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03 學年度第 2 學期校園保護智慧財產權宣導及執行小組會議紀錄 

 

時間：104 年 7 月 23 日(四)下午 02：30 

地點：行政大樓三樓開標室 

主持人：黃有志主任秘書（代理）                                         

出席人員：如簽到表                                              紀錄：張素靜 

壹、 主席致詞 

一、校長今日因北上參加另一場會議，不克出席，指示由本人代理主持。感謝各 

位於暑假期間特地撥冗參加本學期保護智慧財產權宣導及執行小組會議。 

二、依據本校保護智慧財產權宣導及執行小組設置要點，本小組每學期至少須召 

開會議一次，目前已達開會人數，宣布開會。 

三、本次會議主要討論議題為檢視本學年各單位推動保護智慧財產權行動方案 

執行情形，請大家協助審閱，並提供意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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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3 學年度第 1學期「本校校園保護智慧財產權行動方案自評表」 (如附件)， 

請審議。 

說明： 

一、依據教育部 103 年 10 月 29 日臺教高(通)字第 1030156851 號函及本校保護智慧財產權

宣導及執行小組設置要點辦理。 

二、學務處函轉本校各負責推動單位，依自評表執行項目及檢核指標，填報 103 學年度第

1學期執行成效及辦理情形，經彙整如附件，並提本次會議審議。 

三、檢附本校校園保護智慧財產權行動方案推動策略負責單位一覽表 1份。 

決議： 

一、 教師使用數位平台上傳教材數之上傳率，請文創中心再重新確認。 

二、 請將進修學院比照教務處納入本校各單位負責辦理或宣導智慧財產權行動方案執行項

目之負責單位。 

三、 請學務處課外活動組函請各學院於院週會時輪流邀請智慧財產局之「保護智慧財產權

服務團」到校演講協助宣導。 

四、 請學務處課外活動組輔導學生會加強二手書平台的辦理與維護，如有其他替代方案，

也請提供運作情形及佐證資料。 

五、 請電算中心函請各系所於首頁連結本校智慧財產權宣導專區網址，相關網站如下： 

1. 本校首頁：智慧財產權宣導資源專區 

2. 學生事務處生活輔導組首頁：校園保護智慧財產權宣導 

3. 電算中心首頁：資訊安全相關法規 



4. 圖書館首頁：常見問題-智慧財產權說明 

六、 請圖書館與總務處共同研商圖書館報廢書籍及教職員捐贈之二手書的處理方式，以充

分利用資源回收，協助弱勢學生取得正版書籍。 

七、其餘照案通過。 

執行情形： 

  一、文創中心：已重新更改統計方式，將教師使用數位平台上傳率由歷年上傳累計 

改為以當學年度計算。 

  二、進修學院：已納入本校各單位負責辦理或宣導智慧財產權行動方案執行項目之 

      負責單位。 

  三、學務處： 

1.課外組已發函各學院於院週會時輪流邀請智慧財產局之「保護智慧財產權服務團」

到校演講協助宣導。 

2.課外組已輔導學生會增設二手書臉書專頁，提供學生購置二手書資訊。 

  四、電算中心：已函請各系所於首頁連結本校智慧財產權宣導專區網址。 

  五、圖書館: 

