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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基本資料 

一、全校教師人數：  840  (含專兼任) 

二、全校學生人數(具正式學籍者)：  54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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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務 處 徐瓊貞 22722181-1950 2967-4948 julia@ntua.edu.tw 

課程規劃 通識中心 凃曉怡 22722181-2431 8965-9379 3838bow@ntua.edu.tw 

教育宣導 

學 務 處 

教 務 處 

圖 書 館 

電算中心 

徐瓊貞 

林曉微 

楊珺婷 

梅士杰 

22722181-1950 

22722181-1132 

22722181-1712 

22722181-1801 

2968-4948 

2968-8410 

2896-5941 

2967-7015 

julia@ntua.edu.tw 

angra@ntua.edu.tw 

t0064@ntua.edu.tw 

frank@ntua.edu.tw 

影印管理 

總 務 處 

教 務 處 

學 務 處 

圖 書 館 

電算中心 

何家玲 

黃良琴 

徐瓊貞 

楊珺婷 

黃文昭 

22722181-1253 

22722181-1150 

22722181-1950 

22722181-1712 

22722181-1802 

2968-8431 

8965-9515 

2967-4948 

8965-9641 

2967-7015 

t0027@ntua.edu.tw 

t0075@ntua.edu.tw 

julia@ntua.edu.tw 

t0064@ntua.edu.tw 

bonnie@ntua.edu.tw 

網路管理 電算中心 黃文昭 22722181-1802 2967-7015 bonnie@ntua.edu.tw 

輔導評鑑 學 務 處 徐瓊貞 22722181-1950 2967-4948 julia@ntua.edu.tw 

 

貳、執行特色 

一、從行政督導、課程規畫、教育推廣、影印管理及網路管理各方面，跨處室合作積極落實保護

智慧財產權各項行政及宣導工作。 

二、校首頁「智財權專區」，提供全校師生有關智慧財產權之相關訊息，並藉每學年固定會議，在

執行小組委員協助下，強化各單位工作效能。 

三、利用學校各項重要集會及學生活動，置入保護智慧財產權議題，並藉保護智慧財產權服務團

資源，強化講座及宣講，讓全校師生均能重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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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1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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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國 97 年 1 月 15 日 

召 集 人： 

召集人依本校保護智慧財產權宣導及執行小

組設置要點規範係由副校長擔任，惟本校副

校長一職人選現為從缺，故暫由主任秘書蔡

明吟女士兼代召集人一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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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 人： 

職稱 姓名 

副校長 從 缺 

主任秘書(暫兼代召集人) 蔡明吟 

教務長 鐘世凱 

學務長 劉榮聰 

總務長 謝文啟 

圖書館館長 趙慶河 

電算中心主任 戴孟宗 

人事主任 張明華 

通識中心主任 張純櫻 

教師代表 傅銘傳 

學生會會長 連君寧 

學生議會議長 歐璟德 

(2-2)開會日期： 

(1) 104 學年第 1 學期：104 年 12 月 24 日。 

(2) 104 學年第 1 學期：105 年 01 月 07 日。 

(3) 104 學年第 2 學期：105 年 05 月 26 日。 

(4) 104 學年第 2 學期：105 年 06 月 02 日。 

  （相關會議資料及照片，見附件 1） 

(2-3)規劃及辦理之活動內容及期程： 

（另附簡表說明，見附件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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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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校利用網路諮詢方式，在學校網路首頁增

設「保護智財權宣導專區」網站，提供全校

教職員生相關法律諮詢服務信箱。諮詢窗口

之負責單位為本校學務處軍輔組。 

b.諮詢人員姓名／現職： 

本校聘請法律顧問，成立諮詢窗口，利用網

路或電話諮詢方式，提供全校教職員生相關

法律諮詢服務，諮詢窗口如下： 

(1) 信和律師事務所，王迪吾律師 

 電話：02-3393-3600#202（戴秘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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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校於校首頁設置智財權專區，提供教職員

生法律諮詢服務及網路檢舉信箱，網址：

http://portal2.ntua.edu.tw/patent/04-01.as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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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本校教職員工生有急迫性之關於保護智慧

財產權法律諮詢需求，可透過本校保護智慧

財產權宣導及執行小組協助，與本校法律顧

問直接面談。 

 

http://portal2.ntua.edu.tw/patent/04-01.as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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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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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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27 12 0.90% 

第 2 學期 1306 11 0.84% 
小計 2633 23 0.8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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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254 450 10.57% 

第 2 學期 4109 372 9.05% 
小計 8363 822 9.83% 

(3)其他替代方案： 

為加強保護智慧財產權的教育宣導，通識教

育中心協請授課教師於授課內容中融入及

傳達智慧財產權的觀念機制，以保護智慧財

產權為主題之正規通識課程自 97-104 學年

度累積修課人次已達 4,498 人次，檢附 97-

104 學年開課及修課一覽表。（見附件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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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確認教師是否落實之機制： 

本校鼓勵教師自製教學科目之媒體或教材，

並為提升教材上網率，將之列入教師升等及

教師績效評鑑之指標之一，並舉辦獎勵數位

化教材製作及數位教學之相關獎助活動，以

人工查閱方式檢視教師教學大綱填寫狀況，

上網率達 100%，整體教材上網率相較過去

有明顯提升。 

b.自編教材教師人數及比例：125 人／73.9% 

c.平台網址或教師教學網址： 

網路學員系統 http://elearning.ntua.edu.tw/ 

http://elearning.ntua.edu.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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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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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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確認教師是否落實之機制：所有開課教師均

已由本校校務行政系統之選課系統中統一

加註警語「請尊重智慧財產權，使用正版教

科書，不得非法影印，以免觸法！」說明。 

b.配合辦理之課程數及比例：2789／2789 

c.提供方式：選課系統標註或紙本，10 門課程

授課大綱影本（見附件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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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已於系統中在教

學大綱中加註「使用正版教科書」相關警語，

授課老師開學時告知學生須使用正版教科

書（見附件 5）。 

b.配合辦理之課程數及比例：2789／2789 

c.教學情形說明：由授課老師於課堂中宣導並

告知同學使用正版教科書的觀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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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教學大綱中加

註「不得非法影印教科書，以免觸法」相關

警語，如有違反情況即通知學務處加以輔

導，本學期無發現。 

b.配合辦理之課程數及比例：2789／2789 

c.教學情形說明：已於每學期開學前發信提醒

教師，應於學期第一週開始向學生宣達－共

同遵守「智慧財產權及不得使用非法影印教

科書的觀念」（見附件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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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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ttp://portal2.ntua.edu.tw/pat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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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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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宣導方式：圖書館於圖書館週「圖書館利用

有獎徵答」活動出題宣導及在資訊素養與倫

理課程「認識智慧財產權」課後測驗／教發

中心配合數位講堂實施下列課程。 

b.辦理時間：  

時間 講題 
人

數 

3/03(四)1200-1400 輕鬆使用網路學園-初階 37 

3/11(五)1200-1400 輕鬆使用網路學園-進階 34 

4/26(二)1200-1400 藝術在雲端-功能服務介紹 61 

5/04(三)1200-1400 
藝術在雲端-使用情境說明、

推導個人需求 
65 

5/12(四)1200-1400 藝術在雲端-完備數位能力 69 

c.參與對象及人數：如上表。（見附件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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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活動名稱及內容：教發中心辦理磨課師課程

應注意之智慧財產權議題／電算中心辦理

防範惡意電子郵件社交工程與資訊安全教

育訓練／圖畫館每學期辦理「圖書閱選活

動」及「性別平等教育主題書展暨影片欣賞」

宣導尊重智慧財產權。 

b.講師名稱：教發中心：大葉大學智慧財產權

碩士在職學位學程章忠信主任／電算中心：

阿逸多資訊總經理葉肩宇先生。 

c.辦理時間：教發中心：104 年 10 月 2 日／電

算中心：105 年 4 月 18 日。 

d.參加對象及人數：全校教職員約 2000 人。 

http://portal2.ntua.edu.tw/pat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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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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見附件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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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提供方式：於圖書館首頁放置「智慧百寶箱」

相關連結及電子資源入口網站說明使用規

範。 

b.提供時間：104 學年度。 

c.提供內容：認識智慧財產權、法律諮詢、二

手書交流，以及相關聯結(智慧財產局、著作

權好用網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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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活動名稱及內容：社團招生、圖書館閱選活

動、大觀藝術週、社團成果發表會，建立學

生保護智慧財產權之觀念。 

b.辦理時間：104 學年度 

c.參加對象及人數：本校學生約 2,000 人次參

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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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辦理日期：無 

b.智慧財產權辦理之活動或研討會名稱：無 

c.參加對象與人次：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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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每學年新生訓練活動時安排保護智慧財產權

