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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7 學年度第二學期第 2 次 

智慧財產權推動委員會會議紀錄 

時    間：中華民國 108 年 07 月 30 日（星期二）13:30 

地    點：MA505 會議室 

出席人員：林信州主任秘書、吳豐帥教務長(曾惠珠副教務長代理)、胥嘉芳學

務長、廖義宏研發長(蔡銘祝主任代理)、許淑婷圖資長、林靜欣委

員(老師代表)、陳泰安委員(老師代表) 

請假人員：陳泳霖委員(學生代表)、蘇丹旎委員(學生代表) 

列席人員：游宗新組長、黃清松組長、彭英欽組長、陳駿林組長、蔡銘祝主

任、謝金安主任、趙瑞麟組長、李純誼組長(趙瑞麟組長代理)、詹

慧純組長 

主    席：林信州主任秘書                紀錄：宋雅玲 

壹、 主席致詞 

感謝大家撥空參加本次會議，我們定期彙整資料並報部，請各單位請再

一次檢視資料，讓填報資料更周延，謝謝大家的參與。 

貳、 上次會議決議事項執行情形 

項次 會議決議事項 辦理情形 承辦單位 

一 

修正後通過，107 學年度「環球科

技大學推動校園保護智慧財產權

執行成果檢核表」乙案，。 

請相關主協辦單位依執行項目

及規定辦理，確實依時程落實執

行。 

秘書處 

決  定：修正後，洽悉。 

參、 工作報告 

一、依教育部 108.04.02 臺教高通字第 1080048957 號函辦理，1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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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應於 108 年 08 月 01

日(四)前檢送自評表連同佐證資料 1式 3份(雙面列印)及電子檔光碟 1式 1

份函報教育部。 

肆、討論事項 

案由一：1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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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乙

案，提請討論。(提案單位：秘書處) 

說  明： 

一、 依教育部 108.04.02 臺教高通字第 1080048957 號函辦理。 

二、 1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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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應於 108 年 08 月 01 日(四)前檢送自評表連同佐證資料 1 式 3 份(雙

面列印)及電子檔光碟 1 式 1 份函報教育部，相關資料敬請參閱會議

資料附件一(p2~p20)。 

決  議：修正後通過。 

伍、臨時動議(無) 

陸、散會(14：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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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一) 

1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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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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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基本資料 

一、全校教師人數：340 (含專兼任) 

二、全校學生人數(具正式學籍者)：56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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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秘書處 
游宗新 

組長 

05-5370988 

轉 2114 
05-5377886 you@twu.edu.tw 

課程規劃 
通識教育 

中心 

林靜欣 

副主任 

05-5370988 

轉 3101 
05-5370989 chlin@twu.edu.tw 

教育宣導 學務處 
黃清松 

組長 

05-5370988 

轉 2370 
05-5370989 osasls@twu.edu.tw 

影(複)印管理及

強化二手書流通 
圖資處 

(圖書館) 