1. 經與保管組研商後決議, 有關報廢圖書的處理方式, 涉及國家財產保管, 應由保管

組研訂處理方式, 圖書館則配合辦理。 

2. 燕巢圖書館於 2015.02.24 簽呈報廢破舊不堪使用之罕用圖書 894 冊, 待簽准後, 除

註銷本館館藏外, 報廢書處理方式由保管組參閱法規、洽詢教育部意見後訂定, 本

館配合辦理。 

3.有關各界贈書因不埗及財產, 本館續由採編組進行蒐集整理後, 每年不定期辦理贈

書活動, 將館藏已有複本及不適典藏的部分,轉贈校內有需要的師生, 以利資料的活

用。也嘉惠弱勢學生可以取得免費的參考資料。 

  六、總務處：有關圖書館報廢書籍可否轉為二手書乙事，說明如下： 

     (一)依據國有公用財產管理手冊之規定完成報廢程序，並依照各機關廢財產 

          之變賣及估價作業程序即可辦理轉賣。 

     【國有公用財產管理手冊】 

      第 66 點 

      報廢之財產，不再以財產列管，其後續處理，除其他法令另有規定外，經 

      評估後，得依下列方式處理： 

        1.變賣：已失使用效能，而尚有殘餘價值者。 

        2.再利用：失其固有效能，而適合別項用途者或其整件中有部分附屬設 

          備，於拆除後可供使用者。 

        3.轉撥：可無價轉讓他人使用者。 

        4.交換：可與其他機關或公營事業交換使用者。 

        5.銷毀或廢棄：毫無用途者。 

      不動產以外之財產變賣，其變賣及估價作業，應依各機關奉准報廢財產之 

      變賣及估價作業程序辦理。 

      各機關辦理第一項作業時，主管機關得派員監督辦理。 

    【各機關奉准報廢財產之變賣及估價作業程序】 



      第 3 點  

      變賣方式以公開標售為原則。但奉准報廢財產每件賸餘價值未達新臺幣 

     （以下同）一萬元者，得由執行機關以議（比）價方式讓售。 

     公開標售辦理方式如下： 

       1.通信投標方式。 

       2.現場喊價方式。 

       3.於政府機關建置及管理之拍賣網站辦理。 

          公開標售採通信投標方式辦理者，開標時如無人郵遞投標，執行機關得當 

     場改以現場喊價方式辦理。 

     公開標售一次而未標脫者，執行機關得以原標售底價或酌予降價，重新標 

     售。 

   【物品管理手冊】 

    三十一、變賣廢品（含下腳料處理）應注意下列事項： 

      1.無法利用之廢品，但仍存有殘餘價值者，可予變賣。 

      2.無法利用且不具機密性之印刷品或辦公室廢紙，得售與紙廠製作再生紙 

        漿。 

      3.廢品之變賣，應先預估底價，視其金額之多寡，依照規定程序辦理現狀 

        標售。 

      4.廢品標定，得標人提貨時，比照驗收之規定辦理點交。 

      5.廢品變賣所得之價款，除編製附屬單位預算之基金應依有關規定處理者 

        外，其餘各機關應一律解庫。 

    三十二、廢品利用之方式如下： 

      1.廢品失其原有效能，但可轉為其他用途者，應即加以利用。 

      2.廢品原件中有可供利用部分，應拆除作為可供利用之備件。 

      3.廢品原件不能利用，但經成本效益評估後，認定加工後可再利用者，應 

        儘量予以加工利用。 

      4.可利用之廢品，應另予登錄使用。 

      5.加工後利用之廢品，無論自行加工或招商加工，均依照規定程序辦理。 

        加工後製成之新品，比照驗收及登記之規定，辦理驗收登帳。 

    三十三、本機關不能利用之廢品，而其他機關或團體可予利用者，得作價或 

            無償轉撥供其再利用。 

     (二)其他學校報廢書籍之處置: 

        1.大部分學校未將報廢書籍轉賣為二手書，只先將報廢書籍完成財產除帳程 

          序，暫廢棄書籍存放於各校圖書館之倉庫。 

        2.其他大學之處置方式： 

學校 處置方式 

高雄大學 1.因館藏空間不足，目前只將舊有的電腦用書，先行下 

  架至倉庫存放。 

2.學校尚未決定後續處置方式。 



中山大學 1.學校訂有內規，但尚未施行。 

2.目前初步規劃以轉贈方式至其他單位。 

高雄醫學大學 1.目前將財產先除帳，如果學校老師有需求即轉送使

用，其他報廢書籍先暫時存放倉庫。 

2.學校尚未決定後續處置方式。 

義守大學 1.目前先進行財產報廢程序後，暫置於倉庫。 

2.學校尚未決定後續處置方式。 

 

