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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基本資料
一、全校教師人數：630 名(含專任 400 名、兼任 230 名)
二、全校學生人數(具正式學籍者)：8010 名（103 年 3 月 15 日統計人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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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行政督導
課程規劃

校內
填表單位
圖書暨資訊處
校園網路組
教務處
註冊課務組

填表人

聯絡傳真

E-Mail

(02)24631208

thliang@mail.ntou.edu.tw

周怡良 (02)24622192 (02)24622850
分機 1022

yiliang@mail.ntou.edu.tw

梁滌宏

學生事務處

教育推廣

生活輔導組

林怡貞

圖書暨資訊處

張玉貞

參考諮詢組
圖書暨資訊處

影印管理

閱覽組
總務處事務組

網路管理

圖書暨資訊處
校園網路組

輔導評鑑

圖書暨資訊處
校園網路組

聯絡電話
(02)24622192
分機 2113

(02)24622192
分機 1066
分機 2114

(02)24634381

mina@mail.ntou.edu.tw

(02)24631453

jenny@mail.ntou.edu.tw

judyhy@mail.ntou.edu.tw

張慧玉

分機 1181

(02)24631453

吳智源

分機 1119

(02)24631720 wusanhan@mail.ntou.edu.tw

梁滌宏

梁滌宏

(02)24622192
分機 2113
(02)24622192
分機 2113

(02)24631208

thliang@mail.ntou.edu.tw

(02)24631208

thliang@mail.ntou.edu.tw

貳、執行特色
(請簡要具體敘明，並請提供相關數據或案例佐證)
1. 成立保護智慧財產權小組：本校為強化師生尊重智慧財產權之觀念，自 96 年起即組成「保護
智慧財產權小組」，擬定校園保護智慧財產權行動方案，並據以執行。101 年 2 月 16 日訂定「
國立臺灣海洋大學保護智慧財產權小組設置要點」，將編組法制化，由副校長擔任召集人，圖
資處處長擔任執行秘書，並由主任秘書、教務長、研發長、總務長、學處長、國際處處長、人
事室主任、簽請校長遴聘具法學素養或資訊專長之教師代表 1 人，及學生會代表 1 人組成。
2. 智慧財產權課程：鼓勵系所開設通識課程，電資學院開設「智慧財產權暨專利導論」課程、生
物科技研究所開設「智慧財產管理與專利分析」課程。
3. 智慧財產權宣導：本校為推廣師生認識智慧財產權，除建置智慧財產權網頁專區，並藉由舉辦
宣導講座、有獎徵答、二手書寄售暨義賣等多元管道，增加師生接觸之機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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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名：_________________

參、102 學年度大專校院執行「校園保護智慧財產權行動方案」自評表
一、行政督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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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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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7 年1 月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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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1 年 2 月 16 日訂定「國立臺灣海洋大學保
組成員並應納入學生代
護智慧財產權小組設置要點」，將編組法制
表，定期，召開會議規劃
化，由副校長擔任召集人，圖資處處長擔任
及辦理相關活動。
執行秘書，並由主任秘書、教務長、研發長、
總務長、學務長、國際處處長、人事室主任、
具法學素養或資訊專長之教師代表 1 人，及
學生會代表 1 人組成。

學校執行項目

檢核指標

2.學校是否由校長或副校長 ■是 (2-1)小組成員，共11 人：
擔任召集人，小組成員是否 □否
職稱
姓名
已納入學生代表？召開會
副校長(召集
蔡國珍
議規劃及辦理相關活動？
人)
教務長

陳建宏

研發長

許泰文

學務長

王天楷

總務長

唐世杰

圖資處處長

張忠誠

(執行秘書)
國際處處長

陳瑤湖

主任秘書

莊季高

人事室主任

張明華

教師代表

周成瑜

學生會會長

趙尉廷

(2-2)開會日期：(請附會議紀錄)
103年7月21日召開保護智慧財產權小組 102學年度
會議。(詳如附錄1)
(2-3)規劃及辦理之活動內容及期程：
(請另附簡表說明)
(詳如附錄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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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名：_________________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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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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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秘書室
立校園保護智慧財產權 諮詢窗口」？(得以學校聯
b. 諮詢人員姓名/現職：周成瑜 副教授
專區，並建置處理相關法 盟形式辦理)
律問題之諮詢窗口，提供
師生員諮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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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提供網路相關法律問題之
http://www.stu.ntou.edu.tw/ipr/
諮詢窗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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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替代方案：由秘書室洽詢本校海洋法律研究
所教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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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名：_________________

