國立嘉義大學 103 學年度保護智慧財產權推動委員會議紀錄
時間：中華民國 104 年 7 月 16 日（星期四）下午 3 時 30 分
地點：蘭潭校區行政中心 2 樓第 1 會議室
主席：艾副校長群
記錄：王麗雯
出席人員：吳副校長煥烘（請假）
、徐教務長志平、劉學務長玉雯（陳秘書惠蘭
代）
、陳總務長瑞祥、林研發長翰謙（楊組長弘道代）
、李國際長瑜章、
、陳主任碧秀（林組長義森代）、李主任
陳館長政見（鄭組長毓霖代）
秘書安進、洪中心主任燕竹、翁中心主任義銘（陳助理教授希宜代）、
丁院長志權、劉院長榮義、李代理院長鴻文、周院長世認、洪院長
滉祐（林教授肇民代）、朱院長紀實、黃委員健華、施委員翰辰（出
國）、林委員語晨（請假）
、曾委員立昂（請假）
列席人員：范專門委員惠珍、許組長文權、楊組長曼萍、陳秘書惠蘭、黃專案
辦事員齡儀
壹、主席報告
各位委員大家好，感謝撥冗出席 103 學年度保護智慧財產權推動委員
會，依教育部規定每學年度結束前，需進行校園保護智慧財產權行動方案
自評作業，並於 7 月底函送教育部備查。本次會議同時審議本校 104 學年
度辦理保護智慧財產權活動規劃表，會後轉請各業務單位據以積極推動各
項工作。
貳、工作報告（李主任秘書安進）
一、推動校園保護智慧財產權工作為經常、持續性業務，本校為具體落實智財
權保護業務，特依教育部之實施策略成立 6 個工作小組協助推動智慧財產
權方案，各權責單位並依據教育部「大專校院校園保護智慧財產權行動方
案」積極執行自評表之學校執行項目，各實施策略之權責單位如下：
（一）行政督導（秘書室）
（二）課程教學（教務處、通識教育中心）
（三）教育宣導（學生事務處）
（四）影印管理（學生事務處）
（五）網路管理（電子計算機中心）
（六）輔導評鑑（秘書室）
二、本校 103 學年度辦理校園保護智慧財產權行動方案暨活動規劃表，經 103
年 7 月 17 日本校 102 學年度保護智慧財產權推動委員會審議修正通過，並
於 103 年 9 月 15 日轉知各單位據以執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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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社團法人台灣國際圖書業交流協會 103 年 9 月 5 日台書字第 1030905 號函
檢送「請尊重智慧財產權」海報 5 張，業轉請圖書館、電子計算機中心、
蘭潭及民雄校區影印部張貼，相關資訊並公告於智慧財產權網頁（請參閱
附件第 1 頁至第 2 頁）。
四、教育部 104 年 1 月 29 日臺教高（一）字第 1040012654 號書函轉知，經濟
部智慧財產局 104 年度「保護智慧財產權服務團」系列宣導說明會，開始
接受申請作業案（請參閱附件第 3 頁至第 6 頁）。
五、經濟部智慧財產局 104 年 4 月 1 日智國企字第 10400017660 號函轉知，為
建立智慧財產專業能力客觀認定標準，縮短學用落差，該局推行「智慧財
產人員職能基準與能力認證制度」案（請參閱附件第 7 頁至第 10 頁）。
六、103 學年度保護智慧財產權相關法規函示、研習活動等資訊，已公告於本校
秘書室保護智慧財產權網頁，請各位委員自行上網參閱。
七、檢附本校保護智慧財產權推動委員會設置辦法（請參閱附件第 11 頁）1 份，
請卓參。
參、提案討論
※提案一
提案單位：教務處、學生事務處、通識教育中心、電子計算機中心及秘書室
案由：本校 103 學年度執行「校園保護智慧財產權行動方案」自評表，提請審
議。
說明：
一、依據教育部 104 年 5 月 15 日臺教高（一）字第 1040065425 號書函（請參
閱附件第 12 頁至第 13 頁）辦理。
二、有關推動校園保護智慧財產權辦理成效，依規定每學年度結束前須向教育
部函報當學年度之辦理成效，本室業於 5 月 19 日轉知各工作小組（教務
處、學生事務處、通識教育中心及電子計算機中心）依教育部來函及填表
說明，進行彙整各項目相關推動成效與佐證資料（103 年 8 月 1 日至 104
年 7 月 31 日止）
。自評表內容項目及分工如下表：
項目
行政督導
課程教學
教育宣導
影印管理
網路管理
輔導評鑑

