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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名：

國立屏東大學__

壹、基本資料
一、全校教師人數： 558 (含專兼任)
二、全校學生人數(具正式學籍者)：

92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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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吳碧如
蘇于真
黃田奇
劉姿伶

10107
10213

08-7216810
08-7234406

anna@mail.nptu.edu.tw
sylvia@mail.nptu.edu.tw

11104
27001

08-7237682
08-7216653

tangi@mail.nptu.edu.tw
tl0925@mail.nptu.edu.tw

生輔組
課指組
計網中心網路
組
總務處保管組
圖書館參考組
圖書館典閱組

長旭峰
林蕙雅
蕭麗娟
郭詹郁
盧有志

10309
26102
12401
12205
21301

08-7239237
08-7216439
08-7234401
08-7213490
08-7238147

teero@mail.nptu.edu.tw
np0083@mail.nptu.edu.tw
slc@mail.nptu.edu.tw
vince0730@mail.nptu.edu.tw
luyc@mail.nptu.edu.tw

蔡錦煇
梁昭君
陳鳳瑟

13504
15300
15400

08-7235352
08-7235352

vento@mail.nptu.edu.tw
liangcc@mail.nptu.edu.tw
fsc@mail.nptu.edu.tw

網路管理

計網中心

盧有志

21301

08-7238147

luyc@mail.nptu.edu.tw

輔導評鑑

評鑑統計中心

龔

14202

08-7216934

evelynkung@mail.nptu.edu.tw

行政督導
課程規劃

副校長室
祕書室
課務組
通識中心
人事室
教資中心教師發展組

教育推廣

影印管理

儀

聯絡傳真

E-Mail

貳、執行特色
一、
二、

三、

四、

(請簡要具體敘明，並請提供相關數據或案例佐證)
學校每年召開智財小組會議，研議及檢討本校執行成效後重新執行，本校智財保護宣導成效年年
都有成長。
著重教師及行政人員教育訓練，除於本校「教師聘任及升等實施審查辦法」規定送審著作需符合
原創、不抄襲外，另由教資中心教師發展組於＂新進教師研習會＂中講習智財法律課程，及人事
室舉辦「行政人員知能研習」
、計網中心邀智財專家演講，結合 “個資＂、＂資安＂演練課程加
強對教職員工之教育宣導。
校方對學生加強教育宣導，除邀請智財法律專家，今年度共舉辦三場次之大型週會演講，參與學
生達 4000 人；另外亦組成「智慧財產宣導團」培養學生為種籽教師至屏東縣巿 10 所中小學舉辦
教育宣導活動，本校學生於教學相長下，亦有助於將成為人師之操練。
每年定期舉辦一次全校＂二手書交換活動＂，由師長所捐募書籍大多為廠商所贈新書，本年募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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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名：

國立屏東大學__

書籍數量達上千本，百分八十為實用之教科書籍，嘉惠本校弱勢生及同學，有效遏止盜印教科書
之猖獗。
五、 本校除於校園內影印服務區加強影印管理外，亦結合校園附近影印店家配合宣導，今年配合之店
家共有十五家，除張貼本校製發＂本店不接非法影印書籍…＂警告海報外，亦公布這些優良店家
於學務處網頁鼓勵同學促銷。
六、 學校為提醒師生＂尊重智慧財產權＂，張貼於電腦及影印機之警語，涵蓋率達 100%，並由本校
管理單位定期檢查及更新。
七、 符合法規遵循性訂定校園網路管理規範，定期檢視各項規定以予落實:
八、 合校後本校校園網路管理規範自 103 年 10 月 23 日本校第 2 次行政會議通過公佈實施，其涵
蓋範圍包含教學、行政、研究及宿舍區域等校園網路，本規範執行至今為充分發揮校園網路功能、
普及尊重法治觀念與落實網路管理機制。
七、提供公用電腦防護檢查表，每學期由各管理單位進行檢核，其內容涵蓋資安、使用合法軟體其使用、
個資及可攜式設備檢測，另請駐校維護廠商配合各項檢測。
九、 落實校園網路使用規範宣導，配合各項重大活動(如校慶、電腦健檢、主管會議)辦理智慧財產權
宣導，另辦理有獎徵答以提高師生參予度，活動如下:
(1)103 年12 月14 日~12 月15 日於宿舍設攤辦理保護智財權暨杜絕網路犯罪宣導活動 (附錄1-1)。
(2)103 年12 月14 日~12 月21 日保護智財權暨杜絕網路犯罪宣導活動填問卷(自我評量)抽獎活動座(附錄1-1)。
(3)104 年6 月2 日~6 月5 日於宿舍設攤辦理電腦健檢暨智慧財產權、杜絕網路犯罪宣導活動(附錄1-2)。
九、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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校設有資安管理委員會，以具有 ISO 27001LA 證照、Certified Ethical Haker(CEH)證照之專職人
員執行資訊安全業務。
十、校園資安監控機制:建置應用層網路防火牆，具備入侵防禦系統 IPS、病毒防護(Anti-Virus)及惡意
程式防護(Anti-Spyware)，P2P 管制、網路流量的等機制；另已於 99.4.13 日通過教育機構資案驗證
中心「教育體系資通安全管理規範驗證」，102 年 6 月 5 日通過第 4 年重新驗證;合校後預計於 104
年 10 月重新認證。
十一、校園網路流量異常事件追蹤與輔導
(1)設置宿舍網路管理人員協助排除網路流量異常事件，依本校「校園網路流量異常事件追蹤與輔
導流程處理程序(S.O.P.）」(如附件 3)，進行網路流量異常事件追蹤、輔導與改善，並填報「校園網
路流量異常事件追蹤與輔導報告」。
(2)依其個案協同駐校廠商、學生宿舍網路管理人員(學生)、使用單位網管人員(行政)及使用者，進
行網路使用行為分析、輔導改善，經檢討後必要時修訂管理機制；若發現非個案，即通知各網管
人員(含行政、宿舍)加強管控、宣導。
十二、由本校評鑑統計中心每年問卷調查，統計結果提出於智財小組會議中討論，以作為每年執行本
項＂校園保護智財行動方案＂執行成效無論品質或量化改進之參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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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名：

國立屏東大學__

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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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行政督導
學校執行項目