二、課程規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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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規劃於通識課程開設「智 1.學校是否開設「智慧財產 ■是 (1)智慧財產權通識課程開設情形：
慧財產權」相關議題或以其 權」通識課程或以其它有效 □否
學期
全校課程數 智慧財產權通 智慧財產權通識課比例
識課程數
它有效方案替代，提昇學生 方案替代，以強化學生具備
(A)
(C=(B/A)*100%)
智慧財產權相關知能。
正確智慧財產權觀念？(說
(B)
明：本項係調查學校開設
「全
第1學期
1956
0
0％
校學生得選修」之通識課
第2學期
1971
0
0％
程，請勿以專業系所開設之
小計
3927
0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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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學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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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1學期

8240

0

0％

第2學期

8010

0

0％

小計

16250

0

0％

(3)其他替代方案：
推行專業課程通識化，鼓勵院系所開設通識
化課程，102 學年度共計開設 2 門課。臚列如
下：
1. 電機資訊學院，1021，「智慧財產權暨專
利導論」（修課人數：39 人）。
2. 生物科技研究所，1021，「智慧財產管理
與專利分析」（修課人數：51 人）。
二、建議教師以自編教材或講 1.學校教師是否自編教材或 ■是 (1)請說明教師自編教材之情形
義授課，並利用校內網路 講義授課，並利用校內網路 □否 a.確認教師是否落實之機制：
教學平台編寫或提供學生 教學平台編寫或提供學生下
定期上網追蹤教師資料上傳情況，並使用電
下載使用。
載使用？(說明：本項係調查
子郵件通知未上傳老師，如有教學平台使用
學校教師自編教材之人數及
問題，另派遣服務隊協助老師使用，以落實
佔所有教師比例，非為課程
及推廣本校教學平台。
數及佔所有課程比例，另確
b.自編教材教師人數及比例：
認落實之機制應具體說明)
上傳課
學期

程數

教師數

佔本校教師比例

第 1 學期

1255

371

59%

第 2 學期

596

270

43%

小計

1851

641

51%

備註：本校教師共 630 名(含專任 400 名、兼任
230 名)。

c.平台網址或教師教學網址(請以表格呈現 10 個網
址)：
1.1021 學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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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名：_________________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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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2
3
4
5
6
7
8
9
1
0

網站說明
周祥順
老師
吳錫樹
老師
黃培華
老師
李孟書
老師
辛華昀
老師
黃世任
老師
熊同銘
老師
呂學榮
老師
吳清慈
老師
馬永昌
老師

網址
http://moodle.ntou.edu.tw
/course/view.php?id=22892
http://moodle.ntou.edu.tw
/course/view.php?id=23494
http://moodle.ntou.edu.tw
/course/view.php?id=23528
http://moodle.ntou.edu.tw
/course/view.php?id=23562
http://moodle.ntou.edu.tw
/course/view.php?id=23557
http://moodle.ntou.edu.tw
/course/view.php?id=24275
http://moodle.ntou.edu.tw
/course/view.php?id=24294
http://moodle.ntou.edu.tw
/course/view.php?id=22758
http://moodle.ntou.edu.tw
/course/view.php?id=24000
http://moodle.ntou.edu.tw
/course/view.php?id=23605

2.1022 學期
1
2
3
4
5
6
7
8
9
1
0

網站說明
周祥順
老師
林翰佳
老師
黃志清
老師
許濤
老師
蕭心怡
老師
劉昌樹
老師
晉茂林
老師
沈志忠
老師
黃男農
老師
鄭元良
老師

網址
http://moodle.ntou.edu.tw
/course/view.php?id=26800
http://moodle.ntou.edu.tw
/course/view.php?id=26572
http://moodle.ntou.edu.tw
/course/view.php?id=25998
http://moodle.ntou.edu.tw
/course/view.php?id=26561
http://moodle.ntou.edu.tw
/course/view.php?id=25426
http://moodle.ntou.edu.tw
/course/view.php?id=25876
http://moodle.ntou.edu.tw
/course/view.php?id=25010
http://moodle.ntou.edu.tw
/course/view.php?id=25032
http://moodle.ntou.edu.tw
/course/view.php?id=26845
http://moodle.ntou.edu.tw
/course/view.php?id=268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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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提倡尊重智慧財產權觀念，於課程大綱表上
課大綱，並於學期初明確 綱？
緣加註『請尊重智慧財產權，請勿非法影
告知學生，且適時提醒學
印』，以為警示。
生使用正版教科書。
b.配合辦理之課程數及比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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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期