負責單位
秘書室
教務處、通識教育中心
學生事務處
學生事務處
電子計算機中心
秘書室

自評表頁碼
1-3
4-6
7-17
18-27
28-35
36

三、各工作小組負責填報資料已依規定送秘書室彙整完竣，經本次會議審議通
過後，依教育部規定於 104 年 7 月 31 日（星期五）前，檢送自評表 1 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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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份及電子檔光碟 1 式 2 份函報教育部。
四、有關 103 學年度執行校園保護智慧財產權行動方案自評表「肆、推動執行
困難及策進作為（含具體建議）
」部分，敬請各委員惠賜卓見。
（一）彙整本校前 4 年（99-102 學年度）提報資料如下表：
學年度
99 學年度
100 學年度
101 學年度
102 學年度

推動執行困難及策進作為
本校網頁平台原分散於各院系由單位各自建立管理，因各系網管人員素質參差不
齊，其網站常受外界攻擊，造成智慧財產知識外洩等安全漏洞，經常受教育部知
會通報。現改成全校網頁平台由電算中心統一管理，專人負責資訊安全事務，充
分落實提升資訊安全與保護智慧財產。
校內「二手書網路平台」使用率偏低。
申請低收入戶書籍補助因行政程序繁複因素，學生申請意願低。
二手書交換平台運用率降低

（二）本學年度經與各工作小組討論，均表示無相關建議。另教育部於自評表
格式內註記有「如無，則免填」，本校是否將不填寫第肆部分：推動執
行困難及策進作為（含具體建議），敬請各委員惠賜卓見。
五、檢附本校 1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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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請參閱附件第 14 頁至第 53 頁）1 份，請卓參。
決議：
一、修正通過，修正部分詳如附件 1。
二、自評表「肆、推動執行困難及策進作為（含具體建議）」部分，無建議。
※提案二
提案單位：秘書室
案由：有關校園內提供影印廠商查核輔導機制作業案，提請審議。
說明：
ㄧ、依據教育部「大專校院執行校園保護智慧財產權行動方案自評表」指標項
目「四、影印管理」之檢核指標 3-2 學校是否已建立查核輔導機制？學校
須填寫(3-2)請說明查核輔導校園內提供影印服務之廠商之情形：a.是否
已建立查核輔導：b.查核輔導機制：(請提供 SO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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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教育部於 101 年 3 月 9 日臺高通字第 1010036358 號函（請參閱附件第 54
頁至第 55 頁）重申，應要求校園內提供影印服務之廠商依照合約內容，
不得從事非法影印，並建立校園影印管理內控制度，以落實智慧財產權之
推動。
三、本案業經 101 年 10 月 30 日本校 101 學年度第 1 次保護智慧財產權推動
委員會議決議，請秘書室建立查核輔導機制（SOP），由總務處及圖書館
執行每學期 1 次之交互稽核，並由推動委員會委員輪派，組成臨時任務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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組，不定期前往實地稽核輔導廠商，建立校園影印管理內部控制機制（請
參閱附件第 56 頁至第 58 頁）。
四、秘書室業依據推動委員會議決議，研擬本校校園內提供影印廠商查核輔導
機制作業流程圖（SOP）暨查核輔導紀錄表（請參閱附件第 59 頁至第 60
頁）
，並奉核可試辦 1 年，已於 102、103 學年度實施查核輔導作業 2 年，
提請本次會議討論後續推動方式。
決議：
一、查核小組交互查核時間，修正為每學期開學後第 2-4 週完成查核輔導作
業。
二、查核輔導紀錄表於「查核重點」欄位，加註第 3 項至第 6 項圖書館免查核。
三、本案再予試辦 1 年後，提 104 學年度本委員會審議。
※提案三
提案單位：教務處、學生事務處、通識教育中心、電子計算機中心及秘書室
案由：本校 104 學年度辦理校園保護智慧財產權活動規劃表，提請審議。
說明：
ㄧ、為具體落實推動學校保護智慧財產權方案，特依據教育部 103 年 1 月 15
日臺教高（一）字第 1030003701 號函（請參閱附件第 61 頁），新修正公
布「校園保護智慧財產權行動方案」（請參閱附件第 62 頁至第 68 頁）六
大實施策略之學校應執行項目及本校辦理校園保護智慧財產權行動方案
（請參閱附件第 69 頁至第 72 頁）
，並依業務權責規劃各執行項目之執行
單位及負責彙整單位，輔以本校各工作小組彙整之每學年度辦理校園保護
智慧財產權活動規劃表，以期達成強化校園師生尊重智慧財產之價值觀與
信念。
二、依本校保護智慧財產權推動委員會設置辦法規定，本校保護智慧財產權推
動委員會各工作小組應於每學年度開始前，擬訂整學年度工作計畫提送委
員會討論，俟本會審議通過後賡續推動辦理。
三、檢附本校 104 學年度辦理校園保護智慧財產權活動規劃表（請參閱第 73
頁至第 77 頁）各 1 份，請卓參。
決議：
一、修正通過，修正部分詳如附件 2。
二、請秘書室調查全校各教學、行政單位所屬影印機（含租賃）數量及擺放位
置，並統一印製宣導標語，提供各單位張貼。
肆、臨時動議（無）
伍、散會（下午 5 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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