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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8學年度第 1學期校園保護智慧財產權宣導及執行小組會議紀錄 

時間：109年 1月 15日(三) 下午 03：00 

地點：行政大樓六樓第四會議室 

主持人：吳連賞校長                                         紀錄：卓士原 

出席人員：如簽到表 

                                          

壹、 主席致詞 

一、感謝大家來出席會議，智慧財產權的宣導及執行很重要，這工作成效會影響

到績效型補助。 

二、接下來我們看上次會議執行情形及提案。 

貳、 上次會議決議事項執行情形（洽悉，准予備查） 

提案討論 辦理單位 執行情形 

提案一 

案由：本校 107學年度第 2學期校園保護智慧財產權

行動方案自評表及佐證資料 (如附件)，請審

議。 

說明： 

  一、依據教育部 108年 4月 2日臺教高通字第

1080048957號函「校園保護智慧財產權行動方

案」賡續辦理。 

  二、學務處依部函轉知各單位依自評表執行項目及

檢核指標落實執行，並於學期末填報本學期執

行成效及辦理情形。 

  三、本自評表經校園保護智慧財產權宣導及執行小

組會議審議後，合併上學期自評表彙整為全學

年度自評表，連同佐證資料(1式 3份)及電子檔

光碟(1式 1份)，於 108年 8月 1日前函報教育

部審查。    

決議： 

     一、請教務處要求及宣導任課老師每學期教學綱

要上傳率達百分之百，不上傳教學綱要的教

師，教務處就列出名單並公布。以後教師不

上傳教學綱要就不續聘、不予升等。 

     二、自評表: 二、課程規劃(一)之填寫欄位內（1）

 
學 務 處 

 

 
依決議辦理、自
評表已增補修正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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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數字 2063修改為 2,063、  （2）5149修

改為 5,149。二、 課程規劃(二)之（1）填

寫欄位內「台文所」修正為「台研所」，「運

產班」修正為「運動競技與產業學士原住民

專班」。二、 課程規劃(二)之（2）填寫欄

位內增加「已增列授權規範使用警語，詳

如」。 

    三、請圖資處提供「各系所論文口試上傳 Turnitin

系統比對結果比率情形」。 

    四、邀請智慧財產局「保護智慧財產權服務團」

到校協助宣導，108學年度請理學院辦理，並

請學務長聯繫新任院長，之後依 105學年度

本會議決議依序由各學院輪流辦理。 

    五、請圖資處提供學校宿舍區學生使用網路規範

的中英文說帖、注意須知，給學務處列入「新

生共識營」手冊宣導。     

提案二 

案由：107學年度第 2學期各單位執行「校園保護智慧

財產權行動方案」自評表各項檢核指標績效，

請評選績優行政單位及學術單位各三名，請討

論。 

說明： 

  一、請依各單位執行「校園保護智慧財產權行動方

案」自評表各項檢核指標，評選績優行政單位

及學術單位各三名。 

 二、獲選單位於行政會議頒獎表揚。 

決議：績優單位評選結果如下： 

      行政單位：圖書資訊處、學務處、總務處。 

      學術單位：通識教育中心、科技學院、光電與 

                通訊工程學系。 

學 務 處 
 

1.已於 108 年 7
月 16日學校網頁
公告。 
2.並於 108 年 9
月 18日 108學年
度第 1 次行政會
議頒獎表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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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 本學期推動校園保護智慧財產權行動方案執行情形 

主辦單位 活動內容 期程 

教務處 

函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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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9.01.03 

函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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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9.01.03 

函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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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9.01.03 

學生事務處 

於新生報到時發送新生校安通訊宣導校園保護智財產權。 108.09.01 

印製「攜帶式日曆摺卡」之智慧財產權宣導品，內容附有「保

護智慧財產權，大家一起來」宣導標語及相關網站。 
108.09.01 

印發學生校園記事本，並附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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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8.09.01 

學生會帶領各社團於新生共識營中以行動劇方式宣導保護

智慧財產。 
108.09.02 

學務處課外組校園影印管理查核。 
108.09.26 

108.12.03 

學務處生輔組學生宿舍影印管理查核。 

108.09.06 

108.09.19 

108.09.20 

108.11.07 

108.11.18 

108.11.28 

學務處發函各單位落實執行 108學年度第 1學期校園保護智

慧財產權行動方案，並填報 107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決議執行情形 

108.11.25 

召開 108學年度第 1學期保護智慧財產權宣導及執行小組會

議 
109.01.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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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 Facebook 臉書專頁，協助

學生購置或取得教科書。 
全學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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總務處 

查核廠商所影印文件有無違反智慧財產權之情形。 108.11.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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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定期巡檢 