全校課程數

配合課程數比例

第 1 學期

1956

100％

第 2 學期

1971

100％

校名：_________________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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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計

3927

100％

c.提供方式：選課系統標註或紙本(請提供 10 門課程
授課大綱影本)
1. 各類課程資料查詢系統（網頁）標註。
網址：教務處網頁「各類課程資料查詢
系統－課程課表查詢」
http://academic.ntou.edu.tw/course
.aspx?u=10
2. 另檢附 10 門課程授課大綱影本。
(詳如附錄3)。
2.學校教師是否在教學過程 ■是 (2)請說明教師引導教學之辦理情形
中適當引導學生使用正版教 □否 a.確認教師是否落實之機制：
科書？(說明：本項係調查教
於教師學期「上課通知」上加註『懇請老師
師於學期初或課堂中應告知
引導學生使用正版教科書，並提醒學生勿非
學生使用正版教科書)
法影印教科書』。
b.配合辦理之課程數及比例：
學期

全校課程數

配合課程數比例

第 1 學期

1956

100％

第 2 學期

1971

100％

小計

3927

100％

c.教學情形說明：
本校教師於教學過程中能適當引導學生使
用正版教科書並提醒學生勿非法影印教科
書。
3.學校教師是否適時提醒或 ■是 (3)請說明教師輔導之辦理情形
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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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於教師學期「上課通知」上加註『懇請老師
引導學生使用正版教科書，並提醒學生勿非
法影印教科書。』。
b.配合辦理之課程數及比例：
學期

全校課程數

配合課程數比例

第 1 學期

1956

100％

第 2 學期

1971

100％

小計

3927

100％

c.教學情形說明：
本校教師於教學過程中能適當引導學生使用
正版教科書並提醒學生勿非法影印教科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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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名：_________________

三、教育宣導
學校執行項目

檢核指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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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 (1-1)網頁網址/路徑：
網頁資料，並妥適運用智慧 宣導網頁，並連結教育部或 □否
http://li.ntou.edu.tw/
局相關宣導網頁。
智慧財產局宣導網站，提供
(1-2)網頁已提供相關網站連結：■是□否
相關訊息？
(1-3)網頁已另規劃建置學校專屬宣導資源專區：
※說明：惠請學校注意，務請
■是□否
確認網頁內容連結之有效
http://li.ntou.edu.tw/4net/license.php
性。
(國立臺灣海洋大學電子資源合理使用說明)
http://www.stu.ntou.edu.tw/ipr/
(本校智慧財產權網頁專區)
(詳如附錄4)
(二)學校應善用智慧局提供之 2.學校是否有參考運用智慧 ■是 (2)請具體說明運用題庫及案例之宣導方式：
智慧財產權題庫及國內觸 財產局之智慧財產權小題 □否 a.宣導方式：
法受罰案例，規劃有效宣導 庫，各種宣導方法及觸法受
於新生入學校園資源博覽會設計「智財權大哉問」
方式，提供校內師生參考運 罰案例，在校園採取有效宣
闖關活動有獎徵答，另結合主題資料庫與圖書
用，加強師生智慧財產權之 導措施？
資源利用講習、「外籍生說明會」、「102 海
觀念。
Young 新生入學教育週活動」
、
「大一學習促
進--認識圖書館活動」，及有獎徵答等各項
活動，加強學生、教師及行政人員智慧財產
權觀念。
b.辦理時間：
102.08.01~103.06.30
c.參與對象及人數：
一年級新生(659 人)與學校各相關系所(2,912 人)，
共3571 人參與。(詳如附錄5)
※請逐一說明宣導方式，若超過3 場次，請另以簡表呈
現
(三)開辦相關課程及宣導活動 3.學校是否舉辦智慧財產權 ■是 (3)請說明辦理活動之情形：
以提昇教師及行政人員智 觀念宣導之研討會、座談 □否 a. 活動名稱及內容：
慧財產權之觀念。
會、研習或相關活動，以強
1. 圖資處全學年網頁宣導。
化教師及行政人員智慧財產
2. 研發處舉辦如「智慧財產權管理理論與實務」、
權觀念？
「智慧財產交易與行銷策略」
等相關宣導課程共5
場。
b. 講師名稱：
廖承威博士、張睿哲博士、劉志峰副總、
葉淑珍律師
c. 辦理時間：
102 年8 月27 日~9 月6 日
d. 參加對象及人數：每場次參與人數約35 人
※請逐一說明場次，若超過3 場次，請另以簡表呈現
(詳如附錄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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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名：_________________

