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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基本資料 

一、全校教師人數： 589 人 (含專兼任) 

二、全校學生人數(具正式學籍者)： 6701 人  

*以上資料，請填入學校填送至本部統計處之資料，表中涉及教師數或學生人數統

計部份，均請依前開數據計算。 

填列部分 
校內 

填表單位 
填表人 聯絡電話 聯絡傳真 E-Mail 

行政督導 學生事務處 張素靜 7172930#1201 7223973 ca@nknucc.nknu.edu.tw 

課程規劃 通識教育中心 李素瑛 7172930#3501 7250890 y@nknucc.nknu.edu.tw 

教育推廣 

學生事務處 張素靜 7172930#1201 7223973 ca@nknucc.nknu.edu.tw 

教務處 蔡佳蓉 7172930#1102 7166909 s2120@nknucc.nknu.edu.tw 

總務處 蔡芳美 7172930#1301 7223974 da@nknucc.nknu.edu.tw  

圖書館 楊淑妙 7172930#1420 7112097 s3783@nknucc.nknu.edu.tw 

人事室 陳福泰 7172930#1474 7237531 s3202@nknucc.nknu.edu.tw 

通識教育中心 李素瑛 7172930#3501 7250890 y@nknucc.nknu.edu.tw 

文化創意產學中心 吳政璟 7172930#1675 7114574 m2@nknucc.nknu.edu.tw 

進修學院 江蕙芳 7172930#3640 7223975 hfchiang@nknucc.nknu.edu.tw

影印管理 

學生事務處 張素靜 7172930#1201 7223973 ca@nknucc.nknu.edu.tw 

總務處 蔡芳美 7172930#1301 7223974 da@nknucc.nknu.edu.tw  

圖書館 楊淑妙 7172930#1420 7112097 s3783@nknucc.nknu.edu.tw 

網路管理 電子計算機中心 孫健航 7172930#1695 7117529 teom@nknu.edu.tw 

輔導評鑑 秘書室 程蕙瑤 7172930#1003 7110315 s2116@nknucc.nknu.edu.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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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執行特色 
 (請簡要具體敘明，並請提供相關數據或案例佐證) 

一、建構數位教學平台，鼓勵教師編寫數位教材，以強化師生之學習互動 

本校建置有「數位教學平台」，以提供全校師生教學與學習互動之管道，每學期依據教務處提供開

課資料與選課名單統整後匯入數位教學平台。選修該門課程之學生均可使用教師張貼公告之學習資

源。同時，平台上放置有教師端及學生端平台操作手冊提供全校師生做為參考，並於每學期定期舉辦

平台導覽課程及提供數位平台洽詢服務及遠距操作手冊。教師除了可採用傳統的教學方式;也可隨時利

用數位教學平台，規劃課程進行線上教學活動、互動討論、評量以及建置教學檔案等，教師能隨時隨

地瞭解學生的學習狀況，也可以進行即時或非即時的教學，並於每月月底統計數位學習平台教師教材

上傳率製作成報表。102 學年度已有 286 位教師使用數位平台上傳教材數，上傳率達 99.31%。 

為協助全校教師熟悉數位教學平台，本校文創中心每學期定期辦理數位教學平台導覽課程，包含

數位教學平台導覽課程、網路同步教室操作說明等，並辦理數位助理培訓，主要協助教師使用數位平

台進行授課及數位教材上網，另外本校文創中心為提升全校師生基本素養與核心能力本中心定期舉辦

基礎數位攝影、數位影音剪輯課程、數位簡報製作、Photoshop 影像處理、現在音樂技術製作、導播機

的運用與介紹、等相關教材數位化課程。 

二、訂有「校園網路使用規範要點」，確保網路使用之安全 

本校電子計算機中心為因應資訊社會智慧財產權趨勢，已建立資安防護機制，對校園網路管理採

取積極防範宣導與發展數位資源並重的策略，除訂定校園網路使用規範，積極推動智慧財產權、網路

運用規範等教育，並協助師生以較低價格採購合法軟體及教室裝置還原系統，以實現校園師生合法運

用資訊之認知，避免侵犯智慧財產權。 

校園網路使用規範執行情形如下： 

1. 將本校訂定之「校園網路使用規範」納入校規。 

2. 將侵害智慧財產權、網路入侵等事件之處理方式，明訂相關獎懲規定，以確保網路使用之安全。 

3. 制定疑似網路侵權事件發生之處理機制與流程（SOP）。 

4. 建立網路異常流量管理與處理標準作業流程。 

5. 建立校園資訊安全監控之相關處理機制，導入 ISMS 管理系統（Information Security Management 

System，下稱 ISMS），並確依該系統之規範，謹慎裝置資訊設備，並制定各項規定以執行之。 

6. 制訂「校園伺服器管理要點」，定期檢視學校公用電腦是否安裝非法軟體，並提供相關檢舉信

箱接受通報檢舉案件。 

7. 建立資通安全通報機制，指派專人負責，迅速正確執行通報作業。 

8. 制定「電腦軟體侵權管理要點」。 

本校對保護智慧財產權的推動不遺餘力，法規完備，強化教育、積極宣導與控管，近 3 年已較少

有違犯情形，成效良好。 

三、定期進行資訊安全之宣導與檢核，建置得以確保資訊安全之環境 

本校定期辦理資訊安全與智慧財產權保護教育訓練，以提升行政人員資訊安全管理觀念與能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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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影響資訊安全之管理人員，檢視其需求，依其角色與職務給予適當訓練，以強化員工資訊安全領域

之能力與素質，達成資訊安全政策要求。其中，本校行政人員每年應接受不少於 3 小時之資訊安全訓

練，各單位主管每年應接受不少於 3小時之資訊安全訓練，資訊安全推動小組成立每年應接受不少於 6

小時之資訊安全訓練。本校資訊安全推動小組成立每年應接受稽核訓練課程至少 16 小時以上，102 學

年電算中心舉辦資訊安全教育訓練課程如表。 

表 1  本校 102 學年電算中心舉辦資訊安全教育訓練課程表 

課程名稱 時數 

資訊安全簡介 3 

風險管理及風險評鑑 3 

資訊安全內部稽核 3 

資訊安全內部稽核實務訓練 3 

電子郵件社交工程介紹與滲透防範(含智慧財產權觀念宣導) 3 

本校設有資訊安全推動小組，管理涵蓋 11 項管理事項，以避免因人為疏失、蓄意或天然災害等因素，

導致資料不當使用、洩漏、竄改、破壞等情事發生，對本校帶來各種可能之風險及危害。 

資訊安全之檢核，由本校資訊安全推動小組成員成立稽核小組，每年定期辦理資訊安全內部稽核作

業，以落實資訊安全管理相關作業與程序。查驗各項作業的控制目標、控制措施、流程及程序是否符合法

規、ISO 標準及組織之資訊安全要求，以確保各項業務能有效運作。 

為確保本校所屬資訊資產之機密性、完整性及可用性，並符合相關法令法規之要求，使其免於遭

受內、外部的蓄意或意外之威脅。由本校副校長擔任資訊安全長，積極推動資訊安全管理制度，以確

保校園資訊安全環境。自 100 年 3 月 16 日起推動 ISMS，系統管理認證，其中特別將「智慧財產權」

及其法規要求列為主要檢視作業控制項目(A.15.1.2)之一，已於 100 年 6 月完成認證，並於 103 年 6 月

再次完成認證，為資訊安全提供高品質的保證，以確保本校資訊資產之安全性，並符合相關法令法規

之要求，本校相關資安防護管理措施如表 2。 

表 2  本校資安防護相關管理措施 
措施 內容 

訂定校園網路使用規範，並納

入校規執行 
為充分發揮校園網路功能、普及尊重法治觀念，並提供網路使用者

可資遵循之準據，以促進教育及學習。 

IDS 暨防火牆系統 
即時針對校內外異常行為 IP 進行封鎖，減少校園電腦遭受攻擊的

機會。 

安裝防毒軟體 
要求行政單位安裝，並關閉不需使用的 port，減少使用者中毒的情

形。 
郵件過濾系統 採用郵件過濾軟體，減少病毒傳播及垃圾信氾濫的問題。 
定期弱點掃描，以強化網站安

全 
以降低因系統主機技術弱點而引發之攻擊的衝擊。 

資訊安全事件通報及危機處理

程序 
使安全及失效事件所造成的損害降到最低，並且建立事件學習機

制，以識別重複發生的安全或失效事件。 

業務持續計畫 
擬定關鍵性業務流程遭受重大故障或災害時，可執行之替代方案，以確

保業務的持續運作，降低事件所造成的損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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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據教育部「政府機關（構）資訊安全責任等級分級作業施行計畫」，本校 102 學年度資訊安全已

