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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華大學 110學年度 第二學期 

保護智慧財產權宣導及執行小組會議紀錄 

1、 會議時間：111年 06月 20日（星期一）上午 10：00 

2、 開會地點：成均館 C334  

3、 出席人員：如開會通知單 

4、 主席：林聰明校長 

紀錄：龔珍玉 

5、 上次會議（110年 12月 10日）決議事項： 

序號 上次會議提案及決議 執行情形 

1 

提案：制定本校 110 學年度下學期

推廣智慧財產權活動 

決議：照案通過。 

依規劃時程辦理活動，111年 5月至 6月三

場活動因疫情暫緩。 

 
請詢問各系所下學期是否開設相關

資訊倫理課程? 

經調查 110學年度下學期各系有關資訊倫理

及智慧財產權之相關課程開設情形，資工

系已開設「資訊倫理」課程 1門，智慧財產

權相關課程開設 7門，將納入未來智慧財產

權課程辦理參考。 

決議：洽悉，准予備查。 
 

6、 業務報告 

(1) 110學年度下學期預計辦理之推廣智慧財產權活動 

日期 活動名稱 主政單位 備註 

預計 111年 2月 
新進教職員研習辦理智慧財產權宣

導課程 
人事室 

 

111年 5月 30日 專家服務團智慧財產權講座 資訊中心  

預計 110年 5月 智慧財產權小常識有獎徵答 學務處 因疫情暫緩 

預計 110年 6月 社團期末大會-智慧財產權宣導 學務處 因疫情暫緩 

預計 110年 6月 
學生團體專業知能工作坊-智慧財產

權宣導 
學務處 因疫情暫緩 

(2) 其他智慧財產權宣導工作 

1. 110年 6月 15日至 111年 6月 15日，在電視牆定時播放台灣國際圖書業交流協會宣

導資料。 

2. 111 年 3 月 14 日，網站公告：【轉知】轉知經濟部智慧財產局加強宣導校園保護智

慧財產權案，請貴校積極輔導、提醒學生使用正版教科書（含二手書），未經授

權，勿擅自掃描、影印、下載或上傳書籍、教材，以免侵害他人著作權，請查照。 

3. 111 年 5 月 4 日，網站公告：【智慧財產權講座】敬請報名參加 111 年 05 月 30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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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13：30~15：30點－【智慧財產權法令說明會】 

4. 110年 5月 19日，網站公告：【轉知】檢送校園保護智慧財產權宣導海報 1張(紙本

海報另寄)，請惠予宣導並張貼於校園，電子檔請放置於貴校智慧財產權專屬網

頁，請查照。 

(3) 110學年度下學期各系所開設有關智慧財產權課程： 

開課單位 課程名稱 修課人數 

通識教育中心 APP程式設計(班次 1/3/4/5) 55/35/53/60 

財務金融學系 財務金融倫理 46 

資訊工程學系 資訊倫理 98 

視覺藝術與設計學系 藝術專業倫理 43 

產品與室內設計學系 專利實務 17 

 

7、 提案討論： 

提案一 

提案單位：資訊中心 

案由：109 學年度大學校院校園保護智慧財產權行動方案(自評表)，教育部之審查

意見，提請討論。 

說明： 

1. 依教育部 109 年 2 月 10 日來文(臺教高(一)字第 1112205151Z號)，對於 109

學年度大學校院校園保護智慧財產權行動方案(自評表)提出審查意見，經會

請各單位提供回覆意見後，彙整如附件一所示。 

決議：照案通過。 

 

提案二 

提案單位：資訊中心 

案由：110學年度本校執行「校園保護智慧財產權行動方案」自評表草案，提請討

論。 

說明： 

1. 依教育部 111年 4月 20日來文(台教高通字第 1112201670號)，本校須於 111

年 8月 1日前檢送「11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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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紙本及電子檔光碟函送教育部。 

2. 於 111年 6月 2日彙整完成報部自評表，自評表與附件詳如附件二、附件三

所示。 

決議：修改後通過。 

 

提案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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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案單位：資訊中心 

案由：制定本校 111學年度上學期推廣智慧財產權活動，提請討論。 

說明：111學年度上學期推動智慧財產權保護工作，經會請各單位提供相關資料彙

整如下表所示。 

日期 活 動 名 稱 主政單位 備註 

111年 09月 新進教職員研習辦理智慧財產權宣導課

程 

人事室 
如疫情期間

則調整為線

上方式進行 
111年 12月 智慧財產權小常識有獎徵答 學務處 

111年 12月 講座活動-漫談智慧財產權 學務處 

決議：照案通過。 

 