宣導活動，並於「臺藝之美」、新生手冊等刊

物，刊戴保護智慧財產權相關宣導內文，使

學生有初步的認識。（見附件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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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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全校各圖書館所屬影印機總數： 8  

 b.已揭示警語影印機數量： 1-6 樓各閱覽區影

列印室皆張貼「尊重智產權」相關標示。（見附

件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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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學校確實於校內影印服務區域明顯張貼「遵守

智慧財產權」及「不得非法影印」警語（見附

件 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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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契約簽訂日期：104/01/01 

b.契約條款：第 10 條 

c.條文內容：（見附件 12） 

d.尚未納入原因及預定完成時間：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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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國立臺灣藝術大學圖書館影、列印服務

使用須知。（見附件 13） 

a.影印服務單位：圖書館、數位媒體服務中

心。 

b.影印服務規則內容：國立臺灣藝術大學圖書

館影、列印服務使用須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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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見附件 14） 

c.查核及輔導之案例：本館配合圖書館節能省

電計畫，亦每日進行查核有無非法影印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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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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並做紀錄，進行輔導本館影印服務之廠商之

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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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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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1)請說明輔導機制辦理情形 

a.個案通報處理機制：經被侵害人舉發後，由

智慧財產權委員會調查處理；若屬實，則依

學生獎懲規定第 7 條處理，並提交學生事務

處學生獎懲會議。 

b.輔導人員：由本校保護智慧財產權宣導與執

行小組委員負責輔導。 

c.輔導方式：進行後續追蹤關懷，必要時轉介

學輔中心加強輔導，事件相關處理作業流程

SOP。（見附件 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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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獎懲規定名稱及條文：國立臺灣藝術大學學  

   生獎懲規定第 7 條。（見附件 16） 

 b.條文內容：違反智慧財產權之著作權法等， 

   被侵害人已向司法機關提出告訴，告發後進   

   入民，刑事訴訟時，由司法機關裁決；被侵 

   害人如向學校提出檢舉，並經本校保護智慧 

   財產權宣導與執行小組調查屬實，提交學生 

   獎懲委員會討論懲處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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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專責單位：學務處 

b.辦理方式：配合相關活動辦理 

c.運作情形(含成果)：如圖書館書展活動、圖

書館 423 書香日（版權日）活動、大觀藝術

週、畢業週活動、二手市集拍賣活動，藉由

上述活動辦理二手書流通贈閱，提醒學生尊

重智慧財產權，使用正版書籍，協助學生購

置取得正版教科書。 

d.替代方案(式)：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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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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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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追蹤輔導方式(含期程)：配合相關活動，每

年至少實施 4 次，以規律性期程執行二手書

平台。 

b.運作情形(含成果)：向全校募集書籍，利用

相關活動辦理二手書流通，協助學生低價取

得正版二手書籍。 

c.學生回饋意見：學生反應良好。 

d.學校改進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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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確認教師是否落實之機制：教師於學生開放

選課前至本校校務行政系統提供下學期課

程之所需書目及大綱。 

b.配合辦理之課程數及比例：2789／27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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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專責單位：學務處 

b.方案內容：二手書交流贈閱 

c.運作情形：（見附件 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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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專責單位：圖書館 

b.辦理方式：圖書館於每學期開學前通知各

系所授課教師，提供其所開課程指定參考

書清單。館內有館藏者，自原有位置移至

專區，限館內查閱；若尚無館藏，則儘速

採購入館，組織整理後再陳列於專區。 

c.運作情形：圖書館於 3 樓設置專區陳列教

師指定參考書，供學生限館內查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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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納入校規之實施日期：96 年 1 月 19 日 

b.規範條款：學生獎勵與懲處規定第 6 條 

c.校規條文內容：第 1 項第 10 款違反校園網路

使用規範情節較輕申誡 1 至 2 次、第 2 項第

13 款違反校園網路使用規範影響校園網路正

常運作小過 1 至 2 次、第 3 項第 12 款、違反

校園網路使用規範而干擾、破壞、竊取本校或

他人電腦之電磁紀錄情節重大大過 1 至 2 次、

第 6 項第 11 款利用校園網路販售、提供、教唆

製造不法商品或從事其他不法行為影響校譽以

退學懲處。 

d.請簡述執行情形：針對違反校園網路使用規

範之學生，除對其 IP 進行封鎖外，並依學校獎

懲辦法辦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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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 internet 使用 CHT 線路。 

b.如納入，請列出 ISP 業者清單：中華電信 CH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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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校園網路規範實施日期：92 年 6 月 17 日 

b.相關規範條款：第  6  條 

六.違反校園網路使用規範之處分 

c. 條文內容：網路使用者違反本規範者,將受到

下列之處分： 

(一) 停止使用網路資源 

(二) 接受本校相關法令之規範或處分.依前兩

項規定之處分者,其另有違法行為時,行為人尚

應依民法,刑法,著作權法或其他相關法令負責

法律責任。 

d. 請簡述校園網路使用規範宣導情形： 104 年 9 月

10 日運用新生訓練時機宣導「校園網路使用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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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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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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見附件十

六，依據教育部以及台北區網之警示紀錄，針

對侵權 IP 進行封鎖。 

a.機制實施日期：92 年 6 月 17 日 

b.流程內容或相關案例：國立臺灣藝術大學學

術網疑似侵權處理程序。（見附件 18） 

c.本學年共 0 件 

d.承上題，如有發生請簡述處理情況：本學期未

發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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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獎懲規定名稱及條文：學生獎勵懲處規定第 7

條 

b.條文內容：違反智慧財產權之著作權法等，被

侵害人已向司法機關提出告訴、告發後進入民、

刑事訴訟時，由司法機關裁決，被侵害人如向

學校提出檢舉，並經本校智慧財產權宣導及執

行小組調查屬實，則提交學生獎懲委員會討論

懲處之。 

c.本學年共 0 件 

d.承上題，如有發生請簡述處理情況：本學期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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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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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網路流量上限：5G 

b.相關限流措施：針對校園網路宿舍執行每一

學生單日上傳流量不得超過 5G 限制，違反者

將被系統封鎖至隔日凌晨 24 時自動解鎖。 

c.請簡述限流措施之執行情形：每一學生單日

上傳流量不得超過 5G 限制，違反者將被系統

封鎖至隔日凌晨 24 時自動解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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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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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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辦法名稱：校園網路使用規範。（見附件 19） 

b.辦法實施日期：92 年 6 月 17 日 

c.條文內容：網路之管理  

(一)對網路流量應為適當之區隔與管控。 

(二)對於違反本規範或影響網路正常運作者，

得暫停該使用者使用之權利。 

d.請簡述執行情形：針對網路流量異常之學生，

除對其 IP 進行封鎖外，並暫停該使用者使用之

權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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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見附件 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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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已編制二位資

訊安全人員。而目前校園資訊安全監控方式採

用中央網管系統以及入侵防禦偵測系統做監控

以及預防機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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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檢討追蹤事件之流程及方式：針對網管系統

記錄之違規情形請本人說明之，將違規狀況解

除之後，恢復其網路。 

b.輔導流程及方式：違規者將至電算中心進行

違規說明解釋。確認無誤後再將電腦進行解鎖。 

c.本學年檢討上學期 221+下學期 49 共 270 次 

d.承上題，如有檢討請簡述情形：上列違規者除

至電算中心進行違規說明外，悉將學校攸關智

慧財產權的相關規定告之觸法學生，避免再度

發生侵權之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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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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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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相關防範措施：國立臺灣藝術大學校園網路

使用規範 

四、 網路之管理：校內公務用電腦不得使用 P2P

（Peer-to-peer）檔案分享程式、抓檔軟體、續傳

軟體等，及利用 Tunnel 相關工具下載或提供分

享檔案。 

b.措施實施方式：違規者將至電算中心進行違

規說明解釋。確認無誤後再將電腦進行解鎖。 

c.管控的 P2P 軟體：透過學校 paloalto 資安設

備，阻擋 P2P 應用程式運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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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接到通報時，根據資料查詢 IP 找到使用者，並

支會有關臺灣藝術大學學術網路疑似侵權相關

法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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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實施日期：97 年 4 月 14 日 

b.條文內容：國立臺灣藝術大學校園網路虛擬

主機申請說明 1-10 條。（見附件 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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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學期 104 年 8 月、9