填寫欄位

檢核指標

符合
學校辦理情形(請翔實填列並請勿增刪本欄填報項目)
情形
(一)持續提昇保護智慧財產 1.學校是否成立保護智慧財 ■是 (1)成立時間：民國103 年5 月 10 日
權小組功能，由校長或副 產權小組？
□否 召集人(請敘明職稱、姓名)：
校長擔任小組召集人，小
行政副校長 林勤豐
組成員並應納入學生代 2.學校是否由校長或副校長 ■是 (2-1)小組成員，共 21 人：含學生代表2 人
表，定期，召開會議規劃 擔任召集人，小組成員是否 □否
委員職稱
姓名
及辦理相關活動。
已納入學生代表？召開會
副校長
林勤豐
議規劃及辦理相關活動？
主任秘書
劉英偉
學生事務長
研究發展長
教務長
總務長
圖書館館長
通識教育中心主任
人事室主任
教學資源中心主任
計算機與網路中心主任
教育學院院長
理學院院長
人文社會學院院長
商管學院院長
資訊學院院長
進修學院院長
軍訓室主任
生活輔導組組長
學生議會議長
學生自治會會長

王慧蘭
陳坤檸
簡成熙
陳永森
邢厂民
傅東山
林忠孝
簡光明
陳俊麟
張慶勳
林曉雯
伍鴻沂
曾紀幸
王隆仁
鄭經文
陳芸楷
林俊達
陳文清
江嘉琳

(2-2)開會日期：(請附會議紀錄)
103 年月6 月26 日
104 年5 月4 日
(2-3)規劃及辦理之活動內容及期程：
(請另附簡表說明) (詳如附件ｐ7-8)
二、強化智慧財產權諮詢窗 1.學校是否聘請學者專家或 ■是 (1)請說明學校「智慧財產權諮詢窗口」之服務情形
口功能，於校園網站上建 法律顧問成立「智慧財產權 □否 a.諮詢窗口之負責單位：祕書室
立校園保護智慧財產權 諮詢窗口」
？(得以學校聯盟
b.諮詢人員姓名/現職：
專區，並建置處理相關法 形式辦理)
姓名：方春意 律師 ( 匯理法律事務所負
律問題之諮詢窗口，提供
責人)
師生員諮詢。
電話：07-2825066
傳真：07-282296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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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名：

學校執行項目

檢核指標

國立屏東大學__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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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mail：wayslaw.office5@msa.hinet.net
檢舉信箱：abuse@mail.nptu.edu.tw
2.學校是否建立學校專屬智 ■是 (2)請說明提供諮詢之情形：
慧財產權網站(頁)專區，並 □否 a.網頁網址：
http://www.nptu.edu.tw/files/13-1000-39242.php
提供網路相關法律問題之
b.如提供網路相關法律諮詢窗口有所困難，是否有其他
諮詢窗口？
替代方案讓師生可以諮詢相關的法律問題？

二、課程規劃
填寫欄位
符合
學校辦理情形(請翔實填列並請勿增刪本欄填報項目)
情形
(一) 規劃於通識課程開設「智 1.學校是否開設「智慧財產權」■是 (1)智慧財產權通識課程開設情形：詳如附件p25
慧財產權」相關議題或以其 通識課程或以其它有效方案 □否
學期 全校課程數(A) 智慧財產權通識課 智慧財產權通識課比例
(C=(B/A)*100%)
程數(B)
它有效方案替代，提昇學生 替代，以強化學生具備正確
智慧財產權相關知能。
智慧財產權觀念？(說明：本
2,272
4
0.18%
第1學期
項係調查學校開設「全校學
2,245
2
0.09%
第2學期
生得選修」之通識課程，請
4,517
6
0.13%
小計
勿以專業系所開設之法律專
業課程填答)
(2)全校修習智慧財產權通識課程學生數及比例

學校執行項目

檢核指標

學期

全校學生人數 修讀智慧財產權通 修讀智慧財產權通識課學
(A)
識課程學生數(B) 生比例(C=(B/A)*100%)

第1學期

7,283

198

2.72%

第2學期

7,160

85

1.19%

小計

14,443

283

1.96%

(3)其他替代方案：辦理全校性智慧財產權相關「通識講
座」
，公告全校師生共同參與，103-1 邀請經濟部智慧財
產局高雄服務處 郭振銘主任，講題「著作權法與網路著
作權犯罪」
。(詳如附件p26)
二、建議教師以自編教材或講 1.學校教師是否自編教材或講 ■是 (1)請說明教師自編教材之情形
義授課，並利用校內網路 義授課，並利用校內網路教 □否 a.確認教師是否落實之機制：已建置數位學習平台與五
教學平台編寫或提供學生 學平台編寫或提供學生下載
大ｅ學網 ,提供教師上傳數位教材，
下載使用。
使用？(說明：本項係調查學
b.自編教材教師人數及比例：本校專任教師教材上網率
校教師自編教材之人數及佔
已達99%，學生可透過同步、非同步及自主學習，切
所有教師比例，非為課程數
合、延伸與擴大課堂內的學習
及佔所有課程比例，另確認
c.平台網址或教師教學網址(請以表格呈現 10 個網
落實之機制應具體說明)
址)：
（http://openstudy.npue.edu.tw/）
教育學系 http://openstudy.nptu.edu.tw/?nav=div&id=147
特殊教育學系 http://openstudy.nptu.edu.tw/?nav=div&id=150
幼兒教育學系 http://openstudy.nptu.edu.tw/?nav=div&id=148
應用數學系 http://openstudy.nptu.edu.tw/?nav=div&id=153
應用物理系 http://openstudy.nptu.edu.tw/?nav=div&id=154
資訊科學系 http://openstudy.nptu.edu.tw/?nav=div&id=155
體育學系 http://openstudy.nptu.edu.tw/?nav=div&id=1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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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名：

學校執行項目

檢核指標

國立屏東大學__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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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化學生物系 http://openstudy.nptu.edu.tw/?nav=div&id=151
社會發展學系 http://openstudy.nptu.edu.tw/?nav=div&id=160
音樂學系 http://openstudy.nptu.edu.tw/?nav=div&id=163`