執行完成之工作項目如下： 

1. 防護縱深：建立網路連線中斷緊急應變作業。 

2. ISMS 推動作業：本校 ISMS 推動工作已完成第三者驗證作業。 

3. 稽核方式：資訊安全稽核管理程序書。 

4. 資安教育訓練：人員教育訓練管理程序。 

5. 專業證照：維持至少 1張資安專業證照。 

6. 檢測機關網站安全弱點：由電算中心或委請專業服務廠商，每年定期針對電腦機房重要伺服器

主機、網路設備等，進行弱點掃描，並於掃描後提出弱點掃描報告，並完成補強。本校102學

年度資訊安全已執行完成之工作項目如表3，資訊安全管理系統如圖1。 

表3  本校102學年度資訊安全已執行完成之工作項目 
   作業    
     名稱 

等級 
防護縱深 

ISMS 推動

作業 
稽核方

式 
資安教育訓練 專業證照 

檢測機關

網站安全

弱點 

B 級單位

應完成之

工作項目 

SOC(選項)、
IDS 、 防 火

牆、防毒、郵

件過濾裝置 

通過第三者

驗証 

每年至

少 1 次

內稽 

1. 每年至少(3、6、
16、3 小時) 

2. 資訊人員、資安人

員需通過資安職能

鑑定 

維持至少 1
張資安專業

證照 每年 1 次

國立高雄

師範大學 

IDS、防火

牆、防毒、郵

件過濾裝置 

102 年 6 月

通過 ISO 
27001:2005
續評，103
年 6 月再次

完成認證 

已完成 已完成 

102 學年度

資安成員有

2 張資安專

業證照 

已完成 

 

 

 

 

 

 

 

 

 

 

 

 

                            

                                          

                                           圖 1  資訊安全管理系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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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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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校通識教育中心每學期開設「智慧財產保護」課程，部分相關課程如「網路與教學」等課程，則

採取融入智慧財產權保護之相關課程內容，以加強學生對此議題之認識。此外，在每位學生都必須修習

的校定共同必修科目中如「民主與法治（生活法律）」及「科技與社會（資訊與社會）」等單元也都融入智慧財產權保

護之相關議題，讓學生在現代社會中能具有智慧財產權保護的概念與實際的行動。 

五、訂有智慧財產權保護之相關規章，落實智慧財產權保護 

本校訂有「智慧財產權宣導及執行小組設置要點」，據以成立保護智慧財產權宣導及執行小組，負

責規劃及推動相關活動，其活動內容包括行政督導、課程教學、教育宣導、影印管理、網路管理、輔

導評鑑及獎勵等六個面向。為了落實智慧財產權的保護措施，本校每學期召開執行小組會議，檢討執

行成效並提出改進建議。 

此外，總務處為了避免教職員工或學生非法影印資料，訂有「公務影印機設置與管理要點」。學務

處為警惕學生違反智慧財產權之行為，於「學生獎懲規定」中特別增列違反智慧財產權相關懲處條文。 
 

六、各單位定期辦理或宣導智慧財產權行動方案 

本校除訂有智慧財產權保護之相關規章，以及開設相關之通識課程外，也成立「保護智慧財產權

宣導及執行小組」。為了落實教育部推動保護智慧財產權行動方案，本校保護智慧財產權小組規劃執行

項目，請各相關單位分工負責推動，定期辦理或宣導智慧財產權活動。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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覽表如表 4。 

表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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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覽表 

推動策略 學校執行項目 負責單位 

一、行政督導 1.持續提昇保護智慧財產權小組功能，由校長或副校長擔任小組召集人，小組成

員並應納入學生代表，定期召開會議，規劃及辦理相關活動。 
學生事務處 

2.強化智慧財產權諮詢窗口功能，提供師生諮詢。 學生事務處 

二、課程教學 1.規劃於通識課程開設「智慧財產權」相關議題或以其它有效方案替代，提昇學

生智慧財產權相關知能。 
通識教育中心 
科技學院 
教育學院 

2.建議教師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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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教務處 
教學發展中心 
文化創意設計產學

中心 
3.建議教師將「尊重智慧財產權」觀念及「使用正版教科書」之文字加註於授課

大綱，並於學期初明確告知學生，且適時提醒學生使用正版教科書。 
教務處 
各院系所 

三、教育宣導 1.充實校內智慧財產權宣導網頁資料，並妥適運用智慧局相關宣導網頁。 學生事務處 

2.學校應善用智慧局提供之智慧財產權題庫及國內觸法受罰案例，規劃有效宣導

方式，提供校內師生參考運用，加強師生智慧財產權之觀念。 
各院系所 

通識教育中心 

3.開辦相關課程及宣導活動以提昇教師及行政人員智慧財產權之觀念。 人事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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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動策略 學校執行項目 負責單位 

 4.學校應參閱智慧局編印之「校園著作權百寶箱」，提供師生有關著作權合理之

使用範圍及資訊。 
各院系所 

通識教育中心 

5.鼓勵校內社團、系學會等相關單位辦理保護智慧財產權宣導活動。 學生事務處 

6.適當運用智慧局之「保護智慧財產權服務團」到校協助宣導。 各院系所 

7.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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學生事務處 

四、影印管理 1.於校內提供影印服務區域明顯處（例如：圖書館、系所……等），張貼「尊重

智慧財產權」文字，及不得不法影印警語。 
總務處 

圖書館 

各系所 
2.學校與校內提供影印服務之廠商，應將遏止不法影印納入採購契約規範。 總務處 

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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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總務處 

4.學校應針對進行不法影印教科書之學生建全輔導機制，並將情節嚴重、屢次未

改進者列入學生獎懲規定議處。 
學生事務處 

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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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學生事務處 
圖書館 

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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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書平台等機制取得教科書。 
教務處 
各系所 

7.學校應訂定具體方案或措施協助弱勢學生購置教科書；並由圖書館購置教科

書，提供學生查閱。 
各系所 
圖書館 

五、網路管理 1.落實將校園網路使用規範納入校規，該規範至少須含括教學區與學校宿舍區。 電子計算機中心 
2.落實執行網路（包含臺灣學術網路及學校與民間網路服務業者簽約使用之網

路）侵害智慧財產權等事件之處理方式，並說明其相關獎懲辦法。 
電子計算機中心 
學生事務處 

3.依據校園網路狀況，落實管理教學區與學校宿舍區之網路流量每日傳輸上限。 電子計算機中心 

4.檢討並強化網路異常流量管理與處理標準作業流程。 電子計算機中心 

5.檢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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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各系所 

6.強化資訊安全人員與建立校園資訊安全監控相關之處理機制。 電子計算機中心 

7.落實執行自行訂定之相關防範措施，杜絕校園P2P、BT軟體的侵權行為。 電子計算機中心 

8.落實妥善處理疑似侵權之事件，並知會校園網路使用者等相關人員。 電子計算機中心 

9.落實執行校園伺服器管理辦法。 電子計算機中心 

10.定期檢視學校公用電腦設備及各項專案電腦設備（主機伺服器、電腦教室、

行政電腦…等公務用電腦設備）是否被安裝不法軟體，並提供相關檢舉信箱

接受通報檢舉案件。 

各單位 

1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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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電子計算機中心 

1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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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電子計算機中心 
圖書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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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系所 

推動策略 學校執行項目 負責單位 

 1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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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電子計算機中心 

14.檢討並強化學校自訂之「臺灣學術網路智慧財產權疑似侵權處理程序」。 電子計算機中心 

15.對於疑似侵害智慧財產權之主機，應視不同之程度與狀況採取必要作為，並

進行相關宣導措施及留下有關之處理與宣導紀錄。 
電子計算機中心 

16.若發生疑似侵害智慧財產權之網路行為，校內教學區、行政區及宿舍區，應

以正式管道通知相關管理單位進行處理。 
電子計算機中心 

17.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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學生事務處 
電子計算機中心 

六、輔導評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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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各單位 

2.學校定期於每年7月，填報該學年推動成果，由教育部進行審核、追蹤及輔導，

並統計相關資料作為政策推動之參據。 
學生事務處 

3.將校內有關智慧財產權之自我考核，納入自我評鑑機制。 秘書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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參、102 學年度大專校院執行「校園保護智慧財產權行動方案」自評表 

一、行政督導 

學校執行項目 檢核指標 
填寫欄位 

符合
情形 學校辦理情形(請翔實填列並請勿增刪本欄填報項目) 

(一)持續提昇保護智慧財產

權小組功能，由校長或副

校長擔任小組召集人，小

組成員並應納入學生代

表，定期，召開會議規劃

及辦理相關活動。 

1.學校是否成立保護智慧財

產權小組？ 
是

□否 
(1) 成立時間：97年9月17日【附錄1】 

召集人(請敘明職稱、姓名)：校長蔡培村 

2.學校是否由校長或副校長

擔任召集人，小組成員是否

已納入學生代表？召開會

議規劃及辦理相關活動？ 

是

□否 
(2-1)小組成員，共23人：【附錄1】 

職稱 姓名 

校長(召集人) 蔡培村 

副校長 吳連賞 

副校長 王惠亮 

教務長 王政彥 

學務長 何明宗 

總務長 朱耀明 

研究發展處處長 郭榮升 

教育學院院長 方德隆 

文學院院長 齊士崢 

藝術學院院長 姚村雄 

理學院院長 劉嘉茹 

科技學院院長 林鴻銘 

進修學院院長 廖本煌 

主任秘書 黃有志 

圖書館館長  黃芳吟 

電子計算機中心主任 孫培真 

通識教育中心 林振欽 

文化創意設計產學中心主任 唐硯漁 

人事室主任 黃慶豐 

主計室主任 何素瓊 

工業設計學系副教授 吳昌祚 

通識教育中心副教授 陳竹上 

學生會會長 杜孟哲 

執行秘書(學務處秘書) 張素靜 

(2-2)開會日期：會議紀錄詳見【附錄2】 
上學期：103年1月21日 
下學期：103年7月28日 

(2-3)規劃及辦理之活動內容及期程： 

 活動內容及期程簡表詳見【附錄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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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校執行項目 檢核指標 
填寫欄位 