提案四 

提案單位：資訊中心 

案由：大專校院執行「校園保護智慧財產權行動方案」自評表中第四項[影(複)印

管理及強化二手書流通]第七點增加專責單位提請討論。 

說明： 

1. 109學年度自評表委員審查意見，建議針對弱勢生訂定教科書取得之管

道，可參考其他學校提供獎助學金措施或購書貸款。 

2. 圖書館反應此項非圖書館管轄之業務，建議增加其他相關單位填寫。 

決議：1.請產學合作及職涯發展處於下學年度修改相關規定。 

2.於下學年度由產學合作及職涯發展處及圖書館協助填寫相關資料。 

 

8、 臨時動議：無 

9、 主席結論：無 

10、 散會：11點 05分 



資訊中⼼邱姿菱 <joe220045@nhu.edu.tw>

新增議程，請以此封為主【開會通知】110-2學期保護智慧財產權宣導及執⾏⼩組會議議程 
1 封郵件

資訊中⼼邱姿菱 <joe220045@nhu.edu.tw> 2022年6⽉17⽇ 下午6:16
密件副本: 資訊中⼼_謝宗豪 <thhsieh@nhu.edu.tw>, 資訊中⼼_陳立奇 <jerryclc@nhu.edu.tw>, 資訊中⼼_郭文壽 <wskuo@nhu.edu.tw>,
⼈事室_洪添福 <horngtf@nhu.edu.tw>, 副校⻑_李坤崇 <lkclkc@nhu.edu.tw>, 副校⻑_林辰璋 <cclin1952@nhu.edu.tw>, 國際處_林純純
<lincc228@nhu.edu.tw>, 圖書館_賴淑玲 <sllai@nhu.edu.tw>, 學務⻑_柳雅梅 <yml@nhu.edu.tw>, 就學處_簡明忠
<meishan@nhu.edu.tw>, 會計室_陳志妃 <jhy@nhu.edu.tw>, 校⻑_林聰明 <tmlin@nhu.edu.tw>, 研發處_胡聲平 <sphu@nhu.edu.tw>, 終
⽣學習學院_釋知賢 <cyshen@nhu.edu.tw>, 總務⻑_鄭絢文 <linus.cheng@nhu.edu.tw>, ⾃然醫學研究及推廣中⼼_陳秋媛
<chiuyuan@nhu.edu.tw>, 藝術文化研究中⼼_馮智皓 <fengzh@nhu.edu.tw>, 資訊中⼼_廖怡欽 <ycliaw@nhu.edu.tw>, ⼈文學院_楊思偉
<swyang@nhu.edu.tw>, 佛研中⼼_釋覺明 <chueming@nhu.edu.tw>, 社科院_張裕亮 <ylchang@nhu.edu.tw>, 科技學院_陳柏青
<bcchen@nhu.edu.tw>, 管理學院_吳萬益 <wanyi@nhu.edu.tw>, 設計學院_葉宗和 <thyeh@nhu.edu.tw>, 通識中⼼_林俊宏
<jhlin@nhu.edu.tw>, 雙語教學辦公室_郭⽟德 <tom@nhu.edu.tw>, ⼈文學院_何淑娟 <scho@nhu.edu.tw>, 出納組_蔡靚⽻
<angel@nhu.edu.tw>, 學務處_⾼筱婷 <kao917@nhu.edu.tw>, 就學處_李政諭 <leepootw@nhu.edu.tw>, 就學處_陸海芳
<kico@nhu.edu.tw>, 李副秘書_簡伊汝 <blythe@nhu.edu.tw>, 林副秘書_郭美伶 <mei79925@nhu.edu.tw>, 校⻑秘書_林冠儀
<kuanilin@nhu.edu.tw>, 楊副秘書_翁琬晴 <cyi91088@nhu.edu.tw>, 社科院_陳姵尹 <pychen@nhu.edu.tw>, 科技學院_廖珮彤
<tonya@nhu.edu.tw>, 秘書組_陳鈺琪 <yuchi@nhu.edu.tw>, 終⽣學習學院_李念耘 <nianyun0906@nhu.edu.tw>, 藝術與設計學院_陳沛晴
<ycchen@nhu.edu.tw>, 通識中⼼_劉亮君 <lcliu@nhu.edu.tw>, 郭玲瑜 <lingyu@nhu.edu.tw>, 龔珍⽟ <cykung@nhu.edu.tw>, 資訊室-謝文
欽 <wuchin@nhu.edu.tw>, 資訊中⼼邱姿菱 <joe220045@nhu.edu.tw>