三、建議教師將「尊重智慧財 1.學校教師是否將「遵守智慧 ■是 (1)請說明加註警語之辦理情形
產權」觀念及「使用正版 財產權觀念」及「不得不法 □否 a.確認教師是否落實之機制：
教科書」之文字加註於授 影印」警語加註於授課大
本校於教學大綱上傳表單中均已加註「※為
課大綱，並於學期初明確 綱？
保護智慧財產權，請勿非法影印教科書」
，即
告知學生，且適時提醒學
授課大綱中加註警語比例為 100%。」
生使用正版教科書。
b.配合辦理之課程數及比例：
103-1 本校共開設 2274 門課程，其中扣除不
需上傳教學大綱之課程(如專題研究、論文、
主修…等課)，餘計共有 1950 門，而上傳教
3
學大綱課程數為 1936 門；教學大綱上傳率
為 99.28％。
103-2 本校共開設 2201 門課程，其中扣除不
需上傳教學大綱之課程(如專題研究、論文、
主修…等課)，餘計共有 1852 門，而上傳教
學大綱課程數為 1838 門；教學大綱上傳率
為 99.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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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行 政 系 統 課 表 查 詢 網 址 ：
http://webap.npue.edu.tw/Web/Secure/defau
lt.aspx，透過本網址可查詢所有課程之教
學大綱。
2.10 門課程授課大綱影本(詳如附錄 p28-39)
2.學校教師是否在教學過程中 ■是 (2)請說明教師引導教學之辦理情形
適當引導學生使用正版教科 □否 a.確認教師是否落實之機制：
書？(說明：本項係調查教師
本校課務組於每學期開學前均會於「教師開
於學期初或課堂中應告知學
學課務注意事項」中提醒全體專兼任教師「為
生使用正版教科書)
保護智慧財產權避免觸法，請在教學過程中
引導學生使用正版教科書，並提醒學生勿非
法影印」。(詳如附錄 p110-113)
b.配合辦理之課程數及比例：
103-1 開課課程數：2274 門；103-2 開課課
程數：2201 門，所有老師均能配合本項宣導
措施。
c.教學情形說明：
請各授課教師於開學第一週告知授課班級學
生務必使用正版教科書，多半教師會於授課
前即將講義電子檔上傳於『教學數位平台』
供學生自行下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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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名：

學校執行項目

國立屏東大學__

填寫欄位

檢核指標

符合
學校辦理情形(請翔實填列並請勿增刪本欄填報項目)
情形
3.學校教師是否適時提醒或制 ■是 (3)請說明教師輔導之辦理情形
止學生使用不法影印教科 □否 a.確認教師是否落實之機制：
書，或通報學校予以輔導？
本校課務組於每學期開學前均會於「教師
開學課務注意事項」中提醒全體專兼任教師
「為保護智慧財產權避免觸法，請在教學過
程中引導學生使用正版教科書，並提醒學生
勿非法影印」。(詳如附錄 p110-113)
b.配合辦理之課程數及比例：
103-1 開課課程數：2274 門；103-2 開課課
程數：2201 門，所有老師均能配合本項宣導
措施。
c.教學情形說明：
請各授課教師於開學第一週告知授課班級學
生務必使用正版教科書。如有發現學生使用
不法影印教科書，應適時提醒及予以制止，
並通知課務組轉介處理。

三、教育宣導
學校執行項目

填寫欄位
符合
學校辦理情形(請翔實填列並請勿增刪本欄填報項目)
情形
(一)充實校內智慧財產權宣導 1.學校是否於學校網站建有宣 ▓是 (1-1)網頁網址/路徑：
網頁資料，並妥適運用智慧 導網頁，並連結教育部或智 □否 http://www.nptu.edu.tw/files/13-1000-39242.php
局相關宣導網頁。
(請確認網頁內容連結有效)
慧財產局宣導網站，提供相
關訊息？
(1-2)網頁已提供相關網站連結：▓是□否
※說明：惠請學校注意，務請
(1-3)網頁已另規劃建置學校專屬宣導資源專區：
確認網頁內容連結之有效
▓是□否
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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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檢核指標

2.學校是否有參考運用智慧財 ▓是 (2)請具體說明運用題庫及案例之宣導方式：
產局之智慧財產權小題庫， □否 a.宣導方式：
智慧財產權線上宣導暨有獎徵答。(如附錄ｐ150-162)
各種宣導方法及觸法受罰案
例，在校園採取有效宣導措
大一新生智慧財產常識大會考(詳如附錄ｐ58-63)
施？
智財訪問團法律專家演講(詳如附錄ｐ87-91)
b.ｃ、因場次眾多無法詳列，辦理時間及參與對象人數
詳如下表所列：(詳如附錄ｐ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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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名：

學校執行項目

檢核指標

國立屏東大學__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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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學校是否舉辦智慧財產權觀 ▓是 (3)請說明辦理活動之情形：
以提昇教師及行政人員智 念宣導之研討會、座談會、 □否 a.活動名稱及內容：
慧財產權之觀念。
研習或相關活動，以強化教
人事室舉辦＂認識智慧財產權＂演講。
師及行政人員智慧財產權觀
(詳如附錄P48-52)
念？
由教資中心教師發展組辦理智財權宣導活動，增強教
師及行政人員對智財權之觀念。(詳如附錄P40-47)
學務處期中導師座談會–從教師聘任及升等著作審核
談著作權。
b.講師名稱：
智慧財產局南區中心 郭振銘主任
教資中心教師發展組劉育忠主任
人事室林忠孝主任
c.辦理時間：
104 年1 月7 日(三)下午1:30~3:30
104.04.20
104.05.18(一)下午13:40-17:30
d.參加對象及人數：
本校教職員工共計37 人
全校新進教師，參與人數共計16 人。
全校教師共250 人參加。
備註:除辦理活動外，另於本校教學資源中心教師發展
組網站成立「智慧財產權宣導專區」
，透過「教育部智
慧財產權」提供等觀念及資訊宣導。並將有關智慧財
產權活動訊息之校外來函，皆發布於中心網頁公告周
知，鼓勵本校教職員工, 踴躍參與。網址：
http://www.ctlfd.nptu.edu.tw/bin/home.php?Lang=zh-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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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名：

學校執行項目

檢核指標

國立屏東大學__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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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ｆ.每次辦理之活動，皆請講座教師填寫同意書，內容為
同意承辦單位對於活動中的拍照、錄影、錄音及講
義等資料用於校務使用。目的為落實智慧財產權之
觀念，並保護教師著作之智慧財產權。
※請逐一說明場次，若超過3 場次，請另以簡表呈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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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 (4)請說明提供資訊辦理情形(詳如附錄P53-59)
範圍及資訊，以利全校師生 □否 a.提供方式：
遵循辦理？(說明：本項係透
(甲 )手冊專刊
過校內專屬網頁或出版品專
校訊:
刊告知學生著作合理範圍)
107 級新生手冊(課指組、學治會版)
103 學年第1、第2 學期學生事務工作手冊(學務處)
(乙)網頁
學校首頁智慧財產權專區
教學資源中心網頁
數位學習平台網頁
b.、c 提供時間及內容 ：
103 學年上下學期(9 月出刊)之學生事務手冊40-41 頁
刊載有「”著作權家族」及「智慧財產網站」
、
「二手書資
訊網站」及保護智慧財產權警語等。
由學務處課指組輔導學治會發行之新生手冊(103.9 月
出刊)有如下宣導文字：智慧財產權四不一沒有…
各學院系所發行之刊物各學院及系所網頁有「為保
護智慧財產權、引用本資料時，請依著作權法規範處
理。」提醒學生需合理引用。
學校首頁智慧財產權專區、教學資源中心教師發展
組網頁皆連結至教育部及智財局資訊網站，提供著作