學校執行項目

檢核指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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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學校應參閱智慧局編印之 4.學校是否提供著作合理使 ■是 (4)請說明提供資訊辦理情形
「校園著作權百寶箱」
，提 用範圍及資訊，以利全校師 □否 a. 提供方式：
供師生有關著作權合理之 生遵循辦理？(說明：本項係
圖資處首頁使用指引專區設有「校園著作權百寶箱」
使用範圍及資訊。
透過校內專屬網頁或出版品
連結，並另架設「保護智慧財產權網頁專區」，
專刊告知學生著作合理範
依教育部智慧財產權網路相關資源資料提
圍)
供「校園著作權百寶箱」連結，以利全校師
生查詢與參考運用。
b. 提供時間：
自101 年12 月起放置於首頁。
c. 提供內容：
直接連結至智慧財產區校園著作權百寶箱網頁。
(詳如附錄4)
(五)鼓勵校內社團、系學會等 5.學校是否鼓勵系學會或社 ■是 (5)請說明鼓勵系學會或社團辦理之活動：
相關單位辦理保護智慧財 團辦理智慧財產權宣導活
a. 活動名稱及內容：
□否
產權宣導活動。
動？(說明：本項係期望透過
本校法律服務社於每週二定期提供法律諮詢
社團學生辦理之智慧財產權
服務，於提供法律諮詢服務時，併同宣導保
活動，建立學生保護智慧財
護智慧財產權觀念。同時，法律服務社亦於
產權之觀念)
基隆地區各級學校不定期舉辦法律專題演
講、法治教育影片欣賞及討論，以宣導並建
立學生基本之法律常識與概念。並預計 103
學年度起，請學生會會長於各學生會議中協
助宣導尊重智慧財產權。
b. 辦理時間：
每週二下午四時至六時。
c. 參加對象及人數：
一般民眾及基隆地區各級學校學生。
※請逐一說明場次，若超過3 場次，請另以簡表呈現
(六)適當運用智慧局之「保護 6.學校是否曾邀請智慧財產局 □是 (6)請說明宣導活動之辦理情形
智慧財產權服務團」到校協 「保護智慧財產權服務團」到
■否 a. 辦理日期：
助宣導。
校協助宣導？
b. 智慧財產權辦理之活動或研討會名稱：
c. 參加對象與人次：
※請逐一說明場次，若超過3 場次，請另以簡表呈現

研發處技轉中心均有邀請校外相關專家學者到校宣
導。日後舉辦相關宣導服務時，擬邀請智慧財產局「保
護智慧財產權服務團」到校協助宣導。
(七)學校應將尊重智慧財產權 7.學校是否將「遵守智慧財產 ■是 (7)請敘明宣導方式並提供宣導資料(學生手冊或在校資
觀念及禁止不法影印或類 權觀念」及「禁止不法影印」□否
訊影本)
似警語列入學生手冊或學 或類似警語列入學生手冊或
本校大一新鮮人護照、海 young 有品護照、品德教育
生在校資訊，並於新生訓練 學生在校資訊，並於新生訓
研習會手冊列入「遵守智慧財產權觀念，請勿非法下
時宣導周知。
練時宣導周知？
載或影印」警語，宣導智財權正確觀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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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名：_________________

學校執行項目

檢核指標

填寫欄位
符合
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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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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校名：_________________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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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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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揭示「尊重智慧財產
□否
權」警語？

a.全校各圖書館所屬影印機總數：4
b.已揭示警語影印機數量：4 (請提供照片參考)