月、10 月、11 月、12 月／下學期 105 年 1

月－5 月。 

b.檢視方式：檢查各軟體授權書，電腦教室均

裝有還原卡，正版軟體由電算中心安裝完並

將其鎖定無法讓其安裝非法軟體。（見附件

22） 

c.請簡述檢視情形：檢查情形正常，查無電腦

設備安裝不法軟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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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學期 330／下學期 291 

b.相關防範措施：採用伺服器前端 UTM 設備

進行防護以及阻擋。 

c.具體成效簡述：外部欲進行入侵等指令將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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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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阻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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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檢舉信箱：d13@ntua.edu.tw 

b.具體成效：目前無接獲檢舉事件。 

c.檢舉信箱資訊(請說明告知師生之方式)：運

用本校智慧財產權專區網站，告知師生檢舉

信箱資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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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檢視期程及日期：104 年 9 月、10 月、11 月

／105 年 1 月、3 月、4 月。 

b.檢視方式：檢查各軟體授權書 

c.本學年檢視共 6 次。（見附件 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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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負責單位：電子計算機中心 

b.網頁網址：

http://portal2.ntua.edu.tw/cc/news06.html 

c.清單內容：（見附件 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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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制定方式及相關資料：臺灣藝術大學電腦軟

體侵權管理要點。（見附件 25） 

b.請簡述執行情形：依本校電腦軟體侵權管理

要點執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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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學期：主計室告知額度內編列，學校中心彙

整各單位及系所所需軟體-編列每年固定文書

軟體、防毒軟體、資安軟體及繪圖軟體等約

445 萬元及系統軟體、各系所教學所需軟體約

822 萬元。下學期：學校中心彙整各單位及系

所所需軟體-編列每年固定文書軟體、防毒軟

體、資安軟體及繪圖軟體等約 450 萬元及系統

mailto:d13@ntua.edu.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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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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系所教學所需軟體約 633 萬元。明細

如 104、105 年預算書。（見附件 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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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軟體清單內容：軟體明細清單資料。（見附

件 24） 

b.具體成效或執行情形簡述：本校屬電腦軟體

設計教學活動較少，僅依部示政令定期公告

推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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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程序內容： 

1.電子計算機中心接獲教育部或區網中心轉

發之檢舉信。 

2.判斷是否為涉及網路侵權事件，若確定涉及

網路侵權事件，則立即封鎖該被檢舉 IP 位

址之網路連線權利，並告知使用者被封鎖

的原因，以避免持續侵害他人智慧財產權。 

3.依教學行政區及宿舍區分為不同之通知程

序： 

 (1)若疑似涉及網路侵權身份為學生，請學

生事務處通知該生導師。 

 (2)若疑似涉及網路侵權身份為住宿生，請

學生事務處通知該生導師並聯繫宿舍網

路委外廠商協助處理後續相關事宜。 

 (3)若疑似涉及網路侵權身份為教職員工，

請通知所屬單位系所之單位主管。 

 (4)網路侵權情節重大者，移請相關單位辦

理懲處。 

b.修訂時間：98 年迄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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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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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處理措施流程及方式：針對侵權主機進行

網路封鎖。 

 b.宣導內容：詳見本校智慧財產保護專區

http://portal2.ntua.edu.tw/patent/ 

http://portal2.ntua.edu.tw/pat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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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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下有關之處理與宣導

紀錄。 

 c.本學年共  0  件 

 d.承上題，如有發生，請簡述處理情形： 

1.聯繫疑似侵權學生至軍訓與生活輔導組實

施說明並輔導，請學生填寫自述表。 

2.於智慧財產權專區宣導學生勿使用不法

P2P 軟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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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通知程序流程及方式：依照網路管理系統

進行封鎖清單，通知該使用者，確認無誤

後，再行網路封鎖解除。 

 b.通知之程序內容： 

請注意！您已經被阻斷，無法使用全部網

路資源。可能原因：流量超過上限，流速

異常，管理者阻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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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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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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學年分別於 104 104 年 12

月 24 日／105 年 01 月 07 日／105 年 05 月 26

日／105 年 06 月 02 日召集各單位，依教育部

自評表指標，辦理自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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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學期 2 次，1 年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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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建立內部自

我考核機制，本校透過保護智慧財產權宣導

及執行小組，針對學校是否落實保護智慧財

產權工作進行全面檢視，每學期召開 2 次會

議（每學年召開 4 次），進行工作檢討及精

進，並律定宣導重點，藉以建立學生正確觀

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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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無 

問題檢討 無 

解決方案 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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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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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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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4 學年度第一學期 

執行「校園保護智慧財產權行動方案」作業討論會議照片 

 

 

 

 



校名：國立臺灣藝術大學 

22  



校名：國立臺灣藝術大學 

23 

 

 



校名：國立臺灣藝術大學 

24 

104 學年度第一學期 

保護智慧財產權宣導與執行小組會議照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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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臺灣藝術大學 104 學年度第 1 學期 

保護智慧財產權宣導及執行小組會議資料 

時間：105 年 1 月 7 日（四）下午 16 時 00 分 

地點：行政大樓 4 樓第 1 會議室 

壹、 主席致詞 

感謝各位委員的與會以及各單位於本學期積極推辦保護智財權的相關工作，讓

學校在執行各項法令宣導或網頁經營都有很好的成績。因為時間關係，我們現

在就正式進行會議，請各位委員為精進學校保護智財權教育宣導提出更好的建

議及作法，感謝。 

貮、上次會議執行情形 

    案由：建議授課教師將「提醒學生使用正版教科書，尊重智慧財產權」列於教學

大綱-課程內容與進度第 1 週教學內容中，並確實執行。 

    決議：由承辦單位於學期初利用 email 電子郵件提醒授課教師，請教師於學期初

明確告知學生使用正版教科書，勿非法影印；並請教務處於開學通知中提

醒教師將「提醒學生使用正版教科書，尊重智慧財產權」列入第 1 週教學

綱要內容中，或協調能否由系統主動鍵入，以貫徹保護智財權教育宣導工

作。 

   處理情形：已於系統中在教學大綱中加註「使用正版教科書」相關警語，授 

       課老師並於開學時課堂中宣導及告知學生須使用正版教科書的 

             觀念。104 學年度配合辦理之課程數及比例：2789／2789。  

參、業務報告 

一、本學期「大專校院執行校園保護智慧財產權行動方案」自評表填寫作業會

議，已於 104 年 12 月 24 日(四)召開，會中各單位承辦人員針對自評表項目進

行討論，力求符合檢核指標。 

二、教育宣導與活動 

（一）本校校首頁「智財權專區」，提供經濟部智慧財產局「校園著作權宣

導資料」連結參考，歡迎多加利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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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網頁「智財權專區」持續增加相關資料與活動推展情形。 

（三）於開學、期中及期末考試之際，利用「智財權專區」網站，宣導並提

醒同學尊重著作權法，勿因小利非法影印，觸犯智慧財產權。 

（四）本學期各單位辦理相關智財講座活動如下： 

1. 104 年 9 月 10 日新生入學輔導實施「保護智慧財產權」宣導，讓新

生對智財權相關知識有初步的認識。 

2. 104 年 9 月 16 日學生社團招生活動，加強宣導尊重智慧財產權及禁

止非法影印的概念。 

3. 104 年 10 月 02 日教學發展中心辦理教師成長講座－磨課師課程應注

意之智慧財產權議題，由大葉大學智慧財產權碩士在職學位學程章

忠信主任主講，向教師宣達為避免捲入不必要的紛爭，秉持「己所

不欲，勿施於人」之立場，應時常自行檢測是否符合「合理使用」

標準。 

4. 104 年 11 月 23 日電算中心辦理資安講座，邀請阿逸多資訊葉肩宇總

經理蒞校演講，演講主題為「防範惡意郵件社交工程與個資保護」，

會中向同仁宣達尊重智慧財產權及禁止非法影印的概念。。 

5. 104 年 12 月 02 日學生宿舍幹部會議，加強宣導尊重智慧財產權及禁

止非法影印的概念。 

6. 104 年 12 月 03 日產發中心辦理智財－專利、商標、著作權講座，加

強宣導尊重智慧財產權及禁止非法影印的概念。 

7. 104 年 11 月 23 日至 12 月 7 日圖書館二手書贈書活動，加強宣導尊

重智慧財產權及禁止非法影印的概念。 

8. 104 年 12 月 11 日產發中心辦理智財－海報設計、影音製作與著作權

法講座，加強宣導尊重智慧財產權及禁止非法影印的概念。 

9.105 年 1 月 4 日至 1 月 5 日圖書館好書共選活動，藉由閱選訂購，讓

本校教職員生現場實地翻閱圖書內容，再決定書籍推薦，進而達到

宣導尊重智慧財產權及禁止非法影印的概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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肆、提案討論 