權合理使用資訊。
(五)鼓勵校內社團、系學會等相 5.學校是否鼓勵系學會或社團 ▓是 (5)請說明鼓勵系學會或社團辦理之活動：(詳如附錄
P61-86)
關單位辦理保護智慧財產 辦理智慧財產權宣導活動？
□否
a.活動名稱及內容：
權宣導活動。
(說明：本項係期望透過社團
b.辦理時間：
學生辦理之智慧財產權活
c.參加對象及人數：
動，建立學生保護智慧財產
※請逐一說明場次，若超過3 場次，請另以簡表呈現
權之觀念)

-8-

校名：

學校執行項目

檢核指標

國立屏東大學__

填寫欄位
符合
情形

(六)適當運用智慧局之「保護智 6.學校是否曾邀請智慧財產局 ■是
慧財產權服務團」到校協助 「保護智慧財產權服務團」到
□否
宣導。
校協助宣導？

學校辦理情形(請翔實填列並請勿增刪本欄填報項目)

(6)請說明宣導活動之辦理情形(詳如附錄P87-91)
a.辦理日期：
103 年10 月20 日(一)15:40-17:30
103 年10 月21 日(二)15:40-17:30
104 年04 月20 日(一) 15:40-17:40
b.智慧財產權辦理之活動或研討會名稱：
103 學年第1 學期專案教育校園著作權演講-製作數
位教材著作權(葉玟妤律師)
103 學年第1 學期專案教育校園著作權演講-製作數
位教材著作權(葉妏妤律師)
103 學年第 2 學期專案教育演講常見學生觸犯智慧
財產權-從微電影談起(朱鈺洋律師)
c.參加對象與人次：
民生、林森校區大一、大三學生計1250 人。
屏商校區學生計1250 人
民生、林森校區大二、大四學生計1250 人。
※請逐一說明場次，若超過3 場次，請另以簡表呈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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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
權觀念」及「禁止不法影印」□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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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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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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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詳如附錄P53-55)
 107 級新生入學手冊(註冊組發行)
107 級新生手冊(課指組、學治會發行)
 103 學年第1、第2 學期學生事務工作手冊(學務處)
 103 學年度行事曆（教務處課務組）

校名：

學校執行項目

檢核指標

國立屏東大學__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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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校務行政系統＂新生登入系統＂及＂學生資訊＂系
統登入頁有加註宣導文字。
http://webap.nptu.edu.tw/web/Secure/default.aspx?loadba
lance=635724036288520975
校務行政系統教師課程大網每頁皆加註警語(詳如
附錄P57)
教學資源中心教學科技組數位學習平台網頁
http://openstudy.nptu.edu.tw/有加註警語(詳如附錄P58)
各學院系所網頁

四、影印管理
填寫欄位
學校執行項目

檢核指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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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 學校是否於圖書館影印機 ■是 (1-1)圖書館影印機上揭示警語情形：
上揭示「尊重智慧財產
a.全校各圖書館所屬影印機總數：_5__
於明顯處（例如：圖書館、
□否
權」警語？
b.已揭示警語影印機數量：_5_(請提供照片參考)
系所……等）
，張貼「尊重
(詳如附錄P58)
智慧財產權」文字，及不
1-2 學校是否於校內影印服務 ■是 (1-2)
得不法影印警語。
區域之明顯處張貼「遵守 □否 圖書館7 樓提供讀者影印區張貼標語相片：
(詳如附錄P100-102)
智慧財產權」及「不得不
大易打字行影印服務區張貼標語相片(詳如附錄P99)
法影印」警語？
校內各處室影印服務區張貼標語相片(詳如附錄
P118-119)
(二)學校與校內提供影印服務 2.學校與校內提供影印服務之 ■是 (2)請說明納入契約之情形：
之廠商，應將遏止不法影 廠商，是否已將「不得不法 □否 a.契約簽訂日期：103 年8 月1 日
印納入採購契約規範。
影印」納入採購契約規範？
b.契約條款：第 9 條
c.條文內容：(請提供契約影本) (詳如附錄P92-95)
d.尚未納入原因及預定完成時間：
(三)學校應要求校內提供影印 3-1 學校是否要求校內提供影 ■是 (3-1)請說明訂定服務規則之情形：
服務之單位，訂定影印服
印服務之單位，訂定「影 □否 a. 影印服務單位：
印服務規則」
，且列入不
大易打字行(詳如附錄P99)
務規則並列入不得不法影
得不法影印之規定？(說
圖書館典閱組(詳如附錄P100-101)
印之規定。
明：本項調查含括位於行
b. 影印服務規則內容：
政單位之影印機器)
(請提供2 處室，並以附件方式呈現)
總務處保管組
圖書館
(詳如附錄P96、p99)
3-2 學校是否已建立查核輔導 ■是 (3-2)請說明查核輔導校園內提供影印服務之廠商之情形
機制？
□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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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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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名：

國立屏東大學__

填寫欄位
學校執行項目

檢核指標

符合
情形

(四)學校應針對進行不法影印 4-1 學校是否針對進行不法影 ■是
教科書之學生建全輔導機
印教科書之學生建全輔導 □否
制，並將情節嚴重、屢次
機制？(說明：本項應具體
未改進者列入學生獎懲規
說明輔導機制之SOP)
定議處。

4-2 學校是否將進行不法影印 ■是
情節嚴重、屢次未改進之 □否
學生列入獎懲規定議處？

學校辦理情形(請翔實填列並請勿增刪本欄填報項目)
b.查核輔導機制：(請提供SOP) (詳如附錄P97-98)
c.查核及輔導之案例：因尚未有發現廠商疑似侵犯智慧
財產權，目前尚無案例提供
(4-1)請說明輔導機制辦理情形(請提供輔導機制之 SOP)
(詳如附錄P103-105)
a.個案通報處理機制：
b.輔導人員：生輔組輔導人、系所主管、導師、系辦。
c.輔導方式：若情節輕微者，由導師輔導並列入追蹤名
單三個月（由系所追踪輔導）
。若情節嚴重者，由生
輔組依學校獎懲規定議處。
d.本學年輔導個案共__0_件
(4-2)請說明納入獎懲規定之情形
a.獎懲規定名稱及條文：國立屏東大學學生獎懲辦法。
b.條文內容：第七條第七項、第八條第九項、第九條第
十項。(詳如附錄P106-109)
c.本學年違規個案共_０_件