1-2 學校是否於校內影印服務 ■是 (1-2)請提供張貼處相片
區域之明顯處張貼「遵守 □否
智慧財產權」及「不得不
法影印」警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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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名：_________________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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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學校與校內提供影印服務 2.學校與校內提供影印服務 ■是 (2)請說明納入契約之情形：
之廠商，應將遏止不法影 之廠商，是否已將「不得不 □否 a. 契約簽訂日期：102 年12 月30 日
印納入採購契約規範。
法影印」納入採購契約規
b. 契約條款：第十四條第六款
c. 條文內容：(請提供契約影本) (詳如附錄6)
範？
d. 尚未納入原因及預定完成時間：
註：圖資處委託代辦之影印業務，因廠商僅提供影
印設備，未提供代印服務，已於合約第十四條第六
款要求廠商：應於影印機放置處，明顯標示「請尊
重智慧財產權，不得不法影印」警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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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書暨資訊處閱覽組、生活輔導組
務規則並列入不得不法影
b. 影印服務規則內容：(詳如附錄7)
印服務規則」
，且列入不
得不法影印之規定？(說
(請提供2 處室，並以附件方式呈現)
印之規定。
明：本項調查含括位於行
政單位之影印機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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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機制？
□否
形(99 年8 月19 日台高通字第0990140863 號函)
a. 是否已建立查核輔導：
■是
□否；未建立之原因及預定時程：
b. 查核輔導機制：(請提供SOP)
本校為加強宣導著作權之認知，培養師生遵守智慧
財產相關法治觀念，建置影印管理流程。(詳如附錄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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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將廠商「利用店內影印機接受委託盜印等
違反著作權情事」納入本校影印店場地租
用和終止契約之規定。詳見「國立臺灣海
洋大學勞務契約書」第 11 條第 2 款。(詳
如附錄9)
2. 為查核及輔導本校校園內提供影印服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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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名：_________________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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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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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學校是否設有專責單位辦 ■是
理或協助建置制度化的二 □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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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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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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之廠商情形，不定期至各提供影印服務之
場地進行查核，並張貼海報加強宣導對著
作權之認知，培養師生遵守智慧財產權觀
念，102 學年度已進行 12 次查核，未有
發現違規情形。
(4-1)請說明輔導機制辦理情形(請提供輔導機制之
SOP)
a. 個案通報處理機制：
生活輔導管理sop。(詳如附錄10)
b. 輔導人員：本校系主任、班導師或系教官。
c. 輔導方式：
(a) 若學生發生違反智慧財產權之非法情事，先由本校
系主任、班導師或系教官晤談瞭解，給予學生陳述
說明機會，若確認違法或情節重大者將依照本校學
生獎懲辦法懲處。
(b) 對有經濟困難者，輔導辦理書籍貸款，或至本校校
園書局集體購買。
d. 本學年輔導個案共_0_件
102 學年度並未查獲學生不法影印情事
(4-2)請說明納入獎懲規定之情形
a. 獎懲規定名稱及條文：
學生獎懲辦法第 8 條第 5 款。
b. 條文內容：(詳如附錄11)
c. 本學年違規個案共_0_件
(5-1)請說明二手書平台辦理情形
a. 專責單位：學生事務處生活輔導組
b. 辦理方式：
本校96 學年度起即結合校內五楠書局持續辦理二手
書交流事項，同學委託書局定價及銷售，上架三個
月售出定價扣出手續費後，以禮券發放給同學。
c.運作情形(含成果)：
(1) 102 學年第 1 學期同學寄售二手教科書共計 61
本，加總上學年寄售之教科書，架上寄售之二
手教科書共計216 本，總交易28 本。
(2) 102 學年第 2 學期同學寄售二手教科書共計 85
本，加總上學年寄售之教科書，架上寄售之二
手教科書共計193 本，總交易108 本。
d. 替代方案(式)：無

校名：_________________

填寫欄位
學校執行項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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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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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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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進？
(1) 於本校各學生宿舍宣導二手書寄售活動。
(2) 公告學校網頁及生輔組FB 訊息周知。
(3) 每學期統計辦理成果。
b. 運作情形(含成果)：
(1) 102 學年第 1 學期同學寄售二手教科書共計 61
本，加總上學年寄售之教科書，架上寄售之二
手教科書共計216 本，總交易28 本。
(2) 102 學年第 2 學期同學寄售二手教科書共計 85
本，加總上學年寄售之教科書，架上寄售之二
手教科書共計193 本，總交易108 本。
c. 學生回饋意見：無
d. 學校改進措施：每學期期末及畢業週加強公告宣導。
6.學校教師是否於學期結束 ■是 (6)請說明提供大綱之辦理情形
前或選課前，先提供下一學 □否 a. 確認教師是否落實之機制：
期所需書目及大綱？(說
自教學務系統追蹤教師課程大綱上載情
明：若非由選課系統提供所
況，並使用電子郵件通知未上傳老師，每學
需書目及大綱，確認落實之
期執行至少 4 次上載情形追蹤，確認所有課
機制應具體說明調查方式)
程大綱都已上載，以保障學生選課權益。
b. 配合辦理之課程數及比例：
學期