謝東倫 

組長 

05-5370988 

轉 2468 
05-5370989 tunglun@twu.edu.tw 

網路管理 圖資處 
詹慧純 

組長 

05-5370988 

轉 2907 
05-5370989 chwent@wu.edu.tw  

輔導訪視 稽核室 
陳明招 

組員 

05-5370988 

轉 8126 
05-5377886 mindy@twu.edu.tw 

貳、執行特色 

本校為積極推動智慧財產權，使全校學生具備保護智慧財產權的觀念，大一新生入學後必須

修習智慧財產權相關課程。此外，各系所亦開設資安、網路與法律之相關課程，各年度新生皆有

修習。校內相關單位，如人事室、圖書資訊處、教務處、學務處、全民教育處、進修院校、通識

教育中心等，亦透過各項會議及活動，宣導智慧財產權之重要性。整體而言，各單位及學生社團

透過演講、研習、競賽與測驗等活動之辦理，讓全校師生在參與活動的過程中，深刻體悟智慧財

產權的重要性。 

為善用圖書資源，圖書資訊處每年辦理校園二手書籍募書贈送之活動。每學期結束後，圖書

資訊處先向教師們徵集教科書複本，於寒暑假期間整理教師、畢業生、或是外界贈送之各類圖書

參考資源等，再於開學時，利用圖書館二樓空間擺設攤位，將圖書轉贈給本校弱勢學生或有需要

之同學與教師，鼓勵師生尊重著作權並愛惜資源，透過分享傳承及關懷本校學生。在107學年度，

圖書資訊處辦理之二手書籍贈閱活動，上下學期共辦理九週時間，共有353人取書，送出書籍雜誌

等共1,069本。 

在網路流行的世代，網路使用者亦應遵守智慧財產權的相關規範。因此，本校亦特別重視校

園資訊安全及軟體使用等的智慧財產權規範，在網站上均有完整之宣導與法規規範；為確保所屬

之資訊資產的機密性、完整性及可用性，特制定並實施相關資訊安全管理政策。在機房維運服務

及校務資訊系統應用等相關作業中，亦經教育機構資訊安全驗證中心驗證與登錄，符合教育體系

資通安全暨個人資料管理規範，並取得「教育體系資通安全管理規範驗證」證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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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1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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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持續提升保護智慧財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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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國96年12月12日 

召集人(請敘明職稱、姓名)： 

許舒翔校長(96.12.12~105.05.19) 

林三立代理校長(105.05.20~105.07.31) 

陳益興校長(105.08.01~108.06.15) 

沈健華校長(108.06.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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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人： 

校長 沈健華 

教務長 吳豐帥 

學務長 胥嘉芳 

研發長 廖義宏 

主任秘書 林信州 

圖資長 許淑婷 

教師代表 林靜欣 

教師代表 陳泰安 

學生代表 陳泳霖 

學生代表 蘇丹旎 

(2-2)開會日期：(請附會議紀錄) 

107.10.17/108.03.22/108.07.30 

(2-3)規劃及辦理之活動內容及期程： 

107.10.17會議： 

案由一：107學年度「校園保護智慧財產權行動方案」實

施策略及任務分工乙案。決 議：照案通過，請相關主協

辦單位依執行項目及規定落實辦理。 

案由二：本校 107 學年度推動「校園保護智慧財產權行

動方案」重點活動一覽表乙案。決 議：一、修正通過，

請各單位落實辦理。二、本案依教育部來函修正之內容，

請各單位留意並配合辦理。 

108.03.22會議： 

案 由：107 學年度「環球科技大學推動校園保護智慧財

產權執行成果檢核表」乙案。決 議：修正後通過，請相

關主協辦單位依執行項目及規定賡續辦理。 

108.07.30會議： 

案 由：107學年度「環球科技大學推動校園保護智慧財

產權執行成果檢核表」乙案。決 議：修正後通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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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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諮詢窗口之負責單位：秘書處 

b.諮詢人員姓名/現職： 

林金陽律師/林金陽律師事務所負責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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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網頁網址： 

http://www.twu.edu.tw/intellectual_property/ip_01.ph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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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亦可透過書面或直接請教擔任法律相關課程教師，提

供法律專業諮詢。 
 

http://www.twu.edu.tw/intellectual_property/ip_01.ph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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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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升學生智

慧財產權相關知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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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學期 
全校課程數 

(A) 

智慧財產權通識課程數 

(B) 

智慧財產權通識課程比

例(C=(B/A)*100%) 

第1學期 681 10 1.5% 

第2學期 630 12 1.9% 

小計 1,311 22 1.7% 

(2)全校修習智慧財產權通識課程學生數及比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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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010 482 16.0% 

第2學期 2,885 584 20.2% 

小計 5,895 1,066 18.1% 

107學年度智慧財產權課程修課資料(含通識)總表及人數(附錄

P.21) 

(3)其他替代方案：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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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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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確認教師是否落實之機制： 

本校提供獎助教師編纂教材及製作教具的執行要

點，鼓勵老師提出自編教材的經費申請，經審查委員

會通過後則予以補助。 

b.自編教材教師人數及比例： 

本學年度申請獎助自編教材教師20位。 

全校專任教師161位，比例為20/161=12.4% 

c.平台網址或教師教學網址(請以表格呈現10個網址)： 

平台名稱 

/教師姓名 
教學網址 

網路學園 https://el.twu.edu.tw/ 

行動學習

影音平台 
http://eplus.twu.edu.tw/ 

王雪芳 
https://web.twu.edu.tw/~hfwang/Fang/teach

ing/teaching02.html 

吳樹屏 https://web.twu.edu.tw/~dennywu/ 

葉明陽 https://sites.google.com/site/twu87030/ 

張宏榮 http://web.twu.edu.tw/~dogpigtiger/ 

陳美祥 
https://sites.google.com/site/amychentransw

orld/ 

郭木炎 http://web.twu.edu.tw/~mykuo/ 

曾雅秀 https://web.twu.edu.tw/~maxine/index.htm 

陳昶旭 https://sites.google.com/site/d6door/ 

(2)校園網路教學平臺請增列依授權規範使用之警語(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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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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 