學校是否設有專責單位辦 ■是 (5-1)請說明二手書平台辦理情形
理或協助建置制度化的二 □否 a.專責單位：由課指組輔導學生自治會社團部管理
手書平台，或以其它有效
b.辦理方式：ＦＢ社團網站(詳如附錄 P128-131)
https://www.facebook.com/groups/1540134586209642/
替代方案，協助學生購置
c.運作情形(含成果)：學生上網情形熱絡，共有成員2767
或取教科書？(說明：本項
人加入,
應具體說明實體或虛擬方
d 替代方案(式)：
式)
104”重生屏大”二手書交換活動。(詳如附錄P136-142)
圖書館二手書專區。(詳如附錄P127)
圖書館跳蚤書巿活動(詳如附錄P147)
5-2 學校是否定期追蹤二手書 ■是 (5-2)請說明定期追蹤辦理情形
平台辦理成果，以即時改 □否 a.追蹤輔導方式(含期程)：辦理二手書使用情形問卷調查
進？
結果(詳如附錄P148)
b.運作情形(含成果)：本社群網站屬私密社團，版主須審
查身分（需限制為屏東大學學生）才可加入，目前共
有2767 位成員。(詳如附錄P128)
c.學生回饋意見：可快速放置照片，便利好操作。但每
筆皆需付費交費，學校舉辦之二手書活動較對於弱勢
學生免費取得書籍較實惠，而對於一般學生以每本
30-50 元之價格，同學覺得有實質幫助。
d.學校改進措施：為補允二手書平台書籍來源有限，使
二手書來源更充裕（一般教師會有很多廠商贈書，且
大多為新書，但不會去上網拍賣）為了讓部分經濟困
難同學能獲得免費及低價之教科書籍，學務處集合全
校資源，舉辦二手書交換活動，募得免費之二手教科
書籍，既環保又可遏止非法影印，獲得全校師生支持
熱迴響，至今已邁入第五年。

(五)建議學校成立專責單位辦 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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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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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名：

國立屏東大學__

填寫欄位
學校執行項目

檢核指標

符合
學校辦理情形(請翔實填列並請勿增刪本欄填報項目)
情形
(六)於學期結束前或選課前，先 6.學校教師是否於學期結束前 ■是 6)請說明提供大綱之辦理情形
提供下一學期所需書目及 或選課前，先提供下一學期 □否
依據本校「增修課程暨開排課辦法」第 4
大綱，以利學生透過二手 所需書目及大綱？(說明：若
條第 4 項「授課教師應於課程排定後至學生
書平台等機制取得教科
非由選課系統提供所需書目
第一次選課前上傳教學大綱，教學大綱應包
書。
及大綱，確認落實之機制應
含每週課程進度及評分標準」之規定，全校
具體說明調查方式)
教師均能配合於規定時間內上傳教學大綱。
課務組則於開放課程至學生第 1 次選課階
段，透過選課查詢系統及教學大綱上傳系統
可確認全校專兼任教師上傳教學大綱之情
形。大部分課程大綱均會列出主要教材及參
考書目，而部分課程大網中所需之書目為教
師自編教材。(詳如附錄P152－154)
b.配合辦理之課程數及比例：
103-1 開課課程數：2274 門；103-2 開
課課程數：2201 門，因 103 學年度本校進行
兩校整合，另一校區教務行政系統之課程無
法出現上傳之日期，僅能呈現最後之課程上
傳比率，待 104 學年度系統整合後，即無此
問題，本校 103-1 教學大綱上傳之比率為
99.28%，103-2 教學大綱上傳之比率為
99.24%。
(七)學校應訂定具體方案或措 7-1 學校是否訂定具體方案或 ■是 (7-1)請說明具體方案辦理情形
施協助弱勢學生購置教科
措施協助弱勢學生購置或
a. 專責單位：
□否
書；並由圖書館購置教科
取得教科書？
學務處課外活動指導組
書，提供學生借閱。
b. 方案內容：
國立屏東大學弱勢學生助學方案。(詳如附錄
P147-149)
二手書活動計畫(詳如附錄P137-138)
c. 運作情形(含成果)：
每一學年補助學生生活費6000 元(含書籍費)。(詳如
附錄P149-151)
104 重生屏大二手書交換活動共募得上千本之書籍,
將可優先給弱勢學生免費及一般學生極低廉之教科書
籍。
7-2 學校圖書館是否整合各系 ■是 (7-2)請說明整合教科書辦理情形
所每學期教科書清單，購
a.專責單位：圖書館
□否
置書籍或電子書提供學生
b.辦理方式：圖書館每學期整合全校教師教學大綱所列
在館查閱服務？
之主要讀本與指定參考資料，購置所列書籍(紙本出版
或電子書型式出版)，典藏於指定參考書暨教科書專區
或透過圖書館網頁連結，提供學生在館查閱服務或連
結網路使用方便的電子書資源。(詳如附錄P143-146)
c.運作情形(含成果)：
指定參考書暨教科書專區典藏本校所有教師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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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名：

國立屏東大學__

填寫欄位
學校執行項目

檢核指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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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指定參考書與課程大綱所列之主要讀本，有
效提供修課學生在館查閱。(詳如附錄P146)
圖書館另亦提供教科書複本，置放於普通書
庫，以供學生借閱。(詳如附錄P145)
部分主要讀本與指定參考資料另出版電子型態資料
(電子書)，本館亦斟酌購置，以提供學生不限空間
與時間限制的使用電子資源。(詳如附錄P143-144)
http://library.nptu.edu.tw/Eresource/EBookslist.aspx

每年12 月校慶期間辦理跳蚤書市活動，以極優惠價
格將過期期刊雜誌等資料提供讀者選購，協助學生
取得相關資源。(詳如附錄P147)

五、網路管理
填寫欄位
學校執行項目

檢核指標

符合
學校辦理情形(請翔實填列並請勿增刪本欄填報項目)
情形
(一)落實將校園網路使用規範 1-1 是否將「校園網路使用規 ■是 1-1 請說明納入校規執行之情形
納入校規，該規範至少須含 範」納入校規並確實執行 □否 a.納入校規之實施日期：103 年 10 月 23 日本校第 2
括教學區與學校宿舍區。
(包含教學區及學校宿舍
次行政會議通過(國立屏東大學校園網路管理規範)。
區)？
b.請簡述執行情形：本校自103 年8 月1 日合校為國立
屏東大學，103.10.23 本校第 2 次行政會議通過公佈
實施，其實施範圍包含教學、行政、研究及宿舍區
域等校園網路。(詳如附錄P149)
1-2 各校是否將校園內使用台 ■是
灣學術網路以外之網路服 □否
務納入管理