符合
情形 學校辦理情形(請翔實填列並請勿增刪本欄填報項目) 

二、強化智慧財產權諮詢窗

口功能，於校園網站上建

立校園保護智慧財產權

專區，並建置處理相關法

律問題之諮詢窗口，提供

師生員諮詢。 

1.學校是否聘請學者專家或

法律顧問成立「智慧財產權

諮詢窗口」？(得以學校聯盟

形式辦理) 

是

□否 
(1) 請說明學校「智慧財產權諮詢窗口」之服務情形：

                                      【附錄1、4】   

a.諮詢窗口之組織：保護智慧財產權宣導及執

                 行小組 

b.諮詢人員姓名：張素靜 

c.現職：學務處秘書 

        保護智慧財產權宣導及執行小組執

        行秘書 

備註：本校吳昌祚教授及洪群雄教授擔任本校

有關智慧財產權課程，可提供智慧財產權諮

詢。另外，本校聘請之法律顧問洪條根律師，

通識教育中心陳竹上副教授具有法律專長背

景，亦可提供智慧財產權諮詢。 

 

2.學校是否建立學校專屬智

慧財產權網站(頁)專區，並

提供網路相關法律問題之

諮詢窗口？ 

是

□否 
(2)請說明提供諮詢之情形：【附錄4】 

a.網頁網址：http://staffairs.nknu.edu.tw/98001/

b.如提供網路相關法律諮詢窗口有所困難，是否有其他

替代方案讓師生可以諮詢相關的法律問題？ 

由本校電算中心網路組技術專員提供網路相

關法律問題之諮詢，必要時轉介本校學者專家

或法律顧問處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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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課程規劃 

學校執行項目 檢核指標 
填寫欄位 

符合
情形 學校辦理情形(請翔實填列並請勿增刪本欄填報項目) 

(一) 規劃於通識課程開設「智

慧財產權」相關議題或以其

它有效方案替代，提昇學生

智慧財產權相關知能。 

1.學校是否開設「智慧財產權」

通識課程或以其它有效方案

替代，以強化學生具備正確

智慧財產權觀念？(說明：本

項係調查學校開設「全校學

生得選修」之通識課程，請

勿以專業系所開設之法律專

業課程填答) 
 

是

□否 
 (1)智慧財產權通識課程開設情形：【附錄5】 

學期 全校課

程數 
(A) 

智慧財產權

通識課程數 
(B) 

智慧財產權 
通識課比例 

(C=(B/A)*100%)

第1學期 48 13 27.08% 

第2學期 56 11 19.64% 

小計 103 24 23.08% 

(2) 全校修習智慧財產權通識課程學生數及比例： 

                                        【附錄5】 

學期 全校學

生人數

(A) 

修讀智慧財

產權通識課

程學生數 
(B) 

修讀智慧財產權

通識課學生比例

(C=(B/A)*100%)

第1學期 3413 534 15.65% 

第2學期 3381 427 12.63% 

小計 6794 961 14.14% 

本校通識中心不僅開設智慧財產之課程，亦以融入式教

學於校定共同必修科目「民主與法治（生活法律）」及「科

技與社會（資訊與社會）」中另立專章加強宣導，以建立

學生正確智財權觀念。 

102學年度第一學期課程： 
 

課程名稱 
課程 
教師 

開課

系所

1. 搞定智財愛創意 吳昌祚
通識 

中心 

2. 科技與社會（資訊與社會） 林建良 數學系

3. 科技與社會（資訊與社會） 林建良 物理系

4. 民主與法治（生活法律） 蔡天助 國文系

5. 民主與法治（生活法律） 洪啟嘉 工設系

6. 民主與法治（生活法律） 吳真真 教育系

7. 民主與法治（生活法律） 陳朝政 電子系

8. 民主與法治（生活法律） 蔡天助 英語系

9. 民主與法治（生活法律） 洪啟嘉 光通系

10.民主與法治（生活法律） 吳真真 數學系

11.民主與法治（生活法律） 蔡天助 音樂系

12.民主與法治（生活法律） 黃有志 體育系

13.民主與法治（生活法律） 蔡天助 視設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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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校執行項目 檢核指標 
填寫欄位 

符合
情形 學校辦理情形(請翔實填列並請勿增刪本欄填報項目) 

102學年度第二學期課程： 
 

課程名稱 
課程 
教師 

開課

系所

1. 搞定智財愛創意 吳昌祚
通識 

中心 

2. 民主與法治（生活法律） 蔡天助 事經系

3. 民主與法治（生活法律） 吳真真 生技系

4. 民主與法治（生活法律） 黃有志 國文系

5. 民主與法治（生活法律） 吳真真 化學系

6. 民主與法治（生活法律） 蔡天助 英語系

7. 民主與法治（生活法律） 蔡天助 地理系

8. 民主與法治（生活法律） 洪啟嘉 數學系

9. 民主與法治（生活法律） 陳朝政 物理系

10.民主與法治（生活法律） 陳竹上 特教系

11.民主與法治（生活法律） 陳朝政 軟工系

 
(3)其他替代方案：【附錄6】 

教務處 

全校各院系所開設智慧財產權相關課程如下：

102 學年度第一學期 

開課單位 課程名稱 學分 教師 型態

文化創意碩

士學程專班

文創設計智財案

例研究 
2 吳昌祚選修

事經碩士班

二年級 

智慧財產權管理

研究 
3 林良陽選修

資訊教育研

究所 

網路安全與網際

網路應用 
3 楊中皇選修

資訊教育研

究所 

資訊安全管理研

究 
3 楊中皇選修

軟體工程學

系一年級 

資訊管理 
3 鄭伯壎選修

102 學年度第二學期 

開課單位 課程名稱 學分 教師 型態

人知碩士班

一年級 

智慧資本與智慧

財產管理研究 
3 謝秉蓉選修

人知碩士班

二年級 

智慧資本與智慧

財產管理研究 3 謝秉蓉選修

電子碩士班

一年級 

智慧財產權及專

利 
3 洪群雄選修

視覺設計碩 文創設計與智慧 2 吳昌祚選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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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校執行項目 檢核指標 
填寫欄位 

符合
情形 學校辦理情形(請翔實填列並請勿增刪本欄填報項目) 

士學位專班 產權管理 

   

二、建議教師以自編教材或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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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學校教師是否自編教材或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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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說明：本項係調查學

校教師自編教材之人數及佔

所有教師比例，非為課程數

及佔所有課程比例，另確認

落實之機制應具體說明) 
 

是

□否 
(1)請說明教師自編教材之情形：【附錄 7】 
a.確認教師是否落實之機制： 
1.依據著作權法第 46 條規定，本校教師除自

編教材與授課講義之外，另有參考書籍搭

配教學使用，並利用本校校內網路教學平

台教學以及提供部分教材供學生下載使

用，均依據著作權法第 46 條實施，另於學

期結束後通知教師刪除。 
2.每月教學發展中心均會統計教師及學生使

用情形。部份教師有自編教材，或編製成

書面講義，或亦上傳至教學平台，供學生

自行下載；均會附註參考文獻。每月數位

教學科技中心均會統計教師及學生使用情

形。 

b.自編教材教師人數及比例：286 人；99.31%
專兼任教師課程自編教材並提供教材簡報

檔供學生閱讀。  

c.平台網址或教師教學網址(請以表格呈現 10
個網址)： 

   ①本校數位教學平台網址:  
http://e.nknu.edu.tw 

   ②各系所教師教學網址:提供學生下載： 
系所 教師 教學網址 
特殊教育 
學系 

林素貞 http://ksped.nknu.edu.tw/sirsuja
n/ 

特殊教育 
學系 

王瓊珠 http://researcher.nsc.gov.tw/ct.a
sp?mp=1920&CtNode=530 

特殊教育 
學系 

蔡明富 http://spe.idv.tw/ 

特殊教育 
學系 

鄭靜宜 http://researcher.most.gov.tw/JingYi/ 

數學系 吳憲忠 http://teach.nknu.edu.tw/hcwu/ 
數學系 林英哲 http://researcher.nsc.gov.tw/8900107/ch/ 
數學系 賴鵬仁 http://cauchy.math.nknu.edu.tw/teacher/l

aibird/index.html 
數學系 陳仁純 http://teach.nknu.edu.tw/rcchen/ 
數學系 杜威仕 http://researcher.nsc.gov.tw/mp.asp?mp=

3296 
數學系 林盈甄 http://researcher.nsc.gov.tw/9701176/ch/ 
數學系 李俊憲 http://teach.nknu.edu.tw/chli/ 
光電與通訊

工程學系 
陳榮杰 http://teach.nknu.edu.tw/che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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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校執行項目 檢核指標 
填寫欄位 