提案單位：學務處 

   案由一：修訂「國立臺灣藝術大學保護智慧財產權宣導及執行小組設置要點」第

二條組織成員如說明，提請審議。 

   說  明： 

一、 本校「保護智慧財產權宣導及執行小組設置要點」規定，小組設置成員須

設有乙名教師代表，依據 100學年度第 2學期保護智慧財產權宣導及執行

小組會議決議，教師代表依循行政程序將全校非行政職專任教師名單陳副

校長，由副校長圈選乙名合適人選擔任。 

二、 前揭決議無明定教師代表任期年限，為強化推動執行，爰提請修正。 

三、 原設置要點如附件，修正條文對照如下表： 

    修正規定 現行規定 說明 

二、本小組設置成員 12 人，組成如下： 

（一） 當然代表：副校長、主任秘書、教

務長、學務長、總務長、圖書館館

長、人事主任、通識中心主任、電

算中心主任、學生會會長及學生議

會議長，由副校長擔任召集人及會

議主席。 

（二） 教師代表：依循行政程序將全校非

行政職專任教師名單陳校長，由校

長圈選 1名合適人選擔任，任期為

兩年，連選得連任 1次。 

二、本小組設置成員

12 人，由副校長、主

任秘書、教務長、學

務長、總務長、圖書

館館長、人事主任、

通識中心主任、電算

中心主任、教師代表

及學生會會長、學生

議會議長等人組成，

並由副校長擔任召集

人及會議主席。 

1. 界定當然代

表成員及教

師代表。 

2. 修訂教師代

表任期年限

為兩年，連

選得連任 1

次。 

 

  辦  法：經本次會議決議後，提行政會議通過，報請校長核定後實施。 

    決  議：本校「保護智慧財產權宣導及執行小組設置要點」規定教師代表：依循

行政程序將全校非行政職專任教師名單陳校長，由校長圈選 1名合適人

選擔任，任期為兩年，連選得連任 1次。 

伍、臨時動議（無） 

陸、主席結論（略） 

柒、散  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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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國 立 臺 灣 藝 術 大 學 保 護 智 慧 財 產 權 宣 導 及 執 行 小 組 設 置 要 點 

97 年 1 月 15 日行政會議通過 

98 年 4 月 14 日行政會議通過 

  99 年 3 月 09 日行政會議通過 

100 年 1 月 25 日行政會議通過 

102 年 1 月 29 日行政會議通過 

                                                       

一、 為落實本校 保護智慧財產權，特訂定本要點，並成立保護智慧財產權宣導及

執行小組（以下簡稱本小組）予以推動。 

二、 本小組設置成員 12 人，組成如下： 

(一)、當然代表：副校長、主任秘書、教務長、學務長、總務長、圖書館館長、

人事主任、通識中心主任、電算中心主任、學生會會長及學生議會議長，由副

校長擔任召集人及會議主席。 

(二)教師代表：依循行政程序將全校非行政職專任教師名單陳校長，由校長圈選

乙名合適人選擔任，任期為兩年，連選得連任乙次。 

三、 本小組之任務： 

(一)、規劃並推動有關保護智慧財產權相關法令、規定之宣導活動。 

(二)、落實執行檢視校園合法軟體、教科書、影音光碟等使用規範。 

(三)、訂定校園電腦網路使用規範，並檢視不當使用之行為。 

(四)、訂定違反智慧財產權行為之校規處分及規範。 

(五)、各項任務分工內容如附表。 

(六)、其他保護校園智慧財產權相關措施。 

四、 本小組成員均為無給職，每學期至少召開會議一次，並得邀請有關單位主管、

教職員工生代表及校外諮詢專業人士等列席。 

五、 本要點經行政會議通過，報請校長核定後實施，修正時亦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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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4 學年度第二學期 

執行「校園保護智慧財產權行動方案」作業討論會議照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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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4 學年度第一學期 

保護智慧財產權宣導與執行小組會議照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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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臺灣藝術大學 104 學年度第 2 學期 

保護智慧財產權宣導及執行小組會議資料 

時間：105 年 6 月 2 日（四）上午 10 時 00 分 

地點：行政大樓 4 樓第 1 會議室 

壹、主席致詞 

貮、上次會議執行情形 

  案  由：修訂「國立臺灣藝術大學保護智慧財產權宣導及執行小組設置要點」

第二條組織成員如說明，提請審議。 

  決  議：本校「保護智慧財產權宣導及執行小組設置要點」規定教師代表：依

循行政程序將全校非行政職專任教師名單陳校長，由校長圈選 1 名合

適人選擔任，任期為兩年，連選得連任 1 次。 

  處理情形：修訂後要點已於 105 年 2 月 23 日提行政會議通過，報請校長核定實

施。 

參、業務報告 

一、本學期「大專校院執行校園保護智慧財產權行動方案」自評表填寫作業會

議，已於 105 年 5 月 26 日（四）召開，會中各單位承辦人員針對自評表項目

進行討論，力求符合檢核指標。 

二、教育宣導與活動 

（一） 本校校首頁「智財權專區」，提供經濟部智慧財產局「校園著作權宣導資

料」連結參考，歡迎多加利用。 

（二） 網頁「智財權專區」持續增加相關資料與活動推展情形。 

（三） 於開學、期中及期末考試之際，利用「智財權專區」網站，宣導並提醒同

學尊重著作權法，勿因小利非法影印，觸犯智慧財產權。 

（四） 本學期各單位辦理相關智財講座活動如下： 

1. 105 年 1 月 4 日至 1 月 5 日圖書館好書共選活動，藉由閱選訂購，讓本校

教職員生現場實地翻閱圖書內容，再決定書籍推薦，進而達到宣導尊重智慧財

產權及禁止非法影印的概念。 

2. 105 年 3 月 3 日、3 月 11 日教發中心舉辦輕鬆使用網路學園初階講座，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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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人員為全校教職員生，與會宣導尊重智財、拒絕拷貝之觀念。 

3. 105 年 3 月 15 日、5 月 19 日學生宿舍幹部會議暨消防講習活動宣導，加

強宣導尊重智慧財產權及禁止非法影印的概念。 

4. 105 年 4 月 18 日電算中心辦理資安講座，參與人員為全校教職員生，於會

中宣導尊重智財、拒絕拷貝之觀念。。 

5. 105 年 4 月 20 日產學合作發展中心舉辦智財及專利諮詢活動，本活動由寬

信聯合律師事務所陳麗玲律師專責為本校教職員生提供免費智財諮詢服務。 

6. 105 年 4 月 26 日、5 月 4 日、5 月 12 日教發中心舉辦藝術在雲端講座，參

與人員為全校教職員生，與會宣導尊重智財、拒絕拷貝之觀念。 

7. 105 年 4 月 28 日二手書拍賣會，向學生宣達尊重智財，拒絕盜版之觀念。 

肆、提案討論 

提案單位：學務處 

   案由一：本校 1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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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提請  審議。 

   說  明： 

一、 依據教育部 105 年 4 月 26 日臺教高(一)字第 1050057405 號函辦理。 

二、 各工作小組負責填報資料已依規定彙整完竣，茲檢附本校 104 學年度大專

校院校園保護智護財產權行動方案執行自評表如附件，請  卓參。 

三、 自評表確認後連同佐證資料（1 式 5 份，雙面列印）及電子檔光碟（1 式 2

份）並加蓋學校印信後，於 105 年 8 月 1 日（星期一）前，以正式公文函

送教育部。 

    決  議： 照案通過。 

伍、臨時動議 

陸、主席結論 

柒、散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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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2 

國立臺灣藝術大學 104 學年度智慧財產權重大活動內容及期程 

年 月 日 活動內容 辦理單位 

104 09 10 
新生入學輔導活動，排定保護智慧財產權教育

宣導，讓學生瞭解相關法令規定。 
學務處 

104 09 16 
學生社團招生活動，利用宣導看板，宣導尊重

智慧財產權，禁止非法影印概念。 
學務處 

104 10 02 

教學發展中心辦理教師成長講座－磨課師課程

應注意之智慧財產權議題，由大葉大學智慧財

產權碩士在職學位學程章忠信主任主講，向教

師宣達為避免捲入不必要的紛爭，秉持「己所

不欲，勿施於人」之立場，應時常自行檢測是

否符合「合理使用」標準。 

教發中心 

104 10 15 

圖書館辦理認識智財權講座，由呂允在老師向

參與活動者宣達尊重智慧財產權及禁止非法影

印的概念。 

圖書館 

104 11 23 
電算中心辦理資安講座，於會中向同仁宣達尊

重智慧財產權及禁止非法影印的概念。 
電算中心 

104 12 02 
學生宿舍幹部會議，加強宣導尊重智慧財產權

及禁止非法影印的概念。 
學務處 

104 12 03 

產學合作發展中心辦理智財-專利、商標、著作

權講座，加強宣導尊重智慧財產權及禁止非法

影印的概念。 

產發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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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4 11 23 