□否 

語請強調法律責任)置於教學平台中，以提醒教師與學

生遵守使用規範 

依規定於校園網路學園教學平台教師端及學生端標註警

語，藉以提醒教師與學生遵守使用規範。(附錄P.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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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請說明加註警語之辦理情形 

(1)確認教師是否落實之機制： 

本校於開學初召開的導師會議和新生幹部座談會

時，均加強宣導應使用正版教科書。 

(2)配合辦理之課程數及比例： 

1311/1311 (100%) 

(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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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每學期於課程開始前宣導尊重智慧財產權請勿非法

影印教科書。(10門課程教學大綱，附錄P.23~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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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請說明教師引導教學之辦理情形 

(1)確認教師是否落實之機制： 

本校於開學初召開的教務處處務宣導暨教師工作坊

和班級幹部座談會時，均加強宣導應使用正版教科

書。 

(2)配合辦理之課程數及比例： 

1311/1311 (100%) 

(3)教學情形說明： 

每學期於課程開始前宣導尊重智慧財產權請勿非法

影印教科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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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請說明教師輔導之辦理情形 

(1)確認教師是否落實之機制： 

教師於開學第一週上課介紹課程時，宣導使用正版教

科書之重要性，和不得使用非正版教科書。 

(2)配合辦理之課程數及比例： 

1311/1311 (100%) 

(3)教學情形說明： 

教師若發現學生使用非正版教科書，予以輔導，並告

誡不得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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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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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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網頁網址/路徑： 

學校首頁 - 保護智慧財產權專區 

http://www.twu.edu.tw/intellectual_property/ip_01.php 

圖書館 - 智慧財產權專區 

http://www.lib.twu.edu.tw/copyright/copyright_01.php 

(2)網頁已提供相關網站連結：■是□否 

(3)網頁已另規劃建置學校專屬宣導資源專區： 

■是□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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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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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請具體說明運用題庫及案例之宣導方式：在存誠樓國際

會議廳及軍護教室實施經濟部「智慧財產權小題庫」

普測，以增進學生對智財權的認知。 

(1)宣導方式：「智慧財產權小題庫」普測 

(2)辦理時間：107.10.22至107.11.14 

(3)參與對象及人數：40人 

(附錄 P.33) 

(三)開辦相關課程及宣導活動

以提升教師及行政人員智

慧財產權之觀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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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請說明辦理活動之情形： 
場

次 

活動名稱 

及內容 

講師 

姓名 
辦理時間 

參加對象 

及人數 

1 
107-1 教務處處務宣導

暨教師工作坊。 
曾惠珠 2018.09.04 全體教師 

2 

107-1 教務處與轉學生

座談會-加強宣導「請

尊重智慧財產權，請勿

不法影印教科書」。 

曾惠珠 2018.09.12 
日間部轉

學生 

3 

107-1 促進選課流暢之

班級幹部座談會-加強

宣導「請尊重智慧財產

權，請勿不法影印教科

書」。 

曾惠珠 2018.09.14 

日間部各

班班代、

學藝股長 

4 

107-2 線上開排課作業

說明會-請各系教師積

極輔導與提醒同學使

用正版教科書，勿不法

影印書籍及教材，以免

侵害他人著作權。 

曾惠珠 2018.11.23 

開課單位

助理 24人

次 

5 
107-2 教務處處務宣導

暨教師工作坊。 
曾惠珠 2019.02.15 全體教師 

6 

107-2 教務處與轉學生

座談會-加強宣導「請

尊重智慧財產權，請勿

不法影印教科書」。 

曾惠珠 2019.02.20 
日間部轉

學生 

7 

107-2 促進選課流暢之

班級幹部座談會-加強

宣導「請尊重智慧財產

曾惠珠 2019.02.21 

日間部各

班班代、

學藝股長 

http://www.twu.edu.tw/intellectual_property/ip_01.ph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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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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請勿不法影印教科