1-2 請簡述管理情形
a.請簡述管理情形: HiNet 光世代電路為本校對外分流
用，業已納入本校網路政策管理。
b.如納入，請列出ISP 業者清單 : HiNet

(二)落實執行網路（包含臺灣學 2-1 網路侵權、網路入侵、異常 ■是
術網路及學校與民間網路
流量等處理方式是否納入 □否
服務業者簽約使用之網路） 校園網路使用規範中明
侵害智慧財產權等事件之
訂？
處理方式，並說明其相關獎
懲辦法。

2-1 請說明納入規範之情形：
a.校園網路規範實施日期：103 年10 月23 日
b.請簡述校園網路使用規範宣導情形：
業已於103 年12 月14 日~12 月15 日日於宿舍設攤
辦理保護智財權暨杜絕網路犯罪宣導活動(詳如附
錄P155-160)
103 年12 月14 日~12 月21 日保護智財權暨杜絕網
路犯罪宣導活動填問卷(自我評量)抽獎活動座(詳
如附錄P161-167)
104 年6 月2 日~6 月5 日宿舍前設攤宣導活動(詳如
附錄P168-17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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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名：

國立屏東大學__

填寫欄位
學校執行項目

檢核指標

符合
學校辦理情形(請翔實填列並請勿增刪本欄填報項目)
情形
2-2 是否確實執行
「疑似網路侵 ■是 (2-2)請說明處理機制與流程之情形：
權事件發生之處理機制與 □否 a.機制實施日期：103 年9 月11 日
流程(SOP)」？
b.流程內容或相關案例：國立屏東大學校園網路暨電腦
軟體智慧財產權疑似侵權處理程序(S.O.P.）(詳如附錄
P182-184)
c.本學年共_0_件
d. 承上題，如有發生請簡述處理情況：
2-3 學校是否將違反智財權相 ■是 (2-3)請說明納入獎懲規定之情形
關法令情節嚴重、屢次未改 □否 a.獎懲規定名稱及條文：
「國立屏東大學學生獎懲辦法」
進之學生列入獎懲規定懲
第7 條7 項、8 條9 項、9 條10 項。
處？
b.條文內容：(請提供獎懲規定) (詳如附錄P106-109)
「國立屏東大學學生獎懲辦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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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是否定期檢視網路流量的上 ■是 (3)請說明網路流量上限之訂定情形：
理教學區與學校宿舍區之
限？並在超過流量時採取管 □否 a.網路流量上限：：24 小時 5GB/5GB(下載或上傳)流
網路流量每日傳輸上限。
理措施？
量。
b.相關限流措施：流量超過上限，實施限速24 小時限速。
c.請簡述限流措施之執行情形：24 小時流量上限
5GB/5GB(下載或上傳)，流量超過上限，實施限速 (限
速頻寬 10M，由所有流量超過 5G 者共用)，至 24 小
時方恢復速率。
(四)檢討並強化網路異常流量 4.是否定期檢視並檢討「網路 ■是 (4)請說明訂定機制或辦法之情形
管理與處理標準作業流程。 流量異常管理機制(辦法)」
？ □否 a.辦法名稱：
「國立屏東大學校園網路流量異常事件追蹤
與輔導流程處理程序(S.O.P.）
」
b.辦法實施日期：104 年3 月16 日
c.條文內容：(請提供相關條文) 「國立屏東大學校園網
路流量異常事件追蹤與輔導流程處理程序(S.O.P.）
」(詳
如附錄P185-186)
d.請簡述執行情形：網路流量異常事件追蹤與輔導，依
據本校「校園網路流量異常事件追蹤與輔導流程處理
程序(S.O.P.）
」處理，並填報「校園網路流量異常事件
追蹤與輔導報告」以有效降低異常事件發生。
(五)檢核各校系所辦公室和電 5.是否於系所辦公室及電腦教 ■是 (5)請敘明標示方式並提供標示資料(提供照片參考)
腦教室之公用電腦設備上
室之公用電腦標示「尊重與 □否 本校「尊重與保護智慧財產權」標示(籤)，由生輔組統
標示尊重與保護智慧財產
一印製後，再由各資訊設備請購單位領取張貼(詳如附
保護智慧財產權」文字？
錄P172-177)
權文字。
(六)強化資訊安全人員與建立 6--1 是否設立資訊安全人員與 ■是 (6-1)請具體說明資訊安全人員與建立校園資訊安全監控
校園資訊安全監控相關之
建立校園資訊安全監控之 □否
之相關處理機制:
處理機制。
相關處理機制？
本校設有資安管理委員會，以具有 ISO 27001LA
證照、Certified Ethical Haker(CEH)證照之專職人
員執行資訊安全業務。
校園資安監控機制:建置應用層網路防火牆，具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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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名：

國立屏東大學__

填寫欄位
學校執行項目

檢核指標

符合
情形

6-2 學校是否有針對網路流量 ■是
異常事件加以檢討、追蹤 □否
處理，並加以輔導？

(七)落實執行自行訂定之相關 7.是否落實執行相關防範措 ■是
防範措施，杜絕校園P2P、 施，杜絕校園P2P 軟體的侵 □否
BT 軟體的侵權行為。
權行為？

(八)落實妥善處理疑似侵權之 8.是否即時處理疑似侵權事件 ■是
事件，並知會校園網路使用 並知會校園網路使用者等相 □否
者等相關人員。
關人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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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校辦理情形(請翔實填列並請勿增刪本欄填報項目)
入侵防禦系統IPS、病毒防護(Anti-Virus)及惡意程
式防護(Anti-Spyware)等機制；另已於99.4.13 日通
過教育機構資案驗證中心「教育體系資通安全管
理規範驗證」
，102 年6 月5 日通過第4 年重新驗
證，有效期105年4月12日;合校後預計於 104
年 10 月重新認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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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據「國立屏東大學校
園網路流量異常事件追蹤與輔導流程處理程序
(S.O.P.）
」(詳如附錄P185)進行如下處置:
系統阻斷異常主機之網。
計網中心查察異常 IP 使用者封包後轉知使用者及管
理人員。
b.輔導流程及方式: 管理人員協助排除網路流量異常事
件，依本校「國立屏東大學校園網路流量異常事件追
蹤與輔導流程處理程序(S.O.P.）
」
，進行網路流量異常事
件追蹤、輔導與改善，並填報「校園網路流量異常事
件追蹤與輔導報告」(詳如附錄P186)
c.本學年檢討共 2 次
d.承上題，如有檢討請簡述情形：依其個案協同駐校廠
商、學生宿舍網路管理人員(學生)、使用單位網管人員
(行政)及使用者，進行網路使用行為分析、輔導改善，
經檢討後必要時修訂管理機制；若發現非個案，即通
知各網管人員(含行政、宿舍)加強管控宣導。
(7)請說明訂定防範措施相關資訊：
a.相關防範措施(請簡述)：本校校園網路禁用點對點
P2P 軟體（研究學術用另予申請）
。
「國立屏東大學校
園網路流量管理措施」(詳如附錄P187)
b.措施實施方式：以應用層網路防火牆於學生宿舍、教
學行政區、無線網路出口介面，阻擋管控。
c.管控的 P2P 軟體：KuGou、BaiDux、迅雷、Foxy、
BitTorrent、eDonkey、eMule、Kazza、WinMX、
Gnutellae、GoGoBox、POCO、漢魅、天網 Maze、
Clubbox 等。
(8)請具體說明相關執行方式
1. 依據「本校校園網路暨電腦軟體智慧財產權疑似侵
權處理程序」
，通知被檢舉所屬單位及疑似違規者，
告知侵權法律責任並立即停止疑似侵權行為。並通
知疑似違規者之主管或導師協助宣導並列入追蹤名
單(至少3 個月)。
2. 被檢舉單位須調查詳細事實經過，並填具疑似侵犯
智慧財產權處理報告單(含宣導方式)，並於三天內回
報處理結果。