104 年 11 月 23 日至 12 月 7 日圖書館贈書活

動，加強宣導尊重智慧財產權及禁止非法影印

的概念。 

圖書館 

104 12 07 
圖書館週「圖書館利用有獎徵答」活動，提列

智慧財產權觀念相關問題。 
圖書館 

104 12 11 

產學合作發展中心辦理智財－海報設計、影音

製作與著作權法講座，加強宣導尊重智慧財產

權及禁止非法影印的概念。 

產發中心 

104 12 15 

圖書館辦理二手書過期期刊及複本圖書贈送

會，有效流通，提醒學生拒絕盜版，宣達尊重

智財觀念。 

圖書館 

105 01 04 

105 年 1 月 4 日至 1 月 5 日圖書館好書共選活

動，藉由閱選訂購，讓本校教職員生現場實地

翻閱圖書內容，再決定書籍推薦，進而達到宣

導尊重智慧財產權及禁止非法影印的概念。 

圖書館 

105 03 03 

教學發展中心舉辦輕鬆使用網路學園初階講

座，參與人員為全校教職員生，與會宣導尊重

智財、拒絕拷貝之觀念。 

教發中心 

105 03 11 

教學發展中心舉辦輕鬆使用網路學園初階講

座，參與人員為全校教職員生，與會宣導尊重

智財、拒絕拷貝之觀念。 

教發中心 

105 03 15 
學生宿舍幹部會議暨消防講習活動宣導，加強

宣導尊重智慧財產權及禁止非法影印的概念。 
學務處 

105 03 24 

圖書館辦理認識智財權講座，由呂允在老師向

參與活動者宣達尊重智慧財產權及禁止非法影

印的概念。 

圖書館 

105 04 18 
電算中心辦理資安講座，參與人員為全校教職

員生，於會中宣導尊重智財、拒絕拷貝之觀
電算中心 



校名：國立臺灣藝術大學 

39 

念。 

105 04 20 

產學合作發展中心舉辦智財及專利諮詢活動，

本活動由寬信聯合律師事務所陳麗玲律師專責

為本校教職員生提供免費智財諮詢服務。 

產發中心 

105 04 26 

教學發展中心舉辦藝術在雲端講座，參與人員

為全校教職員生，與會宣導尊重智財、拒絕拷

貝之觀念。 

教發中心 

105 04 28 
二手書拍賣會，向學生宣達尊重智財，拒絕盜

版之觀念。 
學務處 

105 05 04 

教學發展中心舉辦藝術在雲端講座，參與人員

為全校教職員生，與會宣導尊重智財、拒絕拷

貝之觀念。 

教發中心 

105 05 12 

教學發展中心舉辦藝術在雲端講座，參與人員

為全校教職員生，與會宣導尊重智財、拒絕拷

貝之觀念。 

教發中心 

105 05 19 
學生宿舍幹部會議暨消防講習活動宣導，加強

宣導尊重智慧財產權及禁止非法影印的概念。 
學務處 

105 06 14 
圖書館好書共選活動，向學生宣達尊重智財，

拒絕盜版之觀念。 
圖書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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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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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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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5 

 

 

 

 

 

 

 

 

 

 

 

 

各位老師您好： 

為響應「智慧財產權」保護政策，請老

師於編寫講義、製作教材時遵守著作權

之合理使用規範，所引用部分註明資料

來源。《教務處教學資源組 敬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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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4學年度第 1學期開學通知 

親愛的老師，您好： 

新學期將於 9月 11日開始正式上課，請老師支持與協助下列事項： 

項   目 說         明 單位/分機 

資料查詢及列

印 

1. 教學綱要登錄： 

校務行政資訊系統－登錄－教學綱要輸入 

2. 調代補課及校外教學申請： 

校務行政資訊系統－申請－教務資訊申請－教師調代補作業－列印 

3. 教師個人課表： 

校務行政資訊系統－查詢－教務資訊查詢－教師個人課表 

4. 點名單： 

校務行政資訊系統－查詢－教務資訊查詢－教師個人課表－列印點名單

→列印 

5. 學生名單(含聯絡資訊)： 

校務行政資訊系統－查詢－教務資訊查詢－教師個人課表－選課人數→

列印 

6. 教師授課滿意度查詢： 

校務行政資訊系統－查詢－教務資訊查詢－教師授課滿意度查詢 

7. 教師授課滿意度申請 http://portal2.ntua.edu.tw/~d02/form/resource.htm  

校首頁－行政單位－教務處－表單申請－課務組－教學滿意度調閱申請表 

8. 教室借用申請 http://portal2.ntua.edu.tw/~d02/form/resource.htm  

校首頁－行政單位－教務處－表單申請－課務組－教室借用申請 

 

成長講座 
本學期每位專任教師至少參加 4 場，新進教師參加 5 場(含新進

教師座談會)。 

教發中心

/1131-1138 

網路學園 

網路學園課程啟動：http://elearning.ntua.edu.tw/ 

請於辦公室(綠色)模式/課程管理/開放管制/課程狀態，設成「開

課」，再儲存。 

教發中心 

/1132 

教學綱要 

1. 每學期請於期限內至校務行政資訊系統/登錄/教務資訊登錄/教學綱

要輸入登錄。 

2. 請輸入第 3-8 項課程之教學目標、評量方式、課程要求及教

學內容、進度等並儲存。另第 1、2項課程概要為系所審定

版本，僅供閱覽不可更改或儲存。 

課務組

/1052-1055 

教師授課滿意

度 

1.103 學年度第 2 學期教師授課滿意度， 8/24 已於校務系統開

放查詢。 

2.教學評量結果不佳之教師，本處將依規定主動通知教師並由教

課務組

/1052 

http://uaap1.ntua.edu.tw/ntua/
http://uaap1.ntua.edu.tw/ntua/
http://uaap1.ntua.edu.tw/ntua/
http://uaap1.ntua.edu.tw/ntua/
http://uaap1.ntua.edu.tw/ntua/
http://uaap1.ntua.edu.tw/ntua/
http://portal2.ntua.edu.tw/~d02/form/resource.htm
http://portal2.ntua.edu.tw/~d02/form/resource.htm
http://elearning.ntua.edu.tw/
http://uaap1.ntua.edu.tw/ntu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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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   目 說         明 單位/分機 

發中心協助後續輔導措施。 

請假調代補課

及校外教學 

1.上課時間以開課班級為準，請依節次準時上課；調補課應避免

該班學生衝堂情形，校外教學每課程每學期以 2 次為原則。 

2.申請校外教學、請假及調代補課，均須依規定事先完成申請，

並經系所中心主任核准後送教務處核備。 

3.申請出國或公假之調代補課申請表，均需附簽准公文影本。 

課務組

/1054 

落實學生出缺

席考核 

請加強要求同學之出席狀況並確實點名，以落實學生之平時考

核。選課學生名單如有疑義，請洽註冊組。 

註冊組

/1111-1115 

教室及教學設

備 

1.上完課後請指導學生將教具歸位，冷氣、電燈關閉後再離開教

室，如桌椅改變排列方式也請恢復，並注意維護教室整齊清

潔。 

2.器材借用及教學設備報修，請指派學生至課務組登記，下課後

即行歸還。 

3.教室借用先洽課務組查詢可用教室及時段，並填送借用申請單

於使用前一日完成申請。 

課務組

/1118 

請提醒學生共同遵守『智慧財產權的觀念及不得使用非法影印教科書』。    

 

                                                教   務   處  敬啟 104.08.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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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4學年度第 2學期開學通知 

親愛的老師，您好： 

新學期將於 02月 22日開始正式上課，請老師支持與協助下列事項： 

項   目 說         明 單位/分機 

資料查詢及 

列印 

9. 教學綱要登錄： 

校務行政資訊系統－登錄－教學綱要輸入 

10. 調代補課及校外教學申請： 

校務行政資訊系統－申請－教務資訊申請－教師調代補作業－列印 

11. 教師個人課表： 

校務行政資訊系統－查詢－教務資訊查詢－教師個人課表 

12. 點名單： 

校務行政資訊系統－查詢－教務資訊查詢－教師個人課表－列印點名單

→列印 

13. 學生名單(含聯絡資訊)： 

校務行政資訊系統－查詢－教務資訊查詢－教師個人課表－選課人數→

列印 

14. 教師授課滿意度查詢： 

校務行政資訊系統－查詢－教務資訊查詢－教師授課滿意度查詢 

15. 教師授課滿意度申請 http://portal2.ntua.edu.tw/~d02/form/resource.htm  

校首頁－行政單位－教務處－表單申請－課務組－教學滿意度調閱申請表 

16. 教室借用申請 http://portal2.ntua.edu.tw/~d02/form/resource.htm  

校首頁－行政單位－教務處－表單申請－課務組－教室借用申請 

 