符合
情形 學校辦理情形(請翔實填列並請勿增刪本欄填報項目) 

軟體工程學

系 
葉道明 https://sites.google.com/site/do

wming/ 

  

三、建議教師將「尊重智慧財

產權」觀念及「使用正版

教科書」之文字加註於授

課大綱，並於學期初明確

告知學生，且適時提醒學

生使用正版教科書。 

1.學校教師是否將「遵守智慧

財產權觀念」及「不得不法

影印」警語加註於授課大

綱？  

是

□否 
(1)請說明加註警語之辦理情形【附錄 8】 
a.確認教師是否落實之機制：是 
b.配合辦理之課程數及比例： 2784 門; 比例:100%。

c.提供方式：選課系統標註或紙本(請提供10門課程授

課大綱影本) 
1.本校教務處出版組於每學期開學前均函知

教師上傳其授課網要並於課務組網站「課

務查詢 (選課)系統」中公布以提供學生隨

時查閱。並請教師於教學大綱加註「遵守

智慧財產權觀念」及「不得非法影印」警

語，以提醒學生尊重智慧財產權。 
2.選課系統標註或紙本警語文句如下： 
請遵守智慧財產權觀念、不得非法影印 
 

2.學校教師是否在教學過程中

適當引導學生使用正版教科

書？(說明：本項係調查教師

於學期初或課堂中應告知學

生使用正版教科書) 

是

□否 
(2)請說明教師引導教學之辦理情形： 
a.確認教師是否落實之機制：是 

b.配合辦理之課程數及比例：2784 門；100%
c.教學情形說明： 
1.授課教師於學期初或課堂中會適當引導學

生使用正版教科書，勿任意翻印以免觸

法。所有課程用書均依授課教師規定，向

出版商訂購正版書籍，同學亦可考量自身

狀況向圖書館借閱，或向學長姐借閱。 
2.教師會於上課中或論文指導時做宣導，並

以他校不尊重「智慧財產權」直接抄襲論

文導致學位被撤銷之案例，做為學生之警

惕。 
 

3.學校教師是否適時提醒或

制止學生使用不法影印教科

書，或通報學校予以輔導？

是

□否 

 

(3)請說明教師輔導之辦理情形： 
a.確認教師是否落實之機制：是 
b.配合辦理之課程數及比例：2784 門；100%
c.教學情形說明：除教師自編教材由教師提供

列印給同學外，所有課程用書均依授課教師

規定，向出版商訂購正版書籍，授課教師並

於課堂上宣導勿翻印以免觸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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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教育宣導 

學校執行項目 檢核指標 
填寫欄位 

符合
情形 學校辦理情形(請翔實填列並請勿增刪本欄填報項目) 

(一)充實校內智慧財產權宣導
網頁資料，並妥適運用智慧
局相關宣導網頁。 

1.學校是否於學校網站建有

宣導網頁，並連結教育部或

智慧財產局宣導網站，提供

相關訊息？ 

※說明：惠請學校注意，務請

確認網頁內容連結之有效

性。 

是

□否 

(1-1)網頁網址/路徑：【附錄 9】 
本校智慧財產權宣導資源專區： 
http://140.127.41.21/98001/index.htm 
學生事務處首頁： 
http://staffairs.nknu.edu.tw/mdefault.htm 
電子計算機中心首頁： 
http://www.nknu.edu.tw/~nknucc/ 
學生事務處生活輔導組首頁： 
http://staffairs.nknu.edu.tw/life/default.htm 
電子計算機中心校園網路規範： 
http://www.nknu.edu.tw/~qanda/net-rule/Relevan
tLaws.htm 
圖書館保護智慧財產權宣導： 
http://www.lib.nknu.edu.tw/nknu/portal_o2_page.
php?button_num=o2&cnt_id=1&search_type=1
&sn_judge=1 

(1-2)網頁已提供相關網站連結：是□否 

(1-3)網頁已另規劃建置學校專屬宣導資源專區： 
是□否 

http://staffairs.nknu.edu.tw/98001/index.htm 
 

(二)學校應善用智慧局提供之

智慧財產權題庫及國內觸

法受罰案例，規劃有效宣導

方式，提供校內師生參考運

用，加強師生智慧財產權之

觀念。 

2.學校是否有參考運用智慧

財產局之智慧財產權小題

庫，各種宣導方法及觸法受

罰案例，在校園採取有效宣

導措施？ 

是

□否 

(2)請具體說明運用題庫及案例之宣導方式：【附錄 10】
※請逐一說明宣導方式，若超過3場次，請另以簡表呈

現 
學務處： 
a1.宣導方式：函請各院系所轉知教育部函示，為加強

宣導校園尊重智慧財產權觀念，提請師生使用正版

教科書(含二手書) 
b1.辦理時間：103年03月28日 
c1.參與對象及人數：全校師生，共約7300人 
 
a2.宣導方式：上網公告經濟部智慧財產局「智慧財產

人員職能基準與能力認證制度」考試資訊 
b2.辦理時間：103年04月10日 
c2.參與對象及人數：全校師生，共約7300人 
 
a3.宣導方式：上網公告中小企業總會辦理 103 年度保

護智慧財產權宣導說明會-網路著作權宣導 
b3.辦理時間：103年05月07日 
c3.參與對象及人數：全校師生，共約7300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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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校執行項目 檢核指標 
填寫欄位 

符合
情形 學校辦理情形(請翔實填列並請勿增刪本欄填報項目) 

a4.宣導方式：上網公告義守大學智慧財產權系列講座

b4.辦理時間：103年05月08日 
c4.參與對象及人數：全校師生，共約7300人 
 
生活輔導組： 
a1.宣導方式：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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1.辦理時間：102.9.9  
c1.參與對象及人數：大一新生，約 850 人。

 
a2.宣導方式：辦理保護智慧財產權標語     
競賽，加強觀念。 

b2.辦理時間：103.4.15 
c2.參與對象及人數：全校學生，約 40 人。 
 

課外活動組： 
a.宣導方式：舉辦「102 學年度新進教職員暨大一

新生導師研習」，會中由學務長擔任智慧財產教

育專題宣導。 
b.辦理時間：102 年 9 月 10 日 
c.參與對象及人數：新進教師、新進行政人員及大

一新生導師，共 56 人。 
 

人事室 
a.宣導方式：行政知能研討會宣導 
b.辦理時間：102年8月27日 
c.參與對象及人數：全校行政主管及職員，共220人 
 
其他各系所：  
科學教育暨環境教育研究所 

a.宣導方式：利用每學期師生座談時間宣導 

b.辦理時間：102/9/26、103/2/20 

c.參與對象及人數：本所碩博士研究生，共 104 人。

 
體育學系 
a.宣導方式：公告於網頁 
b.辦理時間：103.04.02 
c.參與對象及人數：全體師生，共189人 
 
成人教育研究所 
a.宣導方式：以E-mail公告轉知所上師生宣導智慧財產

權保護，並轉發學校智財權保護公文。 
b.辦理時間：103.04.03 
c.參與對象及人數：全體師生，共103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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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校執行項目 檢核指標 
填寫欄位 

符合
情形 學校辦理情形(請翔實填列並請勿增刪本欄填報項目) 

(三)開辦相關課程及宣導活動

以提昇教師及行政人員智

慧財產權之觀念。 

3.學校是否舉辦智慧財產權

觀念宣導之研討會、座談

會、研習或相關活動，以強

化教師及行政人員智慧財產

權觀念？ 

是

□否 

(3)請說明辦理活動之情形：【附錄 11】 
※請逐一說明場次，若超過3場次，請另以簡表呈現

通識教育中心 
a.活動名稱及內容：文化部「影視音智慧財產權合法運

用宣導」活動―著作權法與影音著作之使用 
b.講師名稱：北辰著作權事務所胡中瑋律師 
c.辦理時間：102年10月18日(五)下午13:30~15:20 
d.參加對象及人數：全校學生、約110人 
 
文學院 
a.活動名稱及內容：院週會專題演講-「世界，在您頂尖，

顚覆閱讀體驗的電子雜誌」 
b.講師名稱：國家地理雜誌總編輯李永適先生 
c.辦理時間：103年05月02日 
d.參加對象及人數：文學院大學部學生，共832人 
 
生物科技系 
a.活動名稱及內容：系週會-專題演講：生技專利申請與

審查實務 
b.講師名稱：陳瑞宏先生 
c.辦理時間：103年03月14日 
d.參加對象及人數：本系師生，約160人。 
 
人力與知識管理研究所 
a.活動名稱及內容：專題演講--「智慧財產權基本概

念」、「智慧財產權管理實務」 
b.講師名稱：鄭莞鈴助理教授 
c.辦理時間：103/03/18、103/05/20 
d.參加對象及人數：本所師生，大約共50人 
 
事業經營學系 
a.活動名稱及內容：專題演講--數位文創的智慧財產權

保護 
b.講師名稱：鄭莞鈴助理教授 
c.辦理時間：103.04.23 
d.參加對象及人數：本系三年級學生，共27人 
 
視覺設計學系 
a.活動名稱及內容：系週會專題演講-慧財產保護教育

b.講師名稱：洪條根律師 
c.辦理時間：102.11.15 
d.參加對象及人數：本系全體學生，共195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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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校執行項目 檢核指標 
填寫欄位 