全校課程數

配合課程數比例

第 1 學期

1956

100％

第 2 學期

1971

100％

小計

3927

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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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務處生活輔導組
□否
書；並由圖書館購置教科
取得教科書？
b. 方案內容：
書，提供學生借閱。
經濟弱勢學生可辦理書籍費貸款，每學期可貸 3000
元(上限)。
c. 運作情形(含成果)：
(1) 102 學年度第1 學期計有417 人貸書籍費，金額
為1,188,629 元整。
(2) 102 學年度第2 學期計有310 人貸書籍費，金額
為911,252 元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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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書暨資訊處
□否
置書籍或電子書提供學生
b. 辦理方式
在館查閱服務？
圖書館於每學期開學前函請全校教師指定
課程用書，由圖資處購置一定數量，陳列
於「教師指定參考書」專區供學生借閱。
c. 運作情形(含成果)：
102 學年總計共 133 門課程 521 件(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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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名：_________________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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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DVD)，並設置「教師指定參考資料」網頁
http://ocean.ntou.edu.tw:1083/search*
cht/r，提供學生依課程名稱或教師姓名查
詢、借閱(詳如附錄12) 。
d.替代方案：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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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名：_________________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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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括教學區與學校宿舍區。
(包含教學區及學校宿舍
98 年 2 月 12 日行政會議通過「國立臺灣
區)？
海洋大學校園網路使用規範」。
b. 請簡述執行情形：
已將教育部訂定之「校園網路使用規範」納
入校規。
1-2 各校是否將校園內使用台 □是 1-2 請簡述管理情形
灣學術網路以外之網路服 ■否 a. 請簡述管理情形
務納入管理
本校對外網路之使用，除現有台灣學術網路
(TANnet) 以外，並無其他網路服務。
b. 如納入，請列出ISP 業者清單
(二)落實執行網路（包含臺灣 2-1 網路侵權、網路入侵、異 ■是 2-1 請說明納入規範之情形：
學術網路及學校與民間網
常流量等處理方式是否納 □否 a. 校園網路規範實施日期：
路服務業者簽約使用之網
入校園網路使用規範中明
98 年 6 月 3 日行政會議通過
路）侵害智慧財產權等事件 訂？
b. 請簡述校園網路使用規範宣導情形：
之處理方式，並說明其相關
協助校內各單位宣導尊重智慧財產權之文
獎懲辦法。
宣寄送至全校教職員及學生信箱。
2-2 是否確實執行「疑似網路 ■是 (2-2)請說明處理機制與流程之情形：
侵權事件發生之處理機制 □否 a. 機制實施日期：
與流程(SOP)」？
98 年 6 月訂定並實施
b. 流程內容或相關案例：
流程內容：
教育部電算中心檢舉封鎖 IPe-mail 自
動連絡各系所助教回報請該 user 填寫
切結書解除封鎖 IP。
c. 本學年共_0_件
d. 承上題，如有發生請簡述處理情況：
收到檢舉信件後封鎖該 IP，並 e-mail 通知
系所助教，待回報後請使用者填寫切結書，
再恢復 IP 連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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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進之學生列入獎懲規定懲
國立臺灣海洋大學學生獎懲辦法第 8 條第
處？
5 款、國立臺灣海洋大學校園網路使用規
範第 9 條。
b. 條文內容：(請提供獎懲規定)
國立臺灣海洋大學學生獎懲辦法(詳如附錄
11)
c. 本學年共_ 0__件
d. 承上題，如有發生請簡述處理情況：
立即停用網路服務外，亦行文學務處，依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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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名：_________________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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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生獎懲辦法懲處。