成長講座 
本學期每位專任教師至少參加 4 場，新進教師參加 5 場(含新進

教師座談會)。 

教發中心

/1131-1138 

網路學園 

網路學園課程啟動：http://elearning.ntua.edu.tw/ 

請於辦公室(綠色)模式/課程管理/開放管制/課程狀態，設成「開

課」，再儲存。 

教發中心 

/1132 

教學綱要 

3. 每學期請於期限內至校務行政資訊系統/登錄/教務資訊登錄/教學綱

要輸入登錄。 

4. 請輸入第 3-8 項課程之教學目標、評量方式、課程要求及教

學內容、進度等並儲存。另第 1、2項課程概要為系所審定

版本，僅供閱覽不可更改或儲存。 

課務組

/1052-1055 

教師授課 

滿意度 

1. 104學年度第 1學期教師授課滿意度尚未開放查詢，查詢時

間教務處課務組將另行通知。 

2. 教學評量結果不佳之教師，本處將依規定主動通知教師並由

課務組

/1052 

http://uaap1.ntua.edu.tw/ntua/
http://uaap1.ntua.edu.tw/ntua/
http://uaap1.ntua.edu.tw/ntua/
http://uaap1.ntua.edu.tw/ntua/
http://uaap1.ntua.edu.tw/ntua/
http://uaap1.ntua.edu.tw/ntua/
http://portal2.ntua.edu.tw/~d02/form/resource.htm
http://portal2.ntua.edu.tw/~d02/form/resource.htm
http://elearning.ntua.edu.tw/
http://uaap1.ntua.edu.tw/ntu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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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   目 說         明 單位/分機 

教發中心協助後續輔導措施。 

請假調代補課

及校外教學 

1. 上課時間以開課班級為準，請依節次準時上課；調補課應避

免該班學生衝堂情形，校外教學每課程每學期以 2 次為原

則。 

2. 申請校外教學、請假及調代補課，均須依規定事先完成申

請，並經系所中心主任核准後送教務處核備。 

3. 申請出國或公假之調代補課申請表，均需附簽准公文影本。 

課務組

/1054 

落實學生 

出缺席考核 

請加強要求同學之出席狀況並確實點名，以落實學生之平時考

核。選課學生名單如有疑義，請洽註冊組。 

註冊組

/1111-1115 

教室及教學 

設備 

1. 上完課後請指導學生將教具歸位，冷氣、電燈關閉後再離開

教室，如桌椅改變排列方式也請恢復，並注意維護教室整齊

清潔。 

2. 器材借用及教學設備報修，請指派學生至課務組登記，下課

後即行歸還。 

3. 教室借用先洽課務組查詢可用教室及時段，並填送借用申請

單於使用前一日完成申請。 

課務組

/1118 

旁聽課程 

1. 基於使用者付費原則，本校不開放旁聽。請老師務必點名，

以免影響教學品質。 

2. 學生若要修習外系課程請至選課系統加選，或經老師及系所

同意後請至推廣教育中心辦理隨班附讀及繳費。 

推廣教育中

心/1613 

請提醒學生共同遵守『智慧財產權的觀念及不得使用非法影印教科書』。    

 

                                                教   務   處  敬啟 105 . 02 . 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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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6 

授課教師於學期第一週開始向學生宣達－

共同遵守「智慧財產權及不得使用非法影

印教科書的觀念」並將之列入課程內容介

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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授課教師於學期第一週開始向學生宣達－

共同遵守「智慧財產權及不得使用非法影

印教科書的觀念」並將之列入課程內容介

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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授課教師於學期第一週開始向學生宣達－

共同遵守「智慧財產權及不得使用非法影

印教科書的觀念」並將之列入課程內容介

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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授課教師於學期第一週開始向學生宣達－

共同遵守「智慧財產權及不得使用非法影

印教科書的觀念」並將之列入課程內容介

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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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7 

國立臺灣藝術大學 104 學年度 

運用題庫及案例宣導保護智慧財產權活動 

辦理時間 宣導方式 參與人數 

104 09 10 

新生入學輔導活動，排定保護智慧財產權教育

宣導，讓學生瞭解相關法令規定，並運用題庫

讓學生有參與感。 

新生約 1100 人 

104 09 16 
學生社團招生活動，利用宣導看板，宣導尊重

智慧財產權，禁止非法影印概念。 
學生約 500 人 

104 10 02 

教學發展中心辦理教師成長講座－磨課師課程

應注意之智慧財產權議題，提供相關案例及法

律常識，提醒學生勿因疏忽而觸法。 

師生約 100 人 

104 10 15 

圖書館辦理認識智財權講座，向參與活動者宣

達尊重智慧財產權及禁止非法影印的概念，並

提供相關案例及法律常識，提醒學生勿因疏忽

而觸法。。 

師生約 200 人 

104 11 23 
電算中心辦理資安講座，於會中向同仁宣達尊

重智慧財產權及禁止非法影印的概念。 
師生約 100 人 

104 12 03 

產學合作發展中心辦理智財-專利、商標、著

作權講座，加強宣導尊重智慧財產權及禁止非

法影印的概念。 

師生約 100 人 

104 12 07 
圖書館週「圖書館利用有獎徵答題褲測驗」活

動，提列智慧財產權觀念相關問題。 
師生約 2000 人 

104 12 11 

產學合作發展中心辦理智財－海報設計、影音

製作與著作權法講座，加強宣導尊重智慧財產

權及禁止非法影印的概念。 

師生約 100 人 

105 03 03 
教學發展中心舉辦輕鬆使用網路學園初階講

座，參與人員為全校教職員生，與會宣導尊重
師生約 100 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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智財、拒絕拷貝之觀念。 

105 03 11 

教學發展中心舉辦輕鬆使用網路學園初階講

座，參與人員為全校教職員生，與會宣導尊重

智財、拒絕拷貝之觀念。 

師生約 100 人 

105 03 24 

圖書館辦理認識智財權講座，由呂允在老師向

參與活動者宣達尊重智慧財產權及禁止非法影

印的概念。 

師生約 100 人 

105 04 18 

電算中心辦理資安講座，參與人員為全校教職

員生，於會中宣導尊重智財、拒絕拷貝之觀

念。 

師生約 100 人 

105 04 26 

教學發展中心舉辦藝術在雲端講座，參與人員

為全校教職員生，與會宣導尊重智財、拒絕拷

貝之觀念。 

師生約 100 人 

105 05 04 

教學發展中心舉辦藝術在雲端講座，參與人員

為全校教職員生，與會宣導尊重智財、拒絕拷

貝之觀念。 

師生約 100 人 

學生選課 

期中、末考 

利用校務系統及本校智慧財產專屬網站，提醒

同學勿因小利不法影印，觸犯智慧財產權。相

關資料如本校網頁專區。 

師生約 2000 人 

 

 

 

 

 

 

 

http://portal.ntua.edu.tw/patent/index.as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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運用題庫及案例宣導保護智慧財產權活動成果照片 

  

新生入學輔導宣導保護智慧財產權 學生社團招生宣導尊重智慧財產權 

  

教學發展中心舉辦藝術在雲端講座 產學合作發展中心辦理智財講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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運用題庫及案例宣導保護智慧財產權活動成果照片 

  

運用題庫宣導保護智慧財產權 電算中心辦理資安講座 

  

法令案例宣導(海報) 法令案例宣導(海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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運用題庫及案例宣導保護智慧財產權活動成果照片 

  

強化尊重智慧財產權宣導講座 強化尊重智慧財產權宣導講座 

  

強化尊重智慧財產權宣導講座 強化尊重智慧財產權宣導講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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運用題庫及案例宣導保護智慧財產權活動成果照片 

  

二手書及腳踏車拍賣強化智財權宣導 二手書及腳踏車拍賣強化智財權宣導 

  

二手書及腳踏車拍賣強化智財權宣導 二手書及腳踏車拍賣強化智財權宣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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運用題庫及案例宣導保護智慧財產權活動成果照片 

  

圖書館二手書展 圖書館二手書展 

  

圖書館二手書展 圖書館二手書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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運用題庫及案例宣導保護智慧財產權活動成果照片 

  

圖書館書展 圖書館書展 

  

圖書館書展 圖書館書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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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8