書」。 

8 

108-1 線上開排課作業

說明會-請各系教師積

極輔導與提醒同學使

用正版教科書，勿不法

影印書籍及教材，以免

侵害他人著作權。 

曾惠珠 2019.04.23 

開課單位

助理 22人

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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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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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請說明提供資訊辦理情形 

(1)提供方式：利用本校保護智慧財產權專屬網頁

連結智慧財產局網頁，全校師生可隨時點閱。 

(2)提供時間：長期公告於網頁中，告知本校師生

著作、專利、商標等智慧財產權之合理使用

範圍。並將校園生活上常遇到的智慧財產權

問題利用 Q&A 方式再強化觀念。 

(3)提供內容：持續於本校網頁上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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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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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請說明鼓勵系學會或社團辦理之活動： 
場
次 

活動名稱及內容 
辦理 
時間 

參加對象 
及人數 

1 
社團
月會 

宣傳不得不法影印 107.09.19 
各系學會及
社團學生月
會 50 人 

2 
社團
月會 

宣導學校有提供電
腦合法軟體給教職
員生使用，勿在網路
上下載非法軟體。 

107.11.22 
各系學會及
社團學生月
會 50 人 

3 
社團
月會 

宣導學校線上討論
區有二手書平台，勿
非法影印書籍 

108.01.03 
各系學會及
社團學生月
會 50 人 

4 
社團
月會 

宣傳不得不法影印 108.04.24 
各系學會及
社團學生月
會 50 人 

5 
社團
月會 

宣導學校圖書館有
提供影片借用並提
供視聽空間，勿在網
路上下載盜版影片 

108.06.05 
各系學會及
社團學生月
會 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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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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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請說明宣導活動之辦理情形：在創意樓DCB02 會議廳

事施專題講座活動，邀請經濟部智慧財產局智財權種籽

教師-連邦國際專利商標事務所/麥智德經理蒞校講座。 

(1)辦理日期：107.11.12 

(2)智慧財產權辦理之活動或研討會名稱：「智慧財產權

法令說明會宣導講座活動」 

(3)參加對象與人次：258人次 

(附錄 P.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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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學校是否將「遵守智慧財產權

觀念」及「禁止不法影印、下

載及散布」或類似警語列入學

生手冊或學生在校資訊，並於

■是 

□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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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07.10.13 日配合學校校慶園遊會時機，於國際書苑學

生宿舍廣場實施「尊重智慧財產權—不非法下載及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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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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時宣導周知。 新生訓練時宣導周知？ 印」簽名活動。 

2.將「尊重財產權不非法影印」警語印製在 107 學年度

新生生活體驗營手札。 

(附錄 P.35~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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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影(複)印管理及強化二手書流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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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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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書館影印機上揭示警語情形： 

(2)全校各圖書館所屬影印機總數：4  

(3)已揭示警語影印機數量：4  (請提供照片參考) 

(附錄 P.38~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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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警語？ 

■是 

□否 

請提供張貼處相片 

於影印室入口處門上方張貼「尊重智慧財權  請勿非法

影印書籍及教材，以免侵犯他人著作權」警語。 

(附錄 P.40~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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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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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請說明納入契約之情形： 

(1)契約簽訂日期：107.11.01( 契約期限至
110.10.31) 

(2)契約條款：第 二 條 

(3)條文內容：乙方供應之影印業務，請尊重與
保護智慧財產權，不得非法影印，並於影印
服務區域之明顯處張貼「遵守智慧財產權」
及「不得非法影印」警語。(附錄 P.42) 

(4)尚未納入原因及預定完成時間：已納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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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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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請說明訂定服務規則之情形： 

(1)影印服務單位：圖資處圖書館。 

(2)影印服務規則內容： 

(請提供2處室，並以附件方式呈現) 

環球科技大學圖書館影印服務規則 

環球科技大學員生消費合作社影印中心服務規則 

(附錄 P.43~44) 

2.學校是否已建立查核輔導機

制？ 

■是  

□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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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是否已建立查核輔導： 

■是 

□否；未建立之原因及預定時程： 

(2)查核輔導機制：(請提供SOP) 