(三)依據校園網路狀況，落實 3.是否定期檢視網路流量的 ■是 (3)請說明網路流量上限之訂定情形：
管理教學區與學校宿舍區
上限？並在超過流量時採取 □否 a. 網路流量上限：
之網路流量每日傳輸上限。 管理措施？
本校已據以訂定「國立台灣海洋大學校園
網路使用規範」並公告在圖資處網站。宿
網流量若超過 3G，將鎖網卡。
b. 相關限流措施：
本校已訂定並施行「國立臺灣海洋大學校園
網路流量管理辦法」(詳如附錄13)進行流量管
制；針對異常流量之檢舉，則依照「海洋大
學智慧財產權疑似侵權處理程序」處理。並
針對宿網有訂定流量上限，當天若是超過流
量上限，就無法連線上網。並於第 2 天重新
計算流量。
c. 請簡述限流措施之執行情形：
宿網每人每天可使用 3G 流量，當天若是超
過流量上限，則鎖卡一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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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否 a. 辦法名稱：
法)」？
國立臺灣海洋大學校園網路流量管理辦法
b. 辦法實施日期：
98 年 7 月 9 日訂定並實施
c. 條文內容：(請提供相關條文)
(詳如附錄13)
d. 請簡述執行情形：
依照「國立台灣海洋大學校園網路使用規
範」，在收到檢舉信件後，圖資處針對疑似
侵權 IP 進行斷線處置；另依「海洋大學智
慧財產權疑似侵權處理程序」，會發文通知
該 IP 所屬單位，由其決定如何處分。
(五)檢核各校系所辦公室和電 5.是否於系所辦公室及電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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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教室之公用電腦標示「尊重 □否
標示尊重與保護智慧財產
與保護智慧財產權」文字？
權文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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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名：_________________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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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六)強化資訊安全人員與建立 6--1 是否設立資訊安全人員 ■是 (6-1)請具體說明資訊安全人員與建立校園資訊安全監
校園資訊安全監控相關之
與建立校園資訊安全監控 □否
控之相關處理機制
處理機制。
之相關處理機制？
專人處理寄送至 abuse 的檢舉信件。
6-2 學校是否有針對網路流量 ■是 (6-2)請敘明檢討追蹤處理及輔導之情形：
異常事件加以檢討、追蹤 □否 a. 檢討追蹤事件之流程及方式：
處理，並加以輔導？
建置流量統計平台，記錄使用狀況。
b. 輔導流程及方式
宿網流量超過 3G 之使用者，鎖網卡。
c. 本學年檢討共 0 次
d. 承上題，如有檢討請簡述情形：
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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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請說明訂定防範措施相關資訊：
防範措施，杜絕校園P2P、 施，杜絕校園P2P 軟體的侵 □否 a. 相關防範措施(請簡述)：
BT 軟體的侵權行為。
權行為？
已納入「國立臺灣海洋大學校園網路使用規
範」第六條規範。並公告在圖資處網站。
b. 措施實施方式：
增購分析 P2P 封包之硬體設備，且全面禁止公務用
電腦使用 P2P 軟體。校園其他區域原則管制，例外
開放。102 年8 – 103 年7 月檢舉案件為0 件。
c. 管控的P2P 軟體：
Brick 設備管控 P2P 軟體。
(八)落實妥善處理疑似侵權之 8.是否即時處理疑似侵權事 ■是 (8)請具體說明相關執行方式
事件，並知會校園網路使用 件並知會校園網路使用者等 □否
收到檢舉信件後封鎖該 IP，並 e-mail 通知
者等相關人員。
相關人員
系所助教，待回報後請使用者填寫切結書，
再恢復 IP 連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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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8 年 2 月 12 日行政會議通過實施。
b. 條文內容：
(詳如附錄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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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名：_________________

填寫欄位
學校執行項目

檢核指標

(十)定期檢視學校公用電腦設 1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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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2

10-3

1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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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學校是否定期檢視公用 ■是 (10-1)請說明定期檢視之情形：
電腦設備安裝不法軟 □否 a. 檢視期程及日期：
體？
每日均會檢視
b. 檢視方式：
電腦教室之電腦採用自動還原系統，電源關
閉即將使用者自行安裝之任何軟體或資料
全部清除。並且在開學前，對電腦教室所有
電腦再做一次全面檢查。
c. 請簡述檢視情形：
無發現被安裝不法軟體之情形。
校園內的伺服器是否有 ■是 (10-2)請說明伺服器提供防護措施之情形：
防護措施以避免被當成 □否 a. 全校伺服器總數： 47
網路侵權的跳板？
b. 相關防範措施：
防火牆、連線過濾、防毒軟體、系統定期套
件修補更新、應用軟體定期套件修補更新。
c. 具體成效簡述
沒有一台伺服器被檢舉。
學校是否提供相關檢舉 ■是 (10-3)請說明提供檢舉信箱之情形：
信箱接受檢舉案件？
□否 a. 檢舉信箱：
abuse@mail.ntou.edu.tw
b. 具體成效：(請提供檢舉案件處理實例)
abuse 帳號收到檢舉單位寄送之信件，即
刻列管該 IP 並執行智慧財產權疑似侵權
處理程序。
c. 檢舉信箱資訊(請說明告知師生之方式)：
abuse 帳號提供給校外檢舉使用，將此帳
號於網頁上告知本校師生。
學校在前項工作時是否 ■是 (10-4)請敘明遭遇困難方式及原因：
曾遭遇困難？
□否
受限人力關係，無法一一清查所有設備。