南華大學資訊中心  開會通知單
受文者：如出列席者及副本

開會事由：召開本校「110學年度第二學期南華大學保護智慧財產權宣導及執行小組會議」
開會時間：111年06月20日（星期一）上午10點
開會地點：成均館 C334 會議室
主持人：林聰明校長
出席者：副校長、行政單位及學術單位一級主管、教師代表與學生代表
列席者：資訊中心各組組長
聯絡人及電話：邱姿菱05-2721001分機1561
備註：

一、敬請各與會人準時出席，若不克出席請務必派員代理。
二、敬請與會人員配合下列事項：
 （一）為利環境永續並推行無紙化會議，請自行將會議議程、附件下載至平版或筆記型電腦，並
攜帶至會場使用。
 （二）為符合中央流行疫情指揮中心防疫措施，與會期間請務必全程配戴口罩，且自主使用酒精
噴液消毒手部，並於會場內與他人保持社交安全距離。

 【附件1】109學年度⼤學校院校園保護智慧財產權⾏動⽅案(
審查意⾒).docx

 【附件2】111年⾃評表.odt

 【附件3】⾃評表相關附件.zip

--  
⚝⚝⚝⚝⚝⚝⚝⚝⚝⚝⚝⚝⚝⚝⚝⚝⚝⚝⚝⚝⚝⚝  
邱姿菱  Zi-Ling Chou
南華⼤學資訊中⼼ 科技整合組
05-2721001 # 1561
joe220045@nhu.edu.tw
622 嘉義縣大林鎮中坑里南華路一段55號 
⚝⚝⚝⚝⚝⚝⚝⚝⚝⚝⚝⚝⚝⚝⚝⚝⚝⚝⚝⚝⚝⚝  

110-2保護智慧財產權宣導及執⾏⼩組會議議程.docx 
32K

https://drive.google.com/file/d/1OwjxbZ-spFwhZP9LsWK-BlI01P9UlRva/view?usp=drive_web
https://drive.google.com/file/d/1Q4uJ7zqCITLgoR37RvchZxL-GFdongla/view?usp=drive_web
https://drive.google.com/file/d/1ulvwjBKEmT51Xak1iGV_FslN0ZT70yb0/view?usp=drive_web
mailto:joe220045@nhu.edu.tw
https://mail.google.com/mail/u/0/?ui=2&ik=7ad13270eb&view=att&th=1817129c99800a0d&attid=0.1&disp=attd&realattid=f_l4ia8mac0&safe=1&zw


 

序號 單位/職稱 姓名 簽到 代理人 

1 校長兼永續中心主任 林聰明 林聰明  

2 

副校長兼產學合作及職涯發展處

長兼研究總中心主任兼生命教育

中心主任 

林辰璋  簡婉惠 

3 
副校長兼教務長暨教學發展中心

主任 
李坤崇 李坤崇  

4 幼兒教育學系 楊思偉 楊思偉  

5 學務長 柳雅梅 柳雅梅  

6 總務長 鄭絢文 鄭絢文  

7 國際及兩岸交流處處長 林純純 林純純  

8 圖書館館長 賴淑玲 賴淑玲  

9 資訊中心主任 廖怡欽 廖怡欽  

10 人事室主任 洪添福 洪添福  

11 會計室主任 陳志妃   

12 主任秘書兼校務及研究發展處長 胡聲平 胡聲平  

13 就學服務處處長 簡明忠   

14 終身學習學院院長 
釋知賢 

(沈昭吟) 
 蔣若葳 

15 自然醫學研究及推廣中心主任 陳秋媛   

16 人間佛教研究及推廣中心主任 釋覺明   

17 雙語教學辦公室主任 郭玉德 郭玉德  

18 藝術文化研究中心主任 馮智皓   

19 管理學院院長 吳萬益  謝佩君 

20 科技學院院長 陳柏青 陳柏青  

21 社會科學院院長 張裕亮  陳姵尹 

22 藝術與設計學院院長 葉宗和   

23 通識教育中心主任 林俊宏 林俊宏  

24 教師代表 林俊宏 林俊宏  

25 學生代表 鍾景予   

26 學生代表 黃振維   

27 資訊中心組長 郭文壽 郭文壽  

28 資訊中心組長 陳立奇 陳立奇  

29 資訊中心組長 謝宗豪 謝宗豪  

30 資訊中心組長 謝文欽 謝文欽  

31 資訊中心組員 龔珍玉 龔珍玉  

32 資訊中心約聘組員 邱姿菱   

33 資訊中心工讀生 戴智泓 戴智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