通識教育 

中心 

108學年度第 1學期通識課程開設智慧財產相關課程共計 16

修讀學生數 592人 

108學年度 

第 1期 

圖書資訊處 

［研究起步走］綜合性電子資源與服務介紹 
108.10.01 

108.11.25 

如何運用圖書資源探索平台 EDS 與電子資源檢索說明會 
108.10.01 

108.10.15 

［資源探索趣］華藝圖書館檢索技巧與應用大揭密 108.10.15 

研究好幫手--書目管理軟體 Endnote X9 的說明課程 108.10.29 

畢業想趁早，文章想發表，快去 WOS 找 108.10.31 

掌握研究趨勢-引文資庫Web of Science資源應用 108.11.01 

［個人電子書房］凌網電子書暨電子雜誌平台應用介紹 108.11.07 

［捍衛原創性］Turnitin 論文原創比對系統介紹 108.11.13 

Endnote 書目管理軟體 108.11.21 

圖書資訊處影印管理查核 

108.08.06 

108.09.02 

108.10.01 

108.11.06 

108.12.02 

圖書資訊處資安事件通報與應變作業查核 

108.08.29 

108.09.30 

108.10.31 

108.11.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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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每學期末 

網路流量異常事件追蹤處理及輔導 全學年 

利用網路宣導，杜絕校園 P2P軟體的侵權行為。 全學年 

公告學校「授權電腦軟體目錄」 全學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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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學校網站公告鼓勵及推廣學生使用自由軟體 全學年 

理學院 
邀請保護智慧財產權服務團到校宣導，主題為「網路著作權

-談校園常見的著作權問題」 
108.11.15 

工業設計學

系 

於系所週會中宣導保護智慧財產觀念 

108.09.18 

108.09.19 

108.10.11 

辦理原住民傳統智慧創作講座活動，以互動教學方式宣導智

慧財產權保護觀念 

108.09.27 

108.10.19 

108.11.19 

成人教育 

研究所 

於開學時發送學生學習手冊，手冊中收錄智慧財產權宣導資

訊，並於網站放置智慧財產權專區連結網址 
108.09.09 

發送智慧財產權宣導電子郵件給所上教師，提醒教師遵守智

慧財產權相關法規，以免產生侵權行為 
108.12.09 

視覺設計學

系 

於新生週會辦理「智慧校園與資訊安全」講座宣導智慧財產

權保護觀念 
108.09.27 

於系週會辦理「關於台灣商標的歷史與發展」講座宣導尊重

智慧財產權觀念 
108.10.25 

跨領域藝術

研究所 

於新生週會辦理「藝文創作的道德邊界」講座宣導著作權相

關法務知識 
108.09.05 

肆、提案討論 

提案一 

案由：本校 108學年度第 1學期校園保護智慧財產權行動方案自評表及佐證資料 (如

附件)，請審議。 

說明： 

  一、依據教育部 108年 10月 16日臺教高通字第 1080151141號函「校園保護智慧

財產權行動方案」賡續辦理。 

  二、學務處依部函轉知各單位依自評表執行項目及檢核指標落實執行，並於學期末

填報本學期執行成效及辦理情形。 

  三、本自評表經校園保護智慧財產權宣導及執行小組會議審議後，合併下學期自評

表彙整為全學年度自評表，連同佐證資料(1式 3份)及電子檔光碟(1式 1份)，

於 109年 8月 1日前函報教育部審查。    

決議： 

  一、自評表目次的頁碼要對齊。 

  二、自評表:所有四位數字都在三位數字處加上「,」。 

  三、自評表：請圖資處於第 3頁 ISMS部分有關內稽外稽認證的經過寫一些簡要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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料補充進來。 

四、自評表：第 8頁「（三）個資保護導入本校通識課程及新進教職員座談會」部

分做文字修正，「三門」修正為「三週」，「16堂」修正為「16 學系、16 門課」，

「多達數百名」把數字明確化。 

五、自評表：第 9頁「五、建立實施學術倫理教育課程及論文原創性比對機制」，

請圖資處補充日間部及進修學院逐年之比對人數。 

六、自評表：將第 20、22、23、41頁「招生出版組」修正為「綜合業務組」。 

七、自評表：第 44頁「HiNET」修正為「Hinet」。 

八、自評表：將第 23、25、27頁「不得非法影印」修正為「不得不法影印」。 

 

提案二 

案由：108學年度第 1學期各單位執行「校園保護智慧財產權行動方案」自評表各項

檢核指標績效，請評選績優行政單位及學術單位各三名，請討論。 

說明： 

  一、請依各單位執行「校園保護智慧財產權行動方案」自評表各項檢核指標，評選

績優行政單位及學術單位各三名。 

 二、獲選單位於行政會議頒獎表揚。 

決議：績優單位評選結果如下： 

行政單位：圖書資訊處、教務處、學務處。 

      學術單位：理學院、工業設計學系、視覺設計學系。 

 

伍、臨時動議（無） 

陸、散會（15時 50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