符合
情形 學校辦理情形(請翔實填列並請勿增刪本欄填報項目) 

軟體工程學系 
a.活動名稱及內容：系週會專題演講--智慧財產 
b.講師名稱：吳昌祚教授 
c.辦理時間：102.11.15 
d.參加對象及人數：本系學生，共89人 
 
科學教育暨環境教育研究所 
a.活動名稱及內容：專題演講「看新聞學法律」  
b.講師名稱：陳志銘老師 
c.辦理時間：103/01/09 
d.參加對象及人數：本系師生，約52人。 
 

(四)學校應參閱智慧局編印之

「校園著作權百寶箱」，提

供師生有關著作權合理之

使用範圍及資訊。 

4.學校是否提供著作合理使用

範圍及資訊，以利全校師生

遵循辦理？(說明：本項係透

過校內專屬網頁或出版品專

刊告知學生著作合理範圍) 

是

□否 
(4)請說明提供資訊辦理情形：【附錄 12】 
學生事務處、電算中心、校安中心： 
a.提供方式： 
①本校首頁、學務處網頁、生活輔導組網頁、

圖書館網頁、電算中心網頁均建置智慧財

產權宣導網站 
②校安通訊、圖書館電子報、導師電子報皆

不定期宣導智財相關訊息。 
③以本校數位教學平台作為教師課程內容等

相關文件上傳及與學生互動的 E 化平台

（http://e.nknu.edu.tw/） 
b.提供時間：全年長期提供 
c.提供內容：智慧財產全相關法規、課程大

綱、課程講義、圖書館內的影印書刊資

料、資料庫文獻下載、網路文章轉載、

影音資  料下載等有關著作權法問題、

案例說明及相關網站連結。  
 
學生事務處(課外活動組) ： 

a.提供方式：在發送給全校同學之學生校園記

事本內加印相關資訊加強宣導 
b.提供時間：102 年 10 月 
c.提供內容：保護智慧財權宣導語和相關網站

 
圖書館： 
a.提供方式：彙整相關法規及說明置於本館新的網頁平

台的「校園保護智慧財產權教育宣導資源」中

http://www.lib.nknu.edu.tw/nknu/portal_o2_page.php?bu
tton_num=o2&cnt_id=1&search_type=1&sn_judge=1 

b.提供時間：102/10/1 
c.提供內容： 
(a)網頁項目包含校園影印教科書之說明、校園著作權

利用之相關問題、校園著作權百寶箱、圖書館著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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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校執行項目 檢核指標 
填寫欄位 

符合
情形 學校辦理情形(請翔實填列並請勿增刪本欄填報項目) 

權小百科、校園二手教科書等保護智財權相關之資

訊。 
(b)本館另引進各方試用資源，提供老師學生反論文抄

襲的比對系統，保護師生免誤觸著作權法網。分別

是「學術不端文獻檢測系統」」(102/8，及

102/9/23-102/10/22)、Turnitin論文原創性比對系統

(103/5/27-103/6/20)及102學年度共計引進3次試用。

 
其他各系所： 
a.提供方式：已本校數位教學平台作為教師課程內容等

相關文件上傳以及與學生互動的E化平台 
   (http://e.nknu.edu.tw/) 
b.提供時間：長期提供 
c.提供內容：課程大綱、課程講義 
 

(五)鼓勵校內社團、系學會等相

關單位辦理保護智慧財產

權宣導活動。 

5.學校是否鼓勵系學會或社團

辦理智慧財產權宣導活動？

(說明：本項係期望透過社團

學生辦理之智慧財產權活

動，建立學生保護智慧財產

權之觀念) 

是

□否 

(5)請說明鼓勵系學會或社團辦理之活動：【附錄 13】
※請逐一說明場次，若超過3場次，請另以簡表呈現 
a1.活動名稱及內容：102學年度學生自治會社團幹部研

習會 
b1.辦理時間：102.09.05-102.09.07 
c1.參加對象及人數：社團幹部負責人，約80人 
 
a2.活動名稱及內容：社團法人台灣錄音著作權人

協會(ARCO) 請本校轉知各社團(含系學會)
於公開活動、參賽、表演期間播放音樂等，

需事先取得該會授權並支付使用報酬，業已

轉知各社團。 
b2.辦理時間：102.10.25 
c2.參加對象及人數：社團負責人及幹部，共113人 

 
(六)適當運用智慧局之「保護智

慧財產權服務團」到校協助

宣導。 

6.學校是否曾邀請智慧財產局

「保護智慧財產權服務團」到

校協助宣導？ 

是

□否 

(6)請說明宣導活動之辦理情形：【附錄 14】 
※請逐一說明場次，若超過3場次，請另以簡表呈現 

工業設計學系 
a.活動名稱及內容：專題演講-從設計師到專利師的植牙

轉換，設計專利申請設略與應用-以蘋果與三星的訴

訟為例  
    (演講人：智慧財產局高級專利審查官 郭雪美女士)
b.辦理日期：103.01.10 
c.參加對象與人次：全校師生，約120人 

 
電子工程學系 
a.活動名稱及內容：系週會演講--智慧財產權-專利淺談

   (演講人：智慧財產局 盛致璿 先生) 
b.辦理時間：103.05.09 
c.參加對象及人次：本系大一至大三學生，共104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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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校執行項目 檢核指標 
填寫欄位 

符合
情形 學校辦理情形(請翔實填列並請勿增刪本欄填報項目) 

(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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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學校是否將「遵守智慧財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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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

□否 
(7)請敘明宣導方式並提供宣導資料(學生手冊或在校資

訊影本) ：【附錄 10、15】 
1.於新生隨手筆記及折式年歷皆有附上「保護智慧財產

權，大家一起來」之宣導標語。 
2.於新生始業輔導宣導遵守智慧財產權觀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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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影印管理 

學校執行項目 檢核指標 
填寫欄位 

符合
情形 學校辦理情形(請翔實填列並請勿增刪本欄填報項目) 

(一)於校內提供影印服務區域

於明顯處（例如：圖書館、

系所……等），張貼「尊

重智慧財產權」文字，及

不得不法影印警語。 

1-1 學校是否於圖書館影印機

上揭示「尊重智慧財產

權」警語？ 

是

□否 

(1-1)圖書館影印機上揭示警語情形：【附錄 16】 
a.全校各圖書館所屬影印機總數： 9 台 
b.已揭示警語影印機數量： 9 台 (請提供照片參考) 
 

1-2 學校是否於校內影印服務

區域之明顯處張貼「遵守

智慧財產權」及「不得不

法影印」警語？ 

是

□否 
(1-2)請提供張貼處相片 

請參閱【附錄 17】 

(二)學校與校內提供影印服務

之廠商，應將遏止不法影

印納入採購契約規範。 

2.學校與校內提供影印服務之

廠商，是否已將「不得不法

影印」納入採購契約規範？

是

□否 
(2)請說明納入契約之情形：【附錄 18】 
a.契約簽訂日期：102. 08. 01 
b.契約條款：第 14 條 
c.條文內容：(請提供契約影本) 
  契約條文第14條 

    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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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d.尚未納入原因及預定完成時間：已有納入契約條文 
 

(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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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1 學校是否要求校內提供影

印服務之單位，訂定「影

印服務規則」，且列入不

得不法影印之規定？(說
明：本項調查含括位於行

政單位之影印機器) 

是

□否 
(3-1)請說明訂定服務規則之情形：【附錄 19】 

a.影印服務單位：總務處保管組、圖書館 
b.影印服務規則內容：  
(請提供 2 處室，並以附件方式呈現) 
1.總務處：本校總務處保管組訂有「公務影

印機設置與管理要點」，以提醒各單尊重智

慧財產權切勿不法影印。  
2.圖書館：圖書館已訂定「重製資料使用通

告」，並加貼於館內所有公務或公用的影印

機附件，提醒館內的影印者，相關的使用

限制及罰責。 
   

3-2 學校是否已建立查核輔導

機制？ 
是

□否 
(3-2)請說明查核輔導校園內提供影印服務之廠商之情形

(99年8月19日台高通字第0990140863號函)  
a.是否已建立查核輔導： 
是 
□否；未建立之原因及預定時程： 

b.查核輔導機制：(請提供SOP) 【附錄 20】 
1、本校訂有「公務影印機設置與管理要點」。

2、每月例行至各公務影印機設置地點檢視使

用現況，並適時檢視師生使用影印機複印

文件有無違反智慧財產權之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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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校執行項目 檢核指標 
填寫欄位 

符合
情形 學校辦理情形(請翔實填列並請勿增刪本欄填報項目) 

3、每月固定巡檢校區各設置影印機處相關警

語張貼現況，如有缺損即時予以補整。並

適時檢視師生使用影印機複印文件有無違

反智慧財產權之情形。 
c.查核及輔導之案例：（請簡要敘明案例摘要、案例事

實、法律分析及檢討建議等，並以附錄方式提供相

關佐證資料） 
本校 102 學年度查核使用校園內提供影印

服務之廠商並未發現有違反智慧財產權之

相關案例。 

輔導案例：茲將本校查核及輔導委外設置影印

機廠商之機制案例，簡述如下： 

案例摘要：本校總務處保管組每月固定巡檢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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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並查核廠商所影