校園影印服務督導作業規範(附錄 P.45~47) 

(3)查核及輔導之案例：每月不定時查核員生消費
合作社，是否有違反規定或侵權事件，至目
前為止並未發現。(附錄 P.48~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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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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教科書之學生健全輔導機

制，並將情節嚴重、屢次未

改進者列入學生獎懲規定

議處。 

1.學校是否針對進行不法影印

教科書之學生健全輔導機

制？(說明：本項應具體說明

輔導機制之SOP) 

■是 

□否 

請說明輔導機制辦理情形(請提供輔導機制之SOP) 

(附錄 P.50) 

(1)個案通報處理機制： 

被檢舉個案，如查證屬實者，依情節輕重，
進行處置，基本原則如下︰ 

1.初犯且情節較輕者 

①校園服務 6 小時：由學務處相關單位負責
帶領同學進行校園服務，且須於兩週內執
行完畢，如未遵行者，予以記過以上處分。 

②參與智財權宣導活動：須參與學校舉辦之
智慧財產權法令宣導活動至少一次，如未
遵行者，予以記過以上處分。 

2.初犯且情節較重者或再犯：除參與智財權宣
導活動至少一次外，另依獎懲辦法，予以記
過以上處分。 

3.情節嚴重或屢犯之學生，送獎懲委員會討論
予以記大過以上處分。 

①輔導人員：班級導師及輔導教官。 

②輔導方式：面談、參與宣導活動、校園服務、
行政處分。 

③本學年輔導個案共0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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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請說明納入獎懲規定之情形 

(1)獎懲規定名稱及條文： 

學生獎懲辦法第七條第十一項、第八條第十

三項、第九條第十三項詳列議處規定。 

(2)條文內容： 

違反智慧財產權，情節輕微(較重)(嚴重)者，
分別處以申誡（小過）（大過）以上之處分
（以違反智慧財產權相關法律規定涵蓋之，
未明列不法影印乙項）；另學生獎懲辦法第
十條規定：「違反第九條規定，情節重大或
為累犯者，應予留校察看。」 

(附錄 P.51~54) 

(3).本學年違規個案共0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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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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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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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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協助學生購置或取得教

科書？(說明：本項應具體說

明實體或虛擬方式) 

■是 

□否 

請說明二手書平台辦理情形 

(1)專責單位：圖資處 

(2)辦理方式：本校建置二手書交換討論區，提供學生可
自行於討論區查詢或提供二手書籍交換之訊息；圖書
館網頁亦建置智慧財產權專區-二手書交換網頁，蒐集
國內大專校院二手書交換網站及二手書交易平台，提
供學生可方便快速取得相關資訊。(附錄 P.55~56) 

(3)運作情形(含成果)：持續維護網頁，提供學生自行運

用。 

(4)替代方案(式)：圖書館於館內設置「教師指定參考書」

專區，提供學生借閱實體圖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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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請說明定期追蹤辦理情形 

(1)追蹤輔導方式(含期程)：每學年網路公告二手書相關

訊息，供本校有購置教科書需求之同學可自行參考運

用。 

(2)運作情形(含成果)：各類平台及網頁連結，定期確認

系統正常運作與連結正確性。 

(3)學生回饋意見：無 

(4)學校改進措施：除網路公告訊息外，亦製作二手書平

台海報進行宣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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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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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請說明提供大綱之辦理情形 

(1)確認教師是否落實之機制： 

本校在進行下一學期課程配當時會調查與通知，並以

公告方式請各教師於校務資訊系統-課務系統中提供

下學期所需的書目及課程計畫。並於開學前再次確認

校務資訊系統-課務系統中各教師的書目及課程計畫

是否填寫完成。 

(2)配合辦理之課程數及比例： 

1311/1311 (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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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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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請說明具體方案辦理情形 

(1)專責單位：圖資處 

(2)方案內容：圖書資訊處每學期期初，辦理二手書贈書

活動，包含各類教科書籍等，提供本校師生免費取閱。 

(3)運作情形(含成果)：107學第一學期(107/9/19~10/19)，

共計參與領書者計153人次，共領取444本圖書、期

刊；第二學期(108/3/7~/4/7) 參與領書者計200人次，

共領取625本圖書、期刊 

(附錄 P.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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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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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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請說明整合教科書辦理情形 

