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09-1學年度「中原大學保護智慧財產權自我評鑑檢核表」 

各單位填報情況彙整說明 

 

一、 填報單位：教務處、學務處、總務處、張靜愚紀念圖書館、產學營運處、

電算中心、推廣處、校友服務暨資源發展處共計八個單位。 

二、 實施時間：109年 7月 1日至 109年 12月 31日。 

三、 檢核表填表說明： 

1. 檢核項目共計 9項，每一項有 4個選項：「符合」、「部分符合」、「未符

合」、「不適用」。請各單位依實作情況進行勾選。 

2. 說明欄請填寫說明或佐證資料(附件方式呈現)。 

四、 各單位依檢核項目填報情形如下： 

檢核項目 1：六單位勾選「符合」，二單位勾選「不適用」。 

檢核項目 2：八單位勾選「符合」。 

檢核項目 3：八單位勾選「符合」。 

檢核項目 4：八單位勾選「符合」。 

檢核項目 5：八單位勾選「符合」。 

檢核項目 6：六單位勾選「符合」，二單位勾選「不適用」。 

檢核項目 7：八單位勾選「符合」。 

檢核項目 8：八單位勾選「符合」。 

檢核項目 9：八單位勾選「符合」。 

五、 結語： 

依據以上填報情況顯示，檢核項目共 9項，有 6個單位 9項皆填寫「符合」，

每一項達成率達 100%，但檢核項目 1有 2個單位填寫「不適用」︰原因(說

明：非權責單位)；檢核項目 6有 2個單位填寫「不適用」︰原因(說明：

由本校電算中心管理、因此無自管伺服器)，顯示該答題對該單位無效外，

說明本校積極推動智財權觀念宣導，執行成效優良。

附件一 



中原大學保護智慧財產權自我評鑑檢核表各單位彙整資料 

檢核日期: 109.07.01~109.12.31 

單位 智慧財產權各承辦單位 
 

填寫方式說明： 

1.請依目前各單位實作情況進行勾選。 

2.說明欄請填寫說明或佐證資料（以附件方式呈現）。 

3.聯絡資訊請填寫公務用之連絡資料。 

編號 檢核項目 教務處 學務處 總務處 圖書館 電算中心 產學營運 推廣處 校友處 

1 
單位是否主動辦理智慧財產權宣導相關活
動事務? 

符合 符合 符合 符合 符合 符合 不適用 不適用 

2 
單位人員是否參與智財權相關研習、推廣
活動？ 

符合 符合 符合 符合 符合 符合 符合 符合 

3 
單位是否於影印機服務區域明顯處張貼
「遵守智慧財產權」及「不得不法影印」
等警言？  

符合 符合 符合 符合 符合 符合 符合 符合 

4 
單位之公用電腦是否已標示「尊重與保護
智慧財產權」及「不得下載非法軟體」等
文字？  

符合 符合 符合 符合 符合 符合 符合 符合 

5 
單位是否定期檢查公用電腦有無安裝不法
軟體？有無安裝防毒軟體？有無啟動系統
防火牆？螢幕保護程式有無密碼保護？  

符合 符合 符合 符合 符合 符合 符合 符合 

6 
單位自管伺服器是否提供防護措施以避免
被當成網路侵權的跳板？  

符合 不適用 符合 符合 符合 符合 符合 不適用 

7 
單位是否無違反智慧財產權之情事？（如
影印之教科書或參考書、未經授權軟體等） 

符合 符合 符合 符合 符合 符合 符合 符合 

8 單位是否鼓勵或推廣使用自由軟體？ 符合 符合 符合 符合 符合 符合 符合 符合 

9 
單位是否定期宣導「遵守智慧財產權」、
「不得非法影印」、「不得下載使用非法
軟體」等觀念？ 

符合 符合 符合 符合 符合 符合 符合 符合 

 























全人教育 學用合一 國際視野

保護校園智財權 –教務處

報告時間：109年12月30日
報告人：教務處學生學習發展中心莊依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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課務與註冊組(1/3)

開課單位 課程名稱 授課教師 修課人數(開班數)

企業管理學系 智慧財產權與技術移轉管理 邱榆淨 15人/1班

財經法律學系 著作權法專題研究一 陳錦全 6人/1班

財經法律學系 著作權法 陳錦全 59人/1班

財經法律學系 商標法 陳錦全 56人/1班

資訊管理學系 企業倫理專題研討 戚玉樑 20人/1班

化學系 書報討論 吳吉輝
5人/1班
5人/1班

化學系 專題演講（一）
陳欣聰
葉美鈺

48人/1班
5人/1班

 109學年度第1學期開設與智慧財產權主題相關之課程共19門課38班，
修課人數為1,757人。



課務與註冊組(2/3)