(十一)定期檢視校園採購軟體 11-1 是否定期檢視校園合法 ■是 (11-1)請說明定期檢視之情形：
之授權資料，公告學校
軟體的使用期限與授權 □否 a. 檢視期程及日期：
「授權電腦軟體目錄」
。
範圍？
102 年 3 月
b. 檢視方式：
相關授權資料，如微軟軟體合約、防毒軟體
合約…等合約。
c. 本學年檢視共 1 次
(詳如附錄15)
11-2 是否提供師生校園內目 ■是 (11-2)請說明提供授權明細之情形：
前合法授權軟體明細狀 □否 a. 負責單位：
況 ？(例如是否有相關
圖書暨資訊處教學支援組
查詢網頁)
b. 網頁網址：
http://software.ntou.edu.tw/software
_downloa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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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名：_________________

填寫欄位
學校執行項目

檢核指標

符合
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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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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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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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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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6.學校是否有正式通知相關 ■是
管理單位之程序？
□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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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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 清單內容：(請提供軟體明細清單資料)
微軟 CA、防毒防火牆、Adobe Acrobat…等
軟體。(詳如附錄 16)
(11-3)請簡述執行情形：
訂定國立台灣海洋大學電腦軟體侵權的處理
程序與機制，並於全校授權軟體下載網站
(http://software.ntou.edu.tw/software
_download)內加以宣導智慧財產權。
(12)請具體說明編列預算明細及軟體清單：
購買的軟體有：
微軟 CA、防毒防火牆、Adobe Acrobat…等
軟體。(詳如附錄 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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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FreeBSD、Apache WWW Server、MySQL、PHP
b. 具體成效或執行情形簡述：
每年寒暑假受訓種子推廣同學約 10 人，以
FreeBSD 為主，講述 OS 安裝、指令操作及
kernel 為重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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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請參閱「海洋大學智慧財產權疑似侵權處理
程序」。 (詳如附錄 17)
b. 修訂時間：
經 95 學年度第 2 學期第 2 次行政會議通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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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請參閱「海洋大學智慧財產權疑似侵權處
理程序」。(詳如附錄 17)
b. 宣導內容：(請提供相關內容)
函送公文至侵權者各所屬單位。
c. 本學年共 0 件
d. 承上題，如有發生，請簡述處理情形：
(16)請說明通知程序之流程及方式：
通知程序：
教學區：轉達通知系所各網管人員。
行政區：由圖資處直接聯繫該使用者。
住宿區：轉達通知住宿輔導組負責。
流程：
教育部電算中心檢舉封鎖 IP e-mail
自動連絡各系所助教回報使用者填寫
切結書解除封鎖 IP。

校名：_________________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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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 (1-1)自評方式：
考核，納入自我評鑑機制
我考核納入自我評鑑機制？ □否
本校成立保護智慧財產權小組，職掌保護智
(本項係期望學校透過自我
慧財產權方案自我評鑑之審議、評估與考
評鑑之機制，全面檢視學校
核，依教育部自評表指標，彙整行動方案之
是否落實保護智慧財產權
執行成果，提送本校保護智慧財產權小組會
工作，建立學生正確觀念)
議審議，辦理自我評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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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每年評鑑時間及次數：每學年於第 1 學期、
召開乙次保護智財權小組會議，並辦理自我
評鑑，每年共自評 1 次。
2.學校是否已建立內部控制 ■是 (2)請說明內控機制辦理情形(依據101年3月9日臺高
機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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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校業於 100 年訂定內部控制專案小組設置
要點，並於 101 年制定本校內部控制制度，
102 年制定本校內部控制制度稽核計畫，由全
校各單位就各項業務進行風險評估並確定風
險值後，送內部控制專案小組審定需納入內
部控制之項目，並依規定每年進行內部控制
項目之自行評估及稽核。

肆、推動執行困難及策進作為
(如無，則免填)

一、針對方案推動執行困難及策進作為
執行困難說明
問題檢討
解決方案

二、對本方案之具體建議
(請提出須本部協助事項或對經濟部之具體建議，如無，則免填)

伍、附錄
(如無，則無須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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