(1)專責單位：圖書資訊處 

(2)辦理方式：圖書資訊處每學期皆會彙整當學期各授課

教師之教科書清單，並設「教師指定參考書」專區陳

列。 

(3)運作情形(含成果)：107學年度第1學期共計有112門

課程，指定129本教科書，外借47冊；第2學期共

計有96門課程，指定111本教科書，外借68冊。 

(4)替代方案：二手書贈書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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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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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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請說明納入校規執行之情形 

(1)納入校規之實施日期：99.12.30。 

(2)請簡述執行情形：依規定持續辦理。 

依據部訂「校園網路使用規範」，訂定「環

球科技大學校園網路使用規範」 (附錄

P.58~59)，本校教學、研究、學習、行政等

使用網路功能者均為執行範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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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請簡述管理情形 

(1)請簡述管理情形 

本校除使用臺灣學術網路 TANet 外，宿舍網

路租用中華電信 HiNet 並委託管理(合約有議

定當違反使用規範將暫停或終止該路使

用)，宿舍區位於校內，亦當遵守本校校園網

路使用規範。 

(2)如納入，請列出ISP業者清單 

中華電信 HiNe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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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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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請說明納入規範之情形： 

(1)校園網路規範實施日期：99.12.30 

(2)請簡述校園網路使用規範宣導情形：  

本校於資訊安全相關教育訓練、新生訓練與

教職員工大會等活動場合宣導，在電腦教室

外張貼提醒告示，於網路相關申請表單中，

提醒使用者遵守校園網路使用規範及禮節，

當使用者疑似違反規範，亦於處理單中說明

可能違反項目讓使用者瞭解，並於圖書資訊

處網頁提供查詢規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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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請說明處理機制與流程之情形： 

(1)機制實施日期：97.03.26 啟動  

(2)流程內容或相關案例： 

環球科技大學資訊安全事件標準處理程序。

(附錄 P.60) 

(3)本學年共_0_件 

(4)承上題，如有發生請簡述處理情況：無發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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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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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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請說明納入獎懲規定之情形 

(1)獎懲規定名稱及條文： 

環球科技大學學生獎懲辦法： 

第七條第十項、第八條第十一項、第九條第十

項。 

(2)條文內容：(請提供獎懲規定) 

第七條第十項：違反智慧財產權，情節輕微者。 

第八條第十一項：違反智慧財產權相關法令規
定，有具體事實且情節較重者。 

第九條第十項：違反智慧財產權相關法令規定
有具體事實且情節嚴重者。 

(3)本學年共0件 

(4)承上題，如有發生請簡述處理情況：無發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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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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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請說明網路流量上限之訂定情形： 

(1)網路流量上限：5GB 

(2)相關限流措施：流量超過上限時，封鎖該 IP 對

校外連線至次日零時止。 

(3)請簡述限流措施之執行情形：校園進出口端防火

牆自動對超過流量者作限流處理。 

(四)檢討並強化網路異常流量

管理與處理標準作業流程。 
是否定期檢視並檢討「網路流

量異常管理機制(辦法)」？  

是  

□否 

請說明訂定機制或辦法之情形 

(1)辦法名稱：環球科技大學校園網路流量管理要

點。 

(2)辦法實施日期：99.11.16 

(3)條文內容：(請提供相關條文) 

環球科技大學校園網路流量管理要點。(附錄
P.61) 

(4)請簡述執行情形：校園進出口端防火牆自動對

超過流量者作限流處理，並產生每日報表供

檢視與檢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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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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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請敘明標示方式並提供標示資料(提供照片參考) 

於各系(科)所與辦公室張貼「尊重與智慧財產
權」標語並於電腦專業教室外張貼智慧財產
權大型海報，讓同學能在等候時能注意到內
容。(附錄 P.62) 

本校大型會議廳數位講桌與圖書資訊處所屬
電腦專業教室內之電腦設備，皆於電腦桌布
背景中加註「請尊重並保護智慧財產權」字
樣，加強使用者尊重智財權意識。(附錄 P.6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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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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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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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校由圖書資訊處網路工程師負責資訊安全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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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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務，由網管系統、防火牆與入侵偵測防禦系統

監控，並搭配數部日誌主機，可存放 90 天以上

記錄備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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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請敘明檢討追蹤處理及輔導之情形： 