印文件有無違反智慧財產權之情形。 

案例事實： 
1.相關出版品是否符合著作權法所允許的合

理使用行為，老師為學校授課需要，在合理

範圍內之影印、政治或宗教上之公開演說、

裁判程序及中央或地方機關之公開陳述內

容等書面文字。 
2.現場已影印完成之影印品，是否有違反著作

權法所允許的合理使用行為。 

法律分析：告知進駐校內營業影印店，最容易

觸犯著作權法之刑責規定，第 91 條：「擅自以

重製之方法侵害他人之著作財產權者，處三年

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科或併科新臺幣七十

五萬元以下罰金。意圖銷售或出租而擅自以重

製之方法侵害他人之著作財產權者，處六月以

上五年以下有期徒刑，得併科新臺幣二十萬元

以上二百萬元以下罰金。」除了刑事責任，侵

害著作權者還須依侵害人所得利益及著作權人

所受損害，負擔鉅額的民事損害賠償，如被害

人不能證明其損害，依侵害情節每件著作最高

賠償可達新臺幣壹百萬元。 

檢討建議：影印店遇有侵害著作權之疑慮時，

建議要求客戶簽署未侵害著作權之保證書並留

存身分證明資料，以供日後著作權人追索，確

保自身營業安全。本校將上開之影印文件有無

違反著作權查核事項，以書面送交廠商，並張

貼於營業場所供廠商與師生，以資遵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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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校執行項目 檢核指標 
填寫欄位 

符合
情形 學校辦理情形(請翔實填列並請勿增刪本欄填報項目) 

(四)學校應針對進行不法影印

教科書之學生建全輔導機

制，並將情節嚴重、屢次

未改進者列入學生獎懲規

定議處。 

4-1 學校是否針對進行不法影

印教科書之學生建全輔導

機制？(說明：本項應具體

說明輔導機制之SOP) 

是

□否 
(4-1)請說明輔導機制辦理情形(請提供輔導機制之SOP)
a. 個案通報處理機制：本校定有「擬似非法影印書侵

權事件輔導機制作業流程（SOP）」【附錄 21】 
b. 輔導人員：學生輔導中心輔導老師、生活輔導組教

官與軍訓專員 
c. 輔導方式：依規定並以同理心勸導改進 
d. 本學年輔導個案共  0  件 
 

4-2 學校是否將進行不法影印

情節嚴重、屢次未改進之

學生列入獎懲規定議處？

是

□否 
(4-2)請說明納入獎懲規定之情形【附錄 22】 

a. 獎懲規定名稱及條文：國立高雄師範大學學生獎懲

規則第四條(二)之23、第四條(三)之14 
b. 條文內容： 

 第四條 
(二)：學生有下列情事之一者，應予記小過。 

23.違反智慧財產權經舉證情節輕微者。 
(三)：學生違犯下列情事之一者，應予記大過。 

14.違反智慧財產權經舉證情節重大影響校譽者。

c. 本學年違規個案共  0  件 
 

(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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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1 學校是否設有專責單位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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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或取教科書？(說明：本項

應具體說明實體或虛擬方

式) 
 

是

□否 
(5-1)請說明二手書平台辦理情形：【附錄 23、24】 

a. 專責單位：課外活動組輔導學生會辦理 
b. 辦理方式：本校建置有「二手書交易平台」，協助學

生購置或取教科書。 
二手書交易平台： 
http://140.127.40.236/Used/Default.aspx  

c. 運作情形(含成果)：在學校首頁裡設有提供二手書交

易平台，管理者為學生會資訊部，負責協助師生二

手書交易相關事項 
d. 替代方案(式)： 
 1.於系所設有二手書專區，提供師生二手書交易。 
 2.由各系所透過學長學弟妹自行交流二手書籍。 
 3.圖書館持續募捐及受理各界(含老師及歷屆畢業生)
之贈書，在剔除複本、屬性不符本館館藏政策者等

資料後，每年不定期舉辦贈書活動，將圖書資料轉

贈校內其他學生參考瀏覽，其中亦包含部分教科

書。 
 



校名：國立高雄師範大學   

-23- 

學校執行項目 檢核指標 
填寫欄位 

符合
情形 學校辦理情形(請翔實填列並請勿增刪本欄填報項目) 

5-2 學校是否定期追蹤二手書

平台辦理成果，以即時改

進？ 

是

□否 
(5-2)請說明定期追蹤辦理情形：【附錄23】 
a.追蹤輔導方式(含期程)：定期更新資訊，確保交易內

容與金額，並回復平台留言資訊及反映問題 
b.運作情形(含成果)：學生在留言板留言，管理者已及

時回覆方式協助處理二手書交易問題。 
c.分類短缺，書籍太少，不夠多元。 
d.學校改進措施：應增加網頁設定選項，並加強宣導

同學多加利用二手書平台。 
 

(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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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書平台等機制取得教科

書。 

6.學校教師是否於學期結束前

或選課前，先提供下一學期

所需書目及大綱？(說明：若

非由選課系統提供所需書目

及大綱，確認落實之機制應

具體說明調查方式) 

是

□否 
(6)請說明提供大綱之辦理情形【附錄 25】 

a.確認教師是否落實之機制：是 
b.配合辦理之課程數及比例：2784門，100% 
教務處出版組於選課前會函請教師提供所需書目及

大綱。 
 

(七)學校應訂定具體方案或措

施協助弱勢學生購置教科

書；並由圖書館購置教科

書，提供學生借閱。 

7-1 學校是否訂定具體方案或

措施協助弱勢學生購置或

取得教科書？ 

是

□否 

(7-1)請說明具體方案辦理情形【附錄23、24】 
a.專責單位：課外活動組輔導學生會 
b.方案內容：架設二手書交易網站 
c.運作情形(含成果)：藉由二手書募集，協助弱勢學生

取得教科書 
 

7-2 學校圖書館是否整合各系

所每學期教科書清單，購

置書籍或電子書提供學生

在館查閱服務？ 

是

□否 

(7-2)請說明整合教科書辦理情形【附錄 26】 
a.專責單位：圖書館典閱組、推廣組 
b.辦理方式：每學期定期發函給所有任課老師提列次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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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集中放置於和平及燕巢館的指參專區，提供

學生借閱參考。 
c.運作情形(含成果)：紙本書部分，圖書館開放時間內

學生可自行瀏覽並影印所需章節。電子書部分則不限

時間、地點學生皆可自行瀏覽參考。 
d.替代方案：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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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網路管理 

學校執行項目 檢核指標 
填寫欄位 

符合
情形 學校辦理情形(請翔實填列並請勿增刪本欄填報項目) 

(一)落實將校園網路使用規範

納入校規，該規範至少須含

括教學區與學校宿舍區。 

1-1 是否將「校園網路使用規

範」納入校規並確實執行

(包含教學區及學校宿舍

區)？  

是

□否 
1-1請說明納入校規執行之情形【附錄 27】 
a. 納入校規之實施日期：92.04.18 
b. 請簡述執行情形： 

本校已訂定校園網路使用規範要點，並明訂

於校規，規範執行包含教學區及學校宿舍

區。違反校園網路使用規範者，依情節輕重

可分別予以警告、停權或記過之處分。規範

執行情形如下： 
1.制訂疑似網路侵權事件發生之處理機制

與流程（SOP）。 
2.建立網路異常流量管理與處理標準作業

流程，訂定本校網路異常流量管理程序。

3.建立校園資訊安全監控之相關處理機

制，導入 ISMS 管理系統。 
4.制訂本校「校園伺服器管理要點」，定期

檢視學校公用電腦是否安裝非法軟體，並

提供相關檢舉信箱接受通報檢舉案件。 
5.建立資通安全通報機制，指派專人負責，

迅速正確執行通報作業。 
6.制訂本校「電腦軟體侵權管理要點」。 

 
1-2 各校是否將校園內使用台

灣學術網路以外之網路服

務納入管理 

□是 
否

1-2 請簡述管理情形： 
a.請簡述管理情形：本校均使用台灣學術網路

TANET 學術網路，並未使用其他網路服務。

b.如納入，請列出 ISP 業者清單：無 
 

(二)落實執行網路（包含臺灣學

術網路及學校與民間網路

服務業者簽約使用之網路）

侵害智慧財產權等事件之

處理方式，並說明其相關獎

懲辦法。 

2-1網路侵權、網路入侵、異常

流量等處理方式是否納入

校園網路使用規範中明

訂？ 

是

□否 
2-1請說明納入規範之情形：【附錄 27】 
a. 校園網路規範實施日期：91.5.15 
b. 請簡述校園網路使用規範宣導情形： 
校園網路使用規範要點第 3 條、第 4 條、第 5
條第 2 項，條文內容如下所示：  
http://www.nknu.edu.tw/~qanda/net-rule/rules/R
910515.htm 

第 3 條：尊重智慧財產權 
網路使用者應尊重智慧財產權，不得從事下列
行為： 
1.使用未經授權之電腦程式。 
2.違法下載、拷貝受著作權法保護之著作。
3.未經著作權人之同意，將受保護之著作上
傳於公開之網站上。 

