立專責單位辦理

或協助建置制度化的二手書

平台，或以其它有效替代方

案，協助學生購置或取得教

科書，並應宣導周知，同時

定期追蹤辦理成果以即時改

進。 

2.學校應訂定具體方案或措施

協助弱勢學生購置教科書；

並由圖書館購置足量教科

書，提供學生查閱。 

 

 

 

 

校園 

網路 

管理 

 

 

 

1.訂定「校園網路使用規範」

納入各校校規規範 

電算中心 

學務處 

1.各大專院校依據各校環境與

狀況訂定校內之校園網路使

用規範，該規範至少需含括

教學區與學校宿舍區。 

2.明訂網路（包含台灣學術網

路及學校與民間網路服務業

者簽約使用之網路。）侵害

智慧財產權、網路入侵等事

件之處理方式，並明訂相關

獎懲辦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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實施 

策略 
教育部執行項目 負責單位 學校執行項目 

 

 

 

 

 

 

 

 

 

 

 

 

 

 

 

 

校園 

網路 

管理 

 

 

 

 

 

 

 

 

 

 

 

 

 

 

 

 

 

 

 

 

 

 

 

2.督導學校訂定網路異常流

量管理與處理機制，並轉

知疑似侵權訊息與大專校

院 

電算中心 

各學院及系所 

1.各大專院校應依據校園網路

狀況，訂定教學區與學校宿

舍區之網路流量每日傳輸上

限。 

2.建立網路異常流量管理與處

理標準作業流程。 

3.請各校系所辦公室和電腦教

室之公用電腦設備上標示尊

重與保護智慧財產權文字。

4.設立資訊安全人員與建立校

園資訊安全監控相關之處理

機制。 

5.各校應自行訂定相關防範措

施，杜絕校園 P2P、BT 軟體

的侵權行為。 

6.大專校院應妥善處理疑似侵

權事件，並知會校園網路使

用者等相關人員。 

3.督導學校校園內的公用電

腦設備建立相關的防護措

施 

電算中心 

1.各校訂定校園伺服器管理辦

法 

2.定期檢視學校公用電腦設備

（主機伺服器、電腦教室、

行政電腦…等公務用電腦設

備）是否被安裝非法軟體，

並提供相關檢舉信箱接受通

報檢舉案件。 

4.推動校園合法軟體之使用
電算中心 

各系所 

1.各大專院校需定期檢視校園

採購軟體之授權資料，公告

學校『授權電腦軟體目錄』。

2.各校應考量狀況適當編列預

算，採購合法軟體供校內教

職員生使用。 

3.鼓勵及推廣學生使用自由軟

體，培植國內軟體開發人

才，鼓勵參加創意公用授權

（Creative Commons） 

5.訂定「智慧財產權疑似侵權

案件標準作業處理流程」 
電算中心 

1.各校可參考本部之「台灣學

術網路智慧財產權疑似侵權

處理程序」，並考量各校之環

境與狀況自行訂定之。 

2.對於疑似侵害智慧財產權之

主機，應視不同之程度與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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實施 

策略 
教育部執行項目 負責單位 學校執行項目 

 

 

 

 

校園 

網路 

管理 

況採取相關作為，並進行相

關宣導措施，且留下相關處

理與宣導紀錄。 

3.校內教學區、行政區及宿舍

區，應以正式管道通知管理

單位進行處理。 

4.學校應於校園網站上建立校

園保護智慧財產權專區，並

建置處理網路相關法律問題

之諮詢窗口，提供師生員諮

詢。 

輔導 

評鑑 

及 

獎勵 

將學校推動成效納入相關

評鑑及公私立學校獎補助

作業參核。 

秘書室 

將校內有關智慧財產權之自我

考核，納入自我評鑑機制。 

 

 

 

 

 

 

 

 

 

 

 

 

 

 

 

 

 

 

 

 

 



15 
 

附件3 

   國立高雄師範大學圖書館重製資料使用通告 

一、 請尊重智慧財產權，使用影印、列印設備或下載資料時請確實遵守著作權法及

相關法規，以免觸法受罰。 

二、 使用電子資源請先詳閱並遵守各出版社之相關規定及版權聲明規範，且禁用任

何軟體，有系統且大量地下載資料。 

三、 以下有關經濟部智慧財產局「校園影印教科書問題之說明」，提供讀者重製資料

時參考，避免侵權之疑慮： 

(一) 學生影印教科書合理使用的界限 

1. 依著作權法第四十六條規定，本校師生可以在合理範圍內，影印書籍

作為上課的教材，但需與老師講課的內容相關，且只能影印其中的一

部分。如果影印全部的話，將會侵害著作權。 

2. 依著作權法第四十八條規定，學生可以影印教科書裡面的一部分，或

期刊論文的單篇著作，但每人以一份為限。 

(二) 非法影印教科書的法律責任 

1. 影印是重製的方法之一，未經授權影印教科書，又不符合合理使用的

規定時，就是非法重製他人著作的侵權行為。 

2. 如果學生自己從事非法影印教科書的行為，要負民事責任，如果權利

人進行告訴，也將有刑事責任。 

 

資料參考來源：經濟部智慧財產局「校園影印教科書問題之說明」(網址：

http://www.tipo.gov.tw/ch/AllInOne_Show.aspx?path=3479&guid=5fca9c4e-2617

-47f1-8c6b-e5ee4bb6a23d&lang=zh-tw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