(1) 檢討追蹤事件之流程及方式： 

校園進出口端防火牆自動監控異常流量與
行為，對於超過流量或異常的使用者，依規
則自動限流或封鎖處理，並產生每日報表供
檢視與檢討。若屬疑似資安或侵害智財權案
件，則開立資訊安全事件/事故處理單進行後
續處置。 

(2) 輔導流程及方式 

蓄意違規(三十日內同一種違規超量超過五
次)或其他異常行為，經勸導未改善者將暫停
使用，並開立資訊安全事件/事故處理單，通
知所屬單位主管協助處理後，送交學務處或
人事室依相關規定論處，根據核定結果決定
是否解除限制。並於教育訓練時，將部分個
案提出加以宣導及輔導。 

(3)本學年檢討共  0   次 

(4)承上題，如有檢討請簡述情形：未發生異常需檢

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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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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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請說明訂定防範措施相關資訊： 

(1)相關防範措施(請簡述)：根據特徵與 Port 來封鎖

特定軟體與協定，持續監控流量與 Session

連線數。 

(2)措施實施方式：本校使用防火牆與入侵偵測防

禦設備，對進出流量檢測 P2P 特徵與阻斷行

為。並根據紀錄對高流量或高 Session 使用

者進行了解。 

(3)管控的P2P軟體：除 Skype / Facebook 外其餘均

封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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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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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請具體說明相關執行方式 

依本校「資訊安全事件標準處理程序」進行

處理，對於疑似侵權權責單位，開立資訊安

全事件/事故處理單，並停用其網路使用權，

通知所屬單位主管協助處理後，送交學務處

或人事室依相關規定論處。 

(九)落實執行校園伺服器管理

辦法。 
是否落實執行「校園伺服器管

理辦法」或相關法規？  

是  

□否 

請說明管理辦法之情形： 

(1)實施日期：99.12.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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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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條文內容：(請提供相關條款) 

環球科技大學校園伺服器主機管理要點。 

(附錄 P.6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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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學校是否定期檢視公用電腦

設備安裝不法軟體？ 

是  

□否 

請說明定期檢視之情形： 

(1)檢視期程及日期：每半年由各電腦使用者，進

行自我公務電腦安全防護檢查。 

(2)檢視方式：循公務電腦安全防護檢查表步驟檢

視。（於 108 年度起防護查檢查改為半年一

次）(附錄 P.69) 

(3)請簡述檢視情形：進行全校檢查後，於行政會

議工作報告中進行來檢查結果報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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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請說明伺服器提供防護措施之情形： 

(1)全校伺服器總數：121 部 

(2)相關防範措施：圖資處資訊機房與代管主機機

房內之伺服器均受到防火牆與入侵偵測防禦

系統保護，並監控異常狀況。 

(3)具體成效簡述 

遭受先期探測時入侵偵測防禦系統已能觸發

記錄、阻擋後續動作，並通知網管人員。 

3.學校是否提供相關檢舉信箱

接受檢舉案件？ 

是 

□否 

請說明提供檢舉信箱之情形： 

(1)檢舉信箱：提供 security 與 abuse 供檢舉。 

(2)具體成效：(請提供檢舉案件處理實例) 

本學年度本校收到 0 封檢舉信，若有將依程

序於平台進行通報與處理結案。 

(3)檢舉信箱資訊(請說明告知師生之方式)： 

於學校網站建有宣導網頁提供檢舉信箱資

訊。校內智財權相關宣導活動與教材中亦有

載明檢舉信箱資訊。 

4.學校在前項工作時是否曾遭

遇困難？ 

是  

□否 

請敘明遭遇困難方式及原因：並未遇到困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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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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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請說明定期檢視之情形： 

(1)檢視期程及日期：每年二~三月檢視並規劃軟體

續約，並於七月同新軟體需求一同規劃於新

學年度軟體採購預算。 

(2)檢視方式：審視合約與授權內容時限，以及各

單位使用需求，亦作為採購軟體基準。 

(3)本學年檢視共   1   次  (請提供相關授權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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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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環球科技大學圖資處資訊處軟體授權資料

表。(附錄 P.65~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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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請說明提供授權明細之情形： 