4.BBS 或其他線上討論區上之文章，經作者
明示禁止轉載，而仍然任意轉載。 

5.架設網站供公眾違法下載受保護之著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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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校執行項目 檢核指標 
填寫欄位 

符合
情形 學校辦理情形(請翔實填列並請勿增刪本欄填報項目) 

6.使用點對點互連(Peer-to-Peer)軟體及 tunnel
相關工具下載或提供分享檔案。 

7.其他可能涉及侵害智慧財產權之行為。 
 
第 4 條：禁止濫用網路系統使用者不得從事下

列行為： 
1.散布電腦病毒或其他干擾或破壞系統機能
之程式。 

2.擅自截取網路與私自接用他人網路線路、
接點傳輸訊息。 

3.以破解、盜用或冒用他人帳號及密碼等方
式，未經授權使用網路資源，或無故洩漏
他人之帳號及密碼。 

4.無故將帳號借予他人使用。 
5.隱藏帳號或使用虛假帳號。但經明確授權
得匿名使用者不在此限。 

6.窺視他人之電子郵件或檔案。 
7.以任何方式濫用網路資源，包括以電子郵
件大量傳送廣告信、連鎖信或無用之信
息，或以灌爆信箱、掠奪資源等方式，影
響系統之正常運作。 

8.以電子郵件、線上談話、電子佈告欄（BBS）
或類似功能之方法散布詐欺、誹謗、侮辱、
猥褻、騷擾、非法軟體交易或其他違法之
訊息。 

9.利用學校之網路資源，從事其他違法行為。
 
第 5 條：網路之管理 
2.對網路流量應為適當之區隔與管控。  
 

2-2是否確實執行「疑似網路侵

權事件發生之處理機制與

流程(SOP)」？ 

是

□否 
(2-2)請說明處理機制與流程之情形：【附錄 28】 

a.機制實施日期：96.12.11 
b.流程內容或相關案例： 

http://www.nknu.edu.tw/~qanda/SOP.jpg 
c.本學年共 35件  
疑似侵權檢舉事件：計有影片下載1件，下載未授
權軟體 30件，檢舉誤判 4 件，經查無重大違
失 

d.承上題，如有發生請簡述處理情況： 
依侵權被檢舉次數及侵權事實，處理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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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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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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校執行項目 檢核指標 
填寫欄位 

符合
情形 學校辦理情形(請翔實填列並請勿增刪本欄填報項目) 

2-3 學校是否將違反智財權相

關法令情節嚴重、屢次未改

進之學生列入獎懲規定懲

處？ 

是

□否 
(2-3)請說明納入獎懲規定之情形【附錄 22】 
a.獎懲規定名稱及條文：學生獎懲規則第4條第2項第

23款及第3項第14 
b.款條文內容：(請提供獎懲規定) 
http://www.nknu.edu.tw/~student/live/jeany/Rewards%20
and%20punishments.doc 
第4條： 
（二）學生有下列情事之一者，應予記小過： 

    23.違反智慧財產權經舉證情節輕微者。 
（三）學生違犯下列情事之一者，應予記大過： 

    14.違反智慧財產權經舉證情節重大影響校譽

       者。 
c.本學年共 0 件 
d.承上題，如有發生請簡述處理情況： 
 

(三)依據校園網路狀況，落實管

理教學區與學校宿舍區之

網路流量每日傳輸上限。 

3.是否定期檢視網路流量的上

限？並在超過流量時採取管

理措施？ 

是

□否 
(3)請說明網路流量上限之訂定情形：【附錄 29】 

a.網路流量上限： 
單一 IP 位址當日上傳 7GB 或下載 10GB。 

b.相關限流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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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56K，或

視情節嚴重者停止該 IP 使用至提出改善辦

法為止。 
c.請簡述限流措施之執行情形： 
將被停用 IP 名單公佈於本中心網頁以供查

詢。 
 

(四)檢討並強化網路異常流量

管理與處理標準作業流程。 
4.是否定期檢視並檢討「網路

流量異常管理機制(辦法)」？
是

□否 
(4)請說明訂定機制或辦法之情形【附錄 29】 
a.辦法名稱： 
國立高雄師範大學網路流量異常管理辦法 

b.辦法實施日期：100.1.5 
c.條文內容：(請提供相關條文) 
http://www.nknu.edu.tw/~qanda/net-rule/rule-fl
ow.pdf 

d.請簡述執行情形： 
流量依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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不

在此限，但須事先填寫「網路流量特殊需求

申請單」。 
 

(五)檢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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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是否於系所辦公室及電腦教

室之公用電腦標示「尊重與

保護智慧財產權」文字？ 

是

□否 
(5)請敘明標示方式並提供標示資料(提供照片參考)
【附錄 30】 
本校各系所皆有在辦公室及電腦教室之公用

電腦標示，如照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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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校執行項目 檢核指標 
填寫欄位 

符合
情形 學校辦理情形(請翔實填列並請勿增刪本欄填報項目) 

(六)強化資訊安全人員與建立

校園資訊安全監控相關之

處理機制。 

6--1 是否設立資訊安全人員與

建立校園資訊安全監控之

相關處理機制？ 
 

是

□否 
(6-1)請具體說明資訊安全人員與建立校園資訊安全監控

之相關處理機制【附錄 31】 
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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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SMS 管理機制辦理。為確

保本校所屬資訊資產之機密性、完整性及可

用性，並符合相關法令法規之要求，使其免

於遭受內、外部的蓄意或意外之威脅。 
2.由本校副校長擔任資訊安全長，積極推動資

訊安全管理制度，以確保校園資訊安全環

境。自 100 年 3 月 16 日起推動 ISMS 系統

管理認證，其中特別將「智慧財產權」及其

法規要求列為主要檢視作業控制項目(A.15.
1.2)於 102 年 6 月續評，103 年 6 月完成第

二次資訊安全管理系統之認證，為資訊安全

提供高品質的保證確保本校資訊資產，並符

合相關法令法規之要求。 
 

6-2 學校是否有針對網路流量

異常事件加以檢討、追蹤

處理，並加以輔導？ 

是

□否 
(6-2)請敘明檢討追蹤處理及輔導之情形：【附錄 32】
a.檢討追蹤事件之流程及方式：依「國家資通安全

事件通報應變機制」辦理，獲知單位內有「網

路流量異常」行為，立即進行查證及輔導，

依通報機制進行通報及應變。 
http://www.nknu.edu.tw/~nknucc/SQI/SQI-8.pdf 

b.輔導流程及方式：由電算中心技術人員分析異

常原因，並加強訓練伺服器管理者專業知

能。 
c.本學年檢討共  18  次 
d.承上題，如有檢討請簡述情形：針對網路流量異

常事件加以檢討、追蹤，依據本校 ISMS 資

訊安全事件通報及危機處理管理程序, 遇有

攻擊行為, 通知電算中心維修人員或 ISMS
緊急處理小組辦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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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落實執行自行訂定之相關

防範措施，杜絕校園P2P、
BT軟體的侵權行為。 

7.是否落實執行相關防範措

施，杜絕校園P2P軟體的侵

權行為？ 

是

□否 
(7)請說明訂定防範措施相關資訊：【附錄 33】 

a.相關防範措施(請簡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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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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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校執行項目 檢核指標 
填寫欄位 

符合
情形 學校辦理情形(請翔實填列並請勿增刪本欄填報項目) 

解決問題。 
  http://www.nknu.edu.tw/~qanda/CIN.htm 

b.措施實施方式： 
本校全面禁用BT及部份 P2P軟體之使用（以

公告內容為主），不論是否有侵權之行為，都

先予以停權處理，如研判有侵權事實，再依

情節予以校規處置。公告內容如網址所示：

http://www.nknu.edu.tw/~qanda/new1/webinfo
r.htm#1 

c.管控的P2P軟體：Foxy、BT、e Donkey 
 

(八)落實妥善處理疑似侵權之

事件，並知會校園網路使用

者等相關人員。 

8.是否即時處理疑似侵權事件

並知會校園網路使用者等相

關人員 

是

□否 
(8)請具體說明相關執行方式：【附錄29】 
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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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宿舍區：告知使用者本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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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九)落實執行校園伺服器管理

辦法。 
9.是否落實執行「校園伺服器

管理辦法」或相關法規？  
是

□否 
9.請說明管理辦法之情形：【附錄 34】 
a.實施日期：100.3.16 
b.條文內容：(請提供相關條款) 
國立高雄師範大學校園伺服器管理要點 
http://www.nknu.edu.tw/~qanda/net-rule/rule-s
erver.pdf  
  

(十)定期檢視學校公用電腦設

備及各項專案電腦設備（主

機伺服器、電腦教室、行政

電腦…等公務用電腦設備）

是否被安裝不法軟體，並提

供相關檢舉信箱接受通報

檢舉案件。 

10-1學校是否定期檢視公用電

腦設備安裝不法軟體？ 
是

□否 
(10-1)請說明定期檢視之情形： 
a.檢視期程及日期：每學期初 
b.檢視方式：併同維修檢視是否被安裝非法軟體

c.請簡述檢視情形： 
1.要求各單採購電腦設備時，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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每學期由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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應要求