校名：

國立屏東大學__

填寫欄位
學校執行項目

檢核指標

符合
學校辦理情形(請翔實填列並請勿增刪本欄填報項目)
情形
(九)落實執行校園伺服器管理 9.是否落實執行「校園伺服器 ■是 9.請說明管理辦法之情形：
辦法。
管理辦法」或相關法規？ □否 a.實施日期：103 年10 月23 日
b.條文內容：校園伺服器管理要點(詳如附錄P188)
，各單位欲架設伺服器，須有專人負責管理，並需填
具申請表逕向本校計算機與網路中心申請，經審查
核准後始可架設。(請提供相關條款)
(十)定期檢視學校公用電腦設 10-1 學校是否定期檢視公用電 ■是 (10-1)請說明定期檢視之情形：
備及各項專案電腦設備（主
腦設備安裝不法軟體？ □否 a.檢視期程及日期：每學期1 次
機伺服器、電腦教室、行政
b.檢視方式：電腦教室電腦及圖書館公用電腦均
使用硬碟保護卡，杜絕學生安裝非法軟體。
電腦…等公務用電腦設備）
職員行政及老師研究用電腦也加強宣導，避
是否被安裝不法軟體，並提
供相關檢舉信箱接受通報
免侵權行為，並於例行維修時檢視並由各管
檢舉案件。
理單位進行檢核
c.請簡述檢視情形：
由各管理單位進行檢核並填寫「國立屏東大學公用電
腦檢查表」
，後擲回計網中心備查。(詳如附錄P190)
 檢視時，若發現有安裝非授權軟體，會要
求資訊設備保管人立即解除安裝該軟體，並
告知此為違法行為，請其務必遵守相關法
令。
10-2 校園內的伺服器是否有防 ■是 (10-2)請說明伺服器提供防護措施之情形：
護措施以避免被當成網 □否 a.全校伺服器總數：62
路侵權的跳板？
b.相關防範措施：應用層網路防火牆、入侵防禦系統IPS
等機制防護及啟動伺服器作業系統防火牆。
c.具體成效簡述
僅開啟伺服器使用Port，降低受攻擊及阻擋網路入
侵之行為。
定期系統安全性更新。
定期查察防火牆、IPS 及伺服器紀錄，及時阻絕可
疑封包。
10-3 學校是否提供相關檢舉信 ■是 (10-3)請說明提供檢舉信箱之情形：
箱接受檢舉案件？
□否 a.檢舉信箱：abuse@mail.nptu.edu.tw
b.具體成效：(請提供檢舉案件處理實例) 本學年無侵
權檢舉案件。
c.檢舉信箱資訊(請說明告知師生之方式)：
本檢舉信箱公告於首頁 > 熱門連結 > 各政府政
策宣導 > 智慧財產權宣導。
保護智慧財產權及宿網服務宣導簡報。
10-4 學校在前項工作時是否曾 ■是 (10-4)請敘明遭遇困難方式及原因：個人教學網站無法有
遭遇困難？
□否
效查核，僅能以網管設備管控與加強資安及智財權
之宣導。
(十一)定期檢視校園採購軟體 11-1 是否定期檢視校園合法軟 ■是 (11-1)請說明定期檢視之情形：
之授權資料，公告學校
體的使用期限與授權範 □否 a.檢視期程及日期：每學期檢查1 次及全校軟體盤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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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名：

國立屏東大學__

填寫欄位
學校執行項目
「授權電腦軟體目錄」
。

檢核指標

符合
情形

圍？

11-2 是否提供師生校園內目前 ■是
合法授權軟體明細狀 □否
況 ？(例如是否有相關
查詢網頁)

11-3 是否落實「電腦軟體侵權 ■是
的處理程序與機制」？ □否

(十二)各校應考量狀況適當編 12.學校每年是否編列相關預 ■是
列預算，採購合法軟體
算，採購合法軟體提供師 □否
供校內教職員生使用。
生使用？
(十三)鼓勵及推廣學生使用自 13.學校是否鼓勵及推廣師生 ■是
由軟體，培植國內軟體
使用自由軟體，或鼓勵參 □否
開發人才，鼓勵參加創
加創意公用授權？
意公用授權（Creative 《註》另學校可說明在合法軟
Commons）
。
體推動上所面臨的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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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校辦理情形(請翔實填列並請勿增刪本欄填報項目)
作業時一次
b.檢視方式：由各管理單位進行檢核並填寫「國立屏東
大學公用電腦檢查表」
，後擲回計網中心備查。(詳如
附錄P190)
c.本學年檢視共 2 次
(請提供相關授權資料) 檢查表(詳如附錄P190)
「國立屏東大學公用電腦檢查表」
。授權使用軟體數量
及授權範圍請參閱網址
http://www.cnc.nptu.edu.tw/files/11-1001-3751.php?Lan
g=zh-tw
(11-2)請說明提供授權明細之情形：
a.負責單位：計算機與網路中心
b.網頁網址：
http://www.cnc.nptu.edu.tw/files/11-1001-3752.php?Lan
g=zh-tw
c.清單內容：(請提供軟體明細清單資料) (詳如附錄
P191-195)
授權使用軟體數量明細表 請上網參知。
(11-3)請簡述執行情形：
本校於103 年9 月11 日訂定「校園網路暨電腦軟體
智慧財產權疑似侵權處理程序」
，公布實施。
(a)依據「校園網路暨電腦軟體智慧財產權疑似侵權處
理程序」通知所屬單位及疑似電腦軟體侵權違規
者，告知侵權法律責任並立即停止疑似侵權行為。
協同刪除疑似侵權檔案，並請被檢舉人填寫「不再
犯切結書」
。
(b) 被檢舉單位須調查詳細事實經過，通知疑似違規者
之主管或導師協助宣導並列入追蹤名單(至少 3 個
月)，並填報「疑似侵犯智慧財產權處理報告」(詳
如附錄P183)，列入追蹤。
(12)請具體說明編列預算明細及軟體清單：
每年度進行各單位使用軟體需求調查與評估後編列預
算相關預算。103 年度軟體預算明細及軟體清單
詳如(詳如附錄P191-195)
(13)請說明相關資訊：
a.軟體清單內容：(請提供軟體明細清單資料)
軟體清單內容：Fedora, 、Cent OS、Open Office、
FileZilla、7-Zip、GIMP、CDBurner、 Burn4Free、
JDK+Netbeans、 Eclipse、 Dev C++、 Wiresharp、
Packet Tracer、XAMPP、 AppServ、 Python、 Gvim、
VMplayer、VirtualBox、搜狗輸入法等
b.具體成效或執行情形簡述：
(a)電腦教室安裝自由軟體，供師生使用。
(b)建置自由軟體宣導簡報(詳如附錄P196-197)