國立臺灣藝術大學 104學年度智慧財產權宣導之研習講座 

辦理時間 活動內容 參與人數 

104 10 02 

教學發展中心辦理教師成長講座－磨課師

課程應注意之智慧財產權議題，由大葉大

學智慧財產權碩士在職學位學程章忠信主

任主講，向師生尊重智慧財產權及禁止非

法影印的概念。 

師生約 100 人 

104 10 15 

圖書館辦理認識智財權講座，由圖書館呂

允在老師向參與活動者宣達尊重智慧財產

權及禁止非法影印的概念。 

師生約 100 人 

104 11 23 

電算中心辦理資安講座，由阿逸多資訊總

經理葉肩宇先生於會中向同仁宣達尊重智

慧財產權及禁止非法影印的概念。 

師生約 100 人 

104 12 02 

學生宿舍幹部會議，由電算中心於會中

加強宣導尊重智慧財產權及禁止非法影

印的概念。 

師生約 100 人

104 12 03 

產學合作發展中心辦理智財-專利、商

標、著作權講座，加強宣導尊重智慧財產

權及禁止非法影印的概念。 

師生約 100 人

104 12 11 

產學合作發展中心辦理智財－海報設計、

影音製作與著作權法講座，加強宣導尊重

智慧財產權及禁止非法影印的概念。 

師生約 100 人

105 03 03 

教學發展中心舉辦輕鬆使用網路學園初階

講座，參與人員為全校教職員生，與會宣

導尊重智財、拒絕拷貝之觀念。 

師生約 100 人

105 03 11 
教學發展中心舉辦輕鬆使用網路學園初階

講座，參與人員為全校教職員生，與會宣
師生約 100 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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導尊重智財、拒絕拷貝之觀念。 

105 03 15 

學生宿舍幹部會議暨消防講習活動宣

導，由電算中心於會中加強宣導尊重智

慧財產權及禁止非法影印的概念。 

師生約 100 人

105 03 24 

圖書館辦理認識智財權講座，由呂允在老

師向參與活動者宣達尊重智慧財產權及禁

止非法影印的概念。 

師生約 100 人

105 04 18 

電算中心辦理資安講座，參與人員為全校

教職員生，於會中宣導尊重智財、拒絕拷

貝之觀念。 

師生約 100 人

105 04 20 

產學合作發展中心舉辦智財及專利諮詢活

動，本活動由寬信聯合律師事務所陳麗玲

律師專責為本校教職員生提供免費智財諮

詢服務。 

師生約 100 人

105 04 26 

教學發展中心舉辦藝術在雲端講座，參與

人員為全校教職員生，與會宣導尊重智

財、拒絕拷貝之觀念。 

師生約 100 人

105 05 04 

教學發展中心舉辦藝術在雲端講座，參與

人員為全校教職員生，與會宣導尊重智

財、拒絕拷貝之觀念。 

師生約 100 人

105 05 12 

學生宿舍幹部會議暨消防講習活動宣導，

由電算中心陳牧寬老師於會中加強宣導尊

重智慧財產權及禁止非法影印的概念。 

師生約 100 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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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護智慧財產權宣導之研習會、座談會暨講座成果照片 

  

認識智慧財產權 講座 ppt 內容 

  

講座補充資料 講座補充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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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護智慧財產權宣導之研習會、座談會或講座成果照片 

 
 

保護智慧財產權系列講座 保護智慧財產權系列講座 

  

保護智慧財產權系列講座 保護智慧財產權系列講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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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護智慧財產權宣導之研習會、座談會或講座成果照片 

  

教師成長系列講座 教師成長系列講座 

  

教師成長系列講座 教師成長系列講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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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護智慧財產權宣導之研習會、座談會或講座成果照片 

  

電腦教室尊重智慧財產權警語 教職員工專注聆聽 

  

教職員工專注聆聽 教職員工專注聆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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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護智慧財產權宣導之研習會、座談會或講座成果照片 

  

104 學年度宿舍幹部交接會議 宿舍網路問題討論研習 

  

違反智慧財產權宣導 違反智慧財產權宣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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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9 

學生手冊、新生入學輔導宣導成果照片 

  

103 學年度新生手冊 手冊內容有關保護智慧財產宣導 

 

校務行政資訊系統，『請尊重智慧財產權，杜絕非法影印』警語提醒學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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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0 

圖書館影印機上揭示警語情形照片 

  

圖書館 1 樓影印室 圖書館 1 樓影印機 

  

圖書館 1 樓期刊區 圖書館 1 樓期刊區 

  

圖書館 1 樓檢索區 圖書館 1 樓檢索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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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書館影印機上揭示警語情形照片 

  

圖書館 3 樓影印室 圖書館 3 樓掃描區 

  

圖書館 3 樓中文參考書區 圖書館 3 樓影印機 

 

 

圖書館 3 樓電腦區 圖書館 3 樓期刊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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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書館影印機上揭示警語情形照片 

  

圖書館 4 樓影印室 圖書館 4 樓影印機 

  

圖書館 4 樓書架區 圖書館 4 樓書報區 

  

圖書館 4 樓檢索電腦區 圖書館 4 樓檢索電腦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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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書館影印機上揭示警語情形照片 

  

圖書館 5 樓影印室 圖書館 5 樓影印機 

  

圖書館 5 樓圖書區 圖書館 6 樓語言訓練區 

  

圖書館 6 樓多媒體資源區 圖書館 6 樓檢索電腦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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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1 

校內影印服務區域張貼警語照片 

  

校內影印服務區域大門 校內影印服務區域影印機 

  

校內影印服務區域影印機 校內影印服務區域影印機 

  

校內影印服務區域影印機 校內影印服務區域影印機 

 



校名：國立臺灣藝術大學 

93 

附件 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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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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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4 

國立臺灣藝術大學校內提供影印服務廠商查核輔導機制標準作業準則 

 

   業務單位：學生事務處軍訓與生活輔導組 

   承辦人員：林恩宇 

   聯絡電話：02-22722181#1956 

   辦理時間：隨時 

   注意事項：即時處理 

                                                                   

第一條  為保護智慧財產權，使提供影印服務廠商確實遵守著作權法相關規定， 

           特訂定「國立臺灣藝術大學校園內提供影印服務廠商查核輔導機制標準作業準則」 

           (以下簡稱本準則)。 

第二條  查核輔導機制標準作業程序如下: 

作業流程圖 

總務處保管組、圖書館 學務處 

 

        

 

                 

 

 

 

                 

 

          否 

    

 

 

 

 

 

 

 

 

 

 

 

 

 

 

 

 

    是 

 

 

 

 

 

 

 

 

 

 

 

   第三條   本準則自發布日施行 

 

學務處配合總務處保管組及圖書館 

實施不定期巡邏檢查 

發現非法影印事件 

情節嚴重與否 

召開保護智慧財產權宣導及執

行小組會議處理 

(情節重大或屢勸不聽者) 

口頭勸導並請廠商提出說明 

留存紀錄並持續追蹤 

結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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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5 

國立臺灣藝術大學非法影印教科書之學生輔導機制標準作業流程 

     業務單位：學生事務處軍訓與生活輔導組 

     承辦人員：林恩宇 

     聯絡電話：02-22722181#1956 

     辦理時間：隨時 

     注意事項：即時處理 
 
 
 
 

 

 

 

 

 

 

 

 

 

 

 

 

 

 

 

 

 

 

 

 

 

 

 

 

 

 

 

 

 

 

接獲通報非法影印教科書侵權事件 

本校保護智慧財產權宣導及執行小組受理事件檢舉 

了解事件發生經過並予以輔導 

情節重大者移請相關單位辦理懲處 

進行後續追蹤關懷，必要時轉介學輔中心 

結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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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6 

國立臺灣藝術大學學生獎懲辦法 

                                    100年6月17日99學年度第2次校務會議修正 

                                    100年7月15日教育部臺訓（一）字第1000119703號函備查 

                                    101年6月13日100學年度第2學期學生獎懲委員會議修訂 

                                    102年1月15日101學年度第1學期學生獎懲委員會議修訂 

                                    102年6月06日101學年度第2次校務會議修正通過 

                                    102年7月22日教育部臺教學（二）字第1020110001號函備查 

                                    105年1月07日104學度第1次校務會議修正通過 

                                    105年6月16日104學度第2次校務會議修正通過 

第一條 為確保學生學習效果，並建立學生行為規範，依據大學法 32條規定， 

       訂定本辦法。 

第二條 本校各學制學生之獎勵及懲處依本規定辦理。 

第三條 學生獎勵分下列 4種：1、記嘉獎 2、記小功 3、記大功 4、其他獎勵 

       （獎狀、獎牌、獎章、獎金） 

       嘉獎 3次相當小功 1次，小功 3次相當大功 1次。 

第四條 學生有下列各款情事之一者給予獎勵： 

   一、下列各項情事之一者記嘉獎 1至 2次： 

       （一）熱心公益，表現良好。 

       （二）擔任班級、學生社團或組織幹部，表現良好。 

       （三）參加縣市、地區性各種比賽或活動，成績表現優良為校爭光。 

       （四）其他合於記嘉獎之良好行為。 

   二、有下列各項情事之一者記小功 1至 2次： 

       （一）熱心公益，增進團體福利，具有確切事實。 

       （二）擔任班級、學生社團或組織幹部，表現優良。 

       （三）參加全國各種比賽或活動，成績表現優良為校爭光。 

       （四）其他合於記小功之良好行為。 

   三、有下列各項情事之一者予以記大功 1至 2次或其他獎勵（獎狀、獎牌、 

       獎章、獎金）： 

       （一）熱心公益，對學校、社會有重大貢獻。 

       （二）見義勇為，犧牲奉獻，堪為學生楷模。 

       （三）參加全國各種比賽或活動，成績特優為校爭光。 

       （四）參加國際性各種比賽，成績優良為校爭光。 

       （五）擔任班級或學生社團組織幹部，表現特優。 

       （六）特殊重大善行或榮譽受社會輿論讚揚為校爭光。 

       （七）其他合於記大功之良好行為並經由學生獎懲委員會決議。 

第五條 學生懲處分下列 7種：1、記申誡 2、記小過 3、記大過 4、定期察看 5、 

       強制休學 6、退學 7、開除學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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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申誡 3次相當小過 1次，小過 3次相當大過 1次。 