提案二                                                    提案單位：秘書室 

案由：建請本校相關單位建立校園影印管理內控制度，請討論。 

說明： 

一、 依據教育部 101 年 3 月 9 日臺高通字第 1010036358 號函辦理。 

二、 教育部函示，請學校確實查核輔導教師、學生及校園內提供影印服務之廠商遵守著作

權法相關規定，並依照合約內容，不得從事非法影印，並建立校園影印管理內控制

度，以落實尊重智慧財產權。 

三、 教育部為瞭解學校執行情形，將視需要擇期(另行函告)至校進行輔導訪查。 

決議： 

一、 請學務處協助提供他校相關內控機制資料供參。 

二、 請學務處課外活動組，針對所提供影印服務之簽約廠商，建立「查核輔導校內提供影

印服務之廠商不得進行非法影印作業內控機制」。 

三、 請圖書館、總務處保管組及學務處生活輔導組，針對所提供影印服務之機台，建立

「查核輔導校內提供影印服務之單位不得進行非法影印作業內控機制」。 

四、 請各負責單位將建立完成之影印管理內控機制送秘書室備查。 

執行情形： 

一、 學務處：已提供國立高雄第一科技大學內控機制供參。 

    (一)課外組：已完成本組查核輔導校園內提供影印服務之廠商影印管理內控機 

                制。 

(二)生輔組：已完成本組學生宿舍影印管理內控機制。 

二、 圖書館：有關校園影印管理內控制度圖書館部分，已研擬完成， 並提交至秘書室。 

三、 總務處(保管組)：已完成本組查核輔導校園內提供影印服務之廠商影印管理內 

                控機制。 

參、各單位工作報告 

  辦理單位 工作內容 期程 

教務處 

進修學院 

函知各任課老師及系所請於教學加註【請遵守智慧財產

權觀念】及【不得非法影印】警語 
學期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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機制

取得教科書。 

全學期 

建議教師將尊重智慧財產權觀念及不得非法影印警語加

注於授課大綱，並於學期之初明確告知，同時適時提醒或

制止學生使用非法影印教科書，必要時應通報學校予以輔

導。 

全學期 

學生事務處 

召開103學年度第2學期保護智慧財產權宣導及執行小組

會議 
104.07.22 

課外組及生輔組建立校園影印管理內控機制 全學期 

智慧財產權諮詢窗口，提供師生諮詢 全學期 

維護及管理「二手交易平台」，並增設臉書專頁，協助學生

購置或取得教科書。 
全學期 

各系系學會辦理二手書及新書書展活動 全學期 

總務處 

巡檢校區各委外設置影印機廠商相關警語張貼現 

況，如有缺損即時督導予以補整。 
每月固定巡檢

查核廠商所影印文件有無違反智慧財產權之情形。 

通識教育中心 

本學期通識課程開設智慧財產相關課程共計 17 門， 

修讀學生數 715 人。 
全學期 

103 學年度第 2學期通識教育授課教師教學研習暨 

座談會。 

104/03/24 

104/03/27 

圖書館 

EndNote X7 使用教學說明會 
104/02/25~ 

104/05/14 

發函給所有任課老師提列下學期與授課相關的圖書或電

子書，列為指定參考書限館內閱覽，集中放置一樓指定參

考書專架，供學生借閱參考。 

學期末 

利用電子報宣導智財相關訊息。 不定期 

電子計算機中

心 

利用網路宣導，杜絕校園 P2P 軟體的侵權行為。 全學期 

公告學校「授權電腦軟體目錄」 全學期 

於學校網站公告鼓勵及推廣學生使用自由軟體 全學期 

教育學院 院週會-辦理「網路著作權」專題講座，邀請「保護智慧財 104/03/06 



產權服務團」張啟祥律師蒞校演講 

人力與知識管

理研究所 

專題演講：智慧財產權基本概念 104/05/22 

專題演講：專利文件簡介與申請專利範圍解讀 104/05/26 

專題演講：智慧財產權實務 104/06/05 

專題演講：專利檢索、分析與佈局概述 104/06/09 

化學系 系週會-專題演講：校園網路智慧財產權保護 104/05/08 

電子工程學系 系週會-專題演講：簡介專利 104/04/24 

軟體工程學系 系週會-專題演講：專利與智慧財產權知多少 104/03/24 

參、 提案討論 

提案                                                提案單位：學生事務處 

案由：103 學年度「本校校園保護智慧財產權行動方案自評表」 (如附件)，請審議。 

說明： 

一、依據教育部 103 年 10 月 29 日臺教高(通)字第 1030156851 號函、104 年 5 月 15 日臺

教高(一)字第 1040065425 號函及本校保護智慧財產權宣導及執行小組設置要點辦

理。 

  二、學務處函請本校各單位，依自評表執行項目及檢核指標，填報 103 學年度第 1學期及

第 2學期執行成效及辦理情形，經彙整如附件，提本次會議審議。審議通過後於 104

年 7 月 31 日前，檢送自評表(1 式 6 份)及電子光碟檔(1 式 2 份)函報教育部。 

  三、檢附本校校園保護智慧財產權行動方案推動策略負責單位一覽表 1份。 

決議： 

一、 請將自評表問與答的字體區分。 

二、 請電算中心將執行被檢舉人疑似網路侵權事件發生之處理情況留存紀錄，俾便提供自

評表之佐證資料。 

三、 請秘書室函知各單位建立保護智慧財產權內部控制機制，並落實執行。 

四、 其餘照案通過。 

肆、 臨時動議(無) 

陸、散會(16:0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