校名：

國立屏東大學__

填寫欄位
學校執行項目

檢核指標

符合
情形

(十四)檢討並強化各校自訂之 14.學校是否定期檢討及強化 ■是
「臺灣學術網路智慧財
自訂之「臺灣學術網路智 □否
產權疑似侵權處理程
慧財產權疑似侵權處理程
序」
。
序」？
15.學校是否對於疑似侵權之 ■是
主機，採取相關處理措 □否
施，並進行宣導及紀錄
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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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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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學校辦理情形(請翔實填列並請勿增刪本欄填報項目)
，並於本校智慧財產權專區超連結至教育部校園自由
軟體數位資源推廣服務中心，以鼓勵同學使用自由
軟體。
合法軟體推動上所面臨的問題
1.教學軟體不斷版本更新，學校每年需花費龐大經費支
出，在經費受限下，無法適時提供新版本教學環境。
2.學校無足夠經費購置足夠數量供學生練習使用。
3. 學生購置專業軟體經濟負擔太大。
(14)請說明訂定處理程序之情形：
a.程序內容： (請提供相關內容)訂定「校園網路暨
電腦軟體智慧財產權疑似侵權處理程序」
。(詳
如附錄P196)
b.修訂時間：103 年 9 月 11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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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依據本校「校園網路暨電腦軟體智慧財產權疑似侵
權處理程序」通知所屬單位及疑似違規者，告知侵
權法律責任並立即停止疑似侵權行為。協同刪除疑
似侵權檔案，並請被檢舉人填寫「不再犯切結書」
。
中斷主機服務。
填報「疑似侵犯智慧財產權處理報告」如附錄
p197(附表)，並列入追蹤。
網路管理者違反本規範者，依據本校「校園網路管
理規範」加重其處分。
b.宣導內容：(請提供相關內容) 通知被檢舉所屬單位
及疑似違規者，告知侵權法律責任並立即停止疑似
侵權行為，並列入追蹤名單(至少3 個月)加強個別宣
導。
主要宣導方式: 個別輔導、團體宣導、專題講座，另
請違規者加入保護智慧財產權宣導志工行列。
c.本學年共 0 件
d.承上題，如有發生，請簡述處理情形：

16.學校是否有正式通知相關 ■是 (16)請說明通知程序之流程及方式：
管理單位之程序？
□否 a.通知程序流程及方式：以本校「疑似侵犯智慧財產權
處理報告單」簽核通知管理單位，對象若為教職員
工，則通知該單位主管。學生則通知該生導師及學
務處。
b.通知之程序內容：疑似侵犯智慧財產權處理報告單
附錄p197(附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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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名：

國立屏東大學__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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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學校是否將智慧財產權自我 ■是 (1-1)自評方式：由研發處評鑑暨統計中心擬定問卷題目
考核，納入自我評鑑機制
考核納入自我評鑑機制？ □否 後並抽樣調查，由學務處發放問卷並收回後再交由評鑑
(本項係期望學校透過自我
統計中心作成統計量表以供本校＂智財行動方案自我評
評鑑之機制，全面檢視學校
鑑工作小組委員會＂作為研議改進參考。
是否落實保護智慧財產權
(1-2)是否將行動方案內容納入自評？
工作，建立學生正確觀念)
■是□否
(1-3)每年評鑑時間及次數：每年於 10-12 間辦理全校性
自我評鑑問卷調查一次。(詳如附錄p197-233)
2.學校是否已建立內部控制機 ■是 (2)請說明內控機制辦理情形(依據101 年3 月9 日臺高
制？
□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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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校影印機為管制採購項目，若經核准採購買需公開
招標採購時則於契約規範中明載服務之廠商，將「不
得不法影印」納入。
)若為小額採購金額，則由各申請採購單位逕自管
理,，但務必於明顯處張貼警告標語，若無法配合而被
查核到者，將陳報祕書處管考，直到改善為止。
提供影印服務之單位需依法不得提供不法影印。
依本校與影印機租賃廠商合約
第九條「不得非法影印及不接受委託從事非法影印教
科書或販賣盜版書籍等行為,，一經查獲，即終止委託
經營關係」
。
第十條「乙方應於營業場所明顯處張貼「遵守智慧財
產權」
「不得非法影印」等警語。
第十一條「乙方應訂定『影印服務規則』
（需列入不得
非法影印之規定）列為契約條件」
載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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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落實尊重智慧財產權。
 本校建立「查核影印服務廠商機制程序作業流程
SOP」(詳如附錄p97-98)
另外對於學生非法影印教科書欵似侵犯著作權行為
時，亦訂有查核輔導機制 SOP（如附錄 p103）進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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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名：

學校執行項目

檢核指標

國立屏東大學__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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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調查，若情節輕微時，列為追蹤輔導管控，若為侵
權屬實且情節較重者，則依本校學生獎懲辦法處
分，並持續列入追蹤輔導對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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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目前智財局原委託中小企業辦理之智慧財產訪問團法律專家至學校
演講宣導，目前已由智財局自辦，但申請對象則把學校與產業界混合，
故申請的單位增加，而學校能申請到就很困難了，請協助解決此項問題，
感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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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國立屏東大學 103 學年度「校園保護智慧財產權行動方案」自評表附錄
資料及光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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