移除並通知單位主管，情節重大者將進行

議處。 
 

10-2校園內的伺服器是否有防

護措施以避免被當成網

路侵權的跳板？ 

是

□否 
(10-2)請說明伺服器提供防護措施之情形： 
a.全校伺服器總數：207 
b.相關防範措施：防火牆 
c.具體成效簡述： 
適當隔離，並將不必要的 port 關閉，以免電

腦遭到駭客入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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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校執行項目 檢核指標 
填寫欄位 

符合
情形 學校辦理情形(請翔實填列並請勿增刪本欄填報項目) 

10-3學校是否提供相關檢舉信

箱接受檢舉案件？ 
是

□否 
(10-3)請說明提供檢舉信箱之情形：【附錄 29】 

a.檢舉信箱：abuse@nknu.edu.tw 
b.具體成效：(請提供檢舉案件處理實例) 

http://www.nknu.edu.tw/~qanda/CIN.htm 
c.檢舉信箱資訊(請說明告知師生之方式)： 
網路公告相關資訊，遇檢舉案件依本校疑似侵

權處理程序辦理。 
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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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宿舍區： 
告知使用者本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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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4學校在前項工作時是否曾

遭遇困難？ 
□是 
否

(10-4)請敘明遭遇困難方式及原因：無 
 

(十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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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1是否定期檢視校園合法軟

體的使用期限與授權範

圍？ 

是

□否 
(11-1)請說明定期檢視之情形：【附錄 35】 
a.檢視期程及日期：每學年初。 
b.檢視方式： 
ISMS 執行內部稽核時檢視校園合法軟體的

使用期限與授權範圍。 
c.本學年檢視共   1  次 (請提供相關授權資料) 
本校每學年初固定檢視年度所有軟體授權情

形，並與微軟簽定本校師生合法使用該公司

軟體。   
 

11-2是否提供師生校園內目前

合法授權軟體明細狀

況 ？(例如是否有相關

查詢網頁) 

是

□否 
(11-2)請說明提供授權明細之情形：【附錄 36】 
a.負責單位：電子計算機中心 
b.網頁網址： 
http://www.nknu.edu.tw/~qanda/copyright.htm

c.清單內容：(請提供軟體明細清單資料) 
(1)微軟大專 CA 授權 
(2)SPSS 教育授權    
 

11-3是否落實「電腦軟體侵權

的處理程序與機制」？ 
是

□否 
(11-3)請簡述執行情形：【附錄 37】 
1.國立高雄師範大學電腦軟體侵權管理要點 

http://www.nknu.edu.tw/~qanda/net-rule/rule-
copyright.pdf 

2.若發現有非法電腦軟體之處理： 
(1)協助移除侵權軟體。 

   (2)建議使用類似之自由軟體或建議採購合

  法軟體。 
3.若有侵權情節重大者，由電算中心主任籌組

 工作小組進行調查及協助處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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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校執行項目 檢核指標 
填寫欄位 

符合
情形 學校辦理情形(請翔實填列並請勿增刪本欄填報項目) 

(十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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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學校每年是否編列相關預

算，採購合法軟體提供師

生使用？ 

是

□否 
(12)請具體說明編列預算明細及軟體清單： 
【附錄 38】 
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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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逐年購置多項教學研究與

校務相關軟體，充分支援教學研究與校務所

需。 
2.除各系所自行採購所需專業軟體外，本校電

算中心102學年度已和微軟公司簽訂授權合

約，授權本校學生及教職員合法使用該公司

軟體，使教職員生可以合法使用微軟公司軟

體，在學校各種場域中，利用相關軟體進行

教學活動，避免侵犯智慧財產權使用非法軟

體。 
 

(十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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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學校是否鼓勵及推廣師生

使用自由軟體，或鼓勵參

加創意公用授權？ 
《註》另學校可說明在合法軟

體推動上所面臨的問題？ 

是

□否 
(13)請說明相關資訊：【附錄 39】 
a.軟體清單內容：(請提供軟體明細清單資料)
 http://www.nknu.edu.tw/~qanda/free.htm 

b.具體成效或執行情形簡述： 
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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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訂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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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本校每年度全校編列相關電腦軟體費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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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檢討並強化各校自訂之

「臺灣學術網路智慧財

產權疑似侵權處理程

序」。 

14.學校是否定期檢討及強化

自訂之「臺灣學術網路智

慧財產權疑似侵權處理程

序」？ 

是

□否 
(14)請說明訂定處理程序之情形：【附錄 28】 
a.程序內容： (請提供相關內容) 
本校「校園網路智慧財產權疑似侵權處理程

序」，如：    
http://www.nknu.edu.tw/~qanda/SOP.jpg 

b.修訂時間：97.6.18 
 

(十五)對於疑似侵害智慧財產

權之主機，應視不同之

程度與狀況採取必要作

為，並進行相關宣導措

施及留下有關之處理與

宣導紀錄。 

15.學校是否對於疑似侵權之

主機，採取相關處理措

施，並進行宣導及紀錄

之？ 

是

□否 
(15)請說明處理疑似侵權主機之情形： 

【附錄 28】
a.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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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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校執行項目 檢核指標 
填寫欄位 

符合
情形 學校辦理情形(請翔實填列並請勿增刪本欄填報項目) 

寫「不再犯切結書」。 
(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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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宣導內容：(請提供相關內容) 
 相關法令宣導如下： 
1.中華民國九十三年著作權法 
  (摘錄於經濟部智慧財產局網站) 
2.台灣學術網路智慧財產權疑似侵權處理 
  程序 (95.8.21 經台灣學術網路 TANET 
  第 49 次管理委員會通過) 
3.國立高雄師範大學校園網路使用規範要點

  (91.5.15 90 學年度第 8 次行政會議核定) 
4.國立高雄師範大學學生獎懲規則 
 (92.04.18 91 學年度第 3 次學生事務會議通

 過) 
5.學生宿舍生活輔導暨管理實施要點 
 (92.6.20. 91 學年度第 4 次學生事務會議通

 過) 
6.國立高雄師範大學學生宿舍生活公約 

c.本學年共  35  件 
疑似侵權檢舉事件：計有影片下載 1 件，未

授權軟體下載 30 件，檢舉誤判 4 件。 
d.承上題，如有發生，請簡述處理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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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十六)若發生疑似侵害智慧財

產權之網路行為，校內

教學區、行政區及宿舍

區，應以正式管道通知

相關管理單位進行處

理。 
 

16.學校是否有正式通知相關

管理單位之程序？ 
是

□否 
(16)請說明通知程序之流程及方式：【附錄 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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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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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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六、輔導評鑑 

學校執行項目 檢核指標 
填寫欄位 

符合
情形 學校辦理情形(請翔實填列並請勿增刪本欄填報項目) 

將校內有關智慧財產權之自我

考核，納入自我評鑑機制 
1.學校是否將智慧財產權自我

考核納入自我評鑑機制？ 
(本項係期望學校透過自我

評鑑之機制，全面檢視學校

是否落實保護智慧財產權

工作，建立學生正確觀念) 

是

□否 
(1-1)自評方式：【附錄 40】 
每年度推行目標管理工作績效考核（依據年度校務實

施計畫，各單位提列具特色與工作績效之項目，並由

審議小組進行考核，並由校務基金支付獎金或給予適

當獎勵，於行政會議公開頒獎） 
(1-2)是否將行動方案內容納入自評？是□否 
(1-3)每年評鑑時間及次數： 
1.本校每年 4月定期辦理各單位上年度目標管

理(MBO)，內含智慧財產成果保護項目。

2.評鑑 1 次。評鑑績優單位給予獎勵金並頒獎

表揚。102 年度評鑑於 103 年 4 月 30 日辦

理，依據行政單位及學術單位，分別評鑑核

績效類、精進類、創新類，各取前三名。第

一名獎勵 1 萬元、第二名 7 千 5 百元、第三

名 5 千元。 
2.學校是否已建立內部控制機

制？ 
是

□否 
(2)請說明內控機制辦理情形(依據 101年3月 9
日臺高通字第 1010036358 號函)  

                         【附錄 20、41】
a.是否已建立內部控制機制： 
是 
□否；未建立之原因及預定時程： 

b.內部控制機制(請詳實說明)： 
1.本校為提升施政效能及依法行政，依據行政院訂頒之

「健全內部控制實施方案」，成立「國立高雄師範大

學內部控制專案小組」。 
2.對於內部控制作業檢核，每年度辦理兩次，

自 102年 7月完成第一版內控制度手冊即分

別於 102 年 9 月及 103 年 4 月發文要求各單

位就內控作業進行檢核，並針對校園內提供

影印服務之廠商之查核輔導由總務物保管

組制定工作流程(SOP)，並就其內部控制制

度設計及執行之有效性加以評估，並及時補

救或改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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肆、推動執行困難及策進作為 

 (如無，則免填) 

一、針對方案推動執行困難及策進作為 

執行困難說明  
問題檢討  
解決方案  

二、對本方案之具體建議 

(請提出須本部協助事項或對經濟部之具體建議，如無，則免填) 

伍、附錄 

 (如無，則無須提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