第六條 學生有下列各款情事之一者經查屬實給予懲處： 

   一、有下列各項情事之一者記申誡 1至 2次： 

       （一）言行不當致對他人造成傷害或權益受損，情節較輕者。 

       （二）妨害正常教學、活動，情節較輕者。 

       （三）影響公共秩序、衛生、安全、安寧，情節較輕者。    

       （四）毀損公物或他人之物，情節較輕者。 

       （五）毀損或妨害合法張貼之海報。 

       （六）違反學生宿舍管理規則，情節較輕者。 

       （七）違反校園網路使用規範，情節較輕者。 

       （八）以跟蹤、電子郵件或其他違反他人意願之方法干擾他人日常生 

             活，情節較輕者。 

       （九）對他人有性騷擾或性霸凌，情節較輕者。 

       （十）其他相當於以上各款情事者。 

   二、有下列各項情事之一者記小過 1至 2次：        

       （一）「記申誡」之再犯者。 

       （二）言行不當致對他人造成傷害或權益受損，情節較重者。 

       （三）妨害正常教學、活動，情節較重者。 

       （四）影響公共秩序、衛生、安全、安寧，情節較重者。 

       （五）毀損公物或他人之物，情節較重者。 

       （六）違反學生宿舍管理規則，情節較重者。 

       （七）違反校園網路使用規範影響校園網路正常運作，情節較重者。 

       （八）以跟蹤、電子郵件或其他違反他人意願之方法干擾他人日常生 

             活，情節嚴重者。 

       （九）對他人有性騷擾或性霸凌，情節較重者。 

       （十）侵犯他人智慧財產權，情節較輕者。 

       （十一）違反考試規則或學術倫理，情節較輕者。 

       （十二）其他相當於以上各款情事者。 

   三、有下列各項情事之一者記大過 1至 2次： 

       （一）「記小過」之再犯者。 

       （二）言行不當致對他人造成傷害或權益受損，情節嚴重者。 

       （三）蓄意破壞公共秩序、衛生、安全、安寧者。 

       （四）毀損公物或他人之物，情節嚴重者。 

       （五）違反學生宿舍管理規則，情節嚴重者。 

       （六）侵犯他人智慧財產權，情節嚴重者。 

       （七）違反考試規則或學術倫理，情節嚴重者。 

       （八）違反校園網路使用規範而干擾、破壞、竊取本校或他人電腦之電 

             磁紀錄情節重大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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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九）使用非法違禁藥品者。  

       （十）對他人有性侵害或性騷擾、性霸凌，情節嚴重者。 

       （十一）有施暴、鬥毆、竊盜、侵佔、恐嚇、誹謗、詐欺、霸凌或其他 

               不良行為情節嚴重者。 

       （十二）觸犯法律，經法院有罪判決確定，且受有緩刑宣告者。 

       （十三）其他相當於以上各款情事者。 

   四、有下列各項情事之一者予以定期察看懲處： 

       （一）「記大過」之再犯者。 

       （二）懲處累計達大過 1次，小過 2次者。 

       （三）對他人有性侵害或性霸凌，情節重大者。 

       （四）有其他重大過失，經由學生獎懲委員會決議，認有其必要，予以 

             定期察看懲處。 

      受定期察看懲處之規定如下： 

       1、予以記大過 2次小過 2次( 與本懲處前之功過合併，以大過 2次小 

          過 2次紀錄 )。 

       2、在校期間定期察看以 1次為限，定期察看時間以 1學年為限。 

       3、定期察看期間受記小過 1次以上或累記申誡 3次之懲處即予以退學。 

       4、定期察看撤銷後所記之大小過仍保留。 

       5、定期察看已滿 1學年，提學生獎懲委員會決議，予以撤銷定期察看。 

       6、定期察看期間受記小功 1次以上之獎勵，提學生獎懲委員會決議， 

          予以撤銷定期察看。 

   五、有下列各項情事之一者予以強制休學懲處： 

       （一）有第六條第四款各項之一且情事嚴重者。 

       （二）有其他重大過失，經由學生獎懲委員會決議，認有其必要，予以 

             強制休學懲處。 

   六、有下列各項情事之一者予以退學懲處： 

       （一）記大過滿 3次者。 

       （二）定期察看期間再犯記過以上之處分，或定期察看期滿後，再犯記 

             大過以上之處分者。 

       （三）校內販賣或製造違禁藥品，儲存危險物或非法持有違禁品者。 

       （四）觸犯刑法，且經法院有罪判決確定者。 

   七、有下列各項情事之一者予以開除學籍懲處： 

       （一）有第六條第六款各項之一且情節重大者。 

       （二）觸犯刑法，經法院有罪判決確定，未受緩刑宣告，情節嚴重者。 

第七條 獎懲作業程序： 

   一、學生有獎懲事實，得由各有關單位提出獎懲建議。建議單位提報獎懲建 

 議時，應依照規定程序簽核並列舉事實，包括建議單位、具體內容、所  

 符合之條文及建議獎懲項目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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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嘉獎、記小功、申誡、記小過之獎懲，由原簽單位將獎懲建議表送學生 

       事務處業務單位處理，必要時通知當事人表示意見，由學生事務長核定 

       後公告。 

   三、記大功或記大過（含)以上之重大獎懲，應提學生獎懲委員會議討論，必 

       要時通知相關師長列席及當事人到會說明，經學生獎懲委員會通過後， 

       簽報校長核定公告。 

   四、大功（含)以上之獎懲，如具時效性，由校長核定公告後，再提學生獎懲 

       委員會追認。 

第八條 大功、大過（含）以上之獎勵或懲處，均以書面通知當事學生本人及家 

       長或監護人；學生受懲處，經核定公布後，如有異議，得依程序向學生      

       申訴評議委員會提出申訴。 

第九條 學生所受之功過以在校期間累積計算，得相互抵銷，但保存紀錄。學生 

       獎勵及懲處之各項書面資料，於學生畢業後保存期限 1年，電腦紀錄永 

       久保存。 
第十條 本辦法經校務會議通過，陳請校長核定後發布實施，並報教育部備查； 
       修正時亦同。  

 

 

 

 

 

 

 

 

 

 

 

 



校名：國立臺灣藝術大學 

111 

附件 17 

二手書平台協助學生取得正版書籍活動成果照片 

  

配合圖書館書展辦理二手書流通 配合圖書館書展辦理二手書流通 

  

配合圖書館書展辦理二手書流通 配合圖書館書展辦理二手書流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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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手書平台協助學生取得正版書籍活動成果照片 

  

428 大觀週-二手書大放送 428 大觀週-二手書大放送 

  

428 大觀週-二手書大放送 428 大觀週-二手書大放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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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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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9 

 
 



校名：國立臺灣藝術大學 

116 

 

 



校名：國立臺灣藝術大學 

117 

附件 20 

系所辦公室及電腦教室公用電腦警語成果照片 

  

電腦教室公用電腦警語 電腦教室公用電腦警語 

  

辦公室電腦張貼標語 辦公室電腦張貼標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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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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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22 

電腦教室電腦均裝設還原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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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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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24 

全校授權軟體清單 

1 Nopam enterprise 軟體版 

2 Microsoft CA 軟體 

3 Symantec 12.1.6 防毒軟體 

4 

Adobe CS6 –Photoshop 、Illustrator、Dreamweaver、

Flash、InDesign、Acrobat、Fireworks、After Effects、

Premiere Pro 

5 2003 自然輸入法 

6 華康字形-金碟 2010 旗鑑版 

7 華康字型金蝶 150 

8 譯典通 7.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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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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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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