(1)負責單位：圖書資訊處 

(2)網頁網址： 

http://olis.twu.edu.tw/ipr_software.php 

(3)清單內容：(請提供軟體明細清單資料) 

環球科技大學圖資處資訊處軟體授權資料

表。(附錄 P.65~66) 

3.是否落實「電腦軟體侵權的

處理程序與機制」？ 

是  

□否 

請簡述執行情形： 

環球科技大學圖資處電腦軟體侵權標準處理

程序(S.O.P.)及處理單(附錄 P.67~68) 

本學年度本校並未有電腦軟體侵權案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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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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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請具體說明編列預算明細及軟體清單： 

本校圖資處共執行 120 餘萬元購買 Microsoft 

EES、OVS-ES 大專授權最新版方案 (教職員
全校授權(續約))，包含 Microsoft Desktop 

Education(EES)、Microsoft Windows 

Enterprise Upgrade、Microsoft Office 

Professional Plus、Microsoft Core CAL Suite、
Visual Studio Professional、Microsoft Visio 

Professional、Microsoft SQL CAL、小紅傘防
毒授權等軟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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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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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請說明相關資訊： 

(1) 軟體清單內容：(請提供軟體明細清單資料) 

Android Developer Tool 程式開發 

Audacity 聲音編輯 

BlueGriffon 網頁編輯 

Eclipse 程式開發 

FileZilla FTP 工具 

Firefox 瀏覽器 

FreeFileSync 檔案同步 

NetBeans 程式開發 

Apache OpenOffice 生產力工具 

PDFSam Basic PDF 工具 

Putty 終端連線 

Pietty 終端連線 

WampServer 網站架設 

Weka 資料探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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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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Wireshark 網路封包分析 

(2) 具體成效或執行情形簡述： 

校對於自由軟體推動於全部教學電腦安裝
前述自由軟體，行政電腦亦漸以相同功能
之自由軟體替代 (BlueGriffon / PDFSam 

Basic / FileZilla)。 

本校於推動合法軟體上所面臨的問題為採
購成本過高，尤其以微軟與 Adobe 系列軟
體之負擔最為沈重。每年微軟校園授權採購
花費須達費百萬之高價；Adobe 系列改為訂
閱制度售價昂貴且更版頻繁，恐影響學生專
業學習，故目前相關軟體改由系所自行購買

授權，不再以全校授權方式採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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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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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請說明訂定處理程序之情形： 

(1).程序內容： (請提供相關內容) 

環球科技大學資訊安全事件標準處理程序。
(附錄 P60) 

(2)修訂時間：104.08.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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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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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請說明處理疑似侵權主機之情形： 

(1)處理措施流程及方式： 

依本校「資訊安全事件標準處理程序」進行
處理，對於疑似侵權主機管理單位，開立資
訊安全事件/事故處理單，並停用其網路使用
權，通知所屬單位主管協助處理後，送交學

務處或人事室依相關規定論處。並於期初教
育訓練時，將部分個案提出加以宣導及輔導。 

(2)宣導內容：(請提供相關內容) 未發生侵權事件。 

(3)本學年共    0   件 

(4)承上題，如有發生，請簡述處理情形： 

開出資訊安事件/事故處理單，通知疑似侵權

主機權責單位調查後，根據違規情節輕重與

使用者身分由學務處或人事室依校規執行決

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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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學校是否有正式通知相關管

理單位之程序？ 

是  

□否 

請說明通知程序之流程及方式： 

依本校「資訊安全事件標準處理程序」進行

處理，對於疑似侵權主機管理單位，開立資

訊安全事件/事故處理單，並停用其網路使用

權，通知所屬單位主管協助處理後，送交學

務處或人事室依相關規定論處。(附錄 P.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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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輔導訪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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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平時由秘書處針對智慧財產權相關應注意事
項做檢視，並透過每學期智慧財產權推動委
員會議的召開進行檢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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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8.03.22 (107 學年

度第 2 次智慧財產權推動委員會)共計 2

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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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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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每學年期中進行自我評鑑作業，稽核室每學
年安排例行內部稽核業務，藉此達到內部控
制的實效。 

肆、推動執行困難及策進作為 

無 

一、針對方案推動執行困難及策進作為 

執行困難說明 無 

問題檢討  

解決方案  

二、對本方案之具體建議 

無 

伍、附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