開課單位 課程名稱 授課教師 修課人數(開班數)

化學系 專題演講（一）
陳欣聰
葉美鈺

48人/1班
5人/1班

化學系 專題演講（二）
陳欣聰
葉美鈺

18人/1班
4人/1班

電機博一 書報討論 賴裕昆
3人/1班
1人/1班
6人/1班

電機碩一 書報討論 許世哲
45人/1班
32人/1班

電機碩專一 書報討論 邱謙松
17人/1班
12人/1班

通識教育中心 台灣政治與民主 魏澤民
125人／1班
120人／1班

通識教育中心 法律與現代生活
陳德義
陳進郁

60人／1班
65人／1班
60人／1班

 109學年度第1學期開設與智慧財產權主題相關之課程共19門課38班，
修課人數為1,757人。



課務與註冊組(3/3)

開課單位 課程名稱 授課教師 修課人數(開班數)

通識教育中心 工程倫理
鄧治東
張蛟川

95人／1班
120人／1班

通識教育中心 認識智慧財產權 陳錦全 60人/1班

通識教育中心 科學與倫理
徐芝珊
邱國斌

75人／1班
87人／1班

通識教育中心 當代人權議題與挑戰
陳宏銘
施少棠
彭鳳貞

60人／2班
96人／1班
95人／1班
59人／1班
40人／1班

通識教育中心 經濟學的世界 姜樹翰
68人／1班
62人／1班

 109學年度第1學期開設與智慧財產權主題相關之課程共19門課38班，
修課人數為1,757人。



 於本校教師手札中宣導教育部重要政策：「請尊重智慧財產權法規，不
得非法影印、下載」，並提供智慧財產權專屬網站之網址。

教師教學發展中心(1/5)



教師教學發展中心(2/5)

1.登入時，提醒教師授課課程之相關教材及圖文內容，務請尊重【智慧財產權】
並於合理範圍內引用。

 於本校數位學習平台i-learning網站宣導智慧財產權之觀念



教師教學發展中心(3/5)

2.登入i-learning後，平台並設
置「相關學習網站」欄位，設
置智財權參考資料與經濟部智
財權宣導連結網頁，供師生參
考檢索。



教師教學發展中心(4/5)

3. i-learning系統客製化修改，於教師上傳PDF格式之教材可依性質勾選
下載與否，讓學生能於合理範圍使用課程教材。



教師教學發展中心(5/5)

活動名稱 職稱-講員 日期 星期 人數

數位教學趨勢下的智
財權實務分享

東吳大學法學院暨法律學系
章忠信老師

10月13日 二 28

著作權法基本原則與
合理使用

北辰著作權事務所
胡中瑋律師

11月4日 三 27

 109學年度第1學期主動辦理智慧財產權宣導相關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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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宣導與提醒同學於教學活動應遵守智慧財產權之觀念：製作「尊重智慧
財產權」之宣導海報，並於109年10月28日於就業學程暨跨領域學程中，
與同學宣導遵守智慧財產權之觀念。

 於同儕精進讀書會、My Mentor系統的網路社團及中原大學X學發中心
臉書粉絲頁，放置智慧財產權宣導字樣，宣導保護智慧財產權觀念。

學生學習發展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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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辦理招生考試時，於命題注意事項宣導，命題老師須特別注意命題時避
免使用舊考題，並請力求創新、強調啟發性，若不得不選用教科書或參
考題庫之題目時之題目時，務必經過轉化，注意智慧財產權問題，避免
可能針對試題質疑而引起困擾。

招生服務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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專業倫理教學發展中心(1/2)

 舉辦專業倫理教師研習活動，提升教師的專業倫理教學能力與素養。
活動內容列表如下：

活動日期 活動名稱 講員

9月16日 勞動教育促進法 財金法律學系—蔡鐘慶老師

10月05日 特優教師經驗分享活動 機械工程學系—廖川傑老師

10月22日
展望精準健康時代的生醫研究倫理新
趨勢：個資保護為例

臺北醫學大學醫療暨生物科技法律
研究所所長—李崇僖副教授

11月03日 特優教師經驗分享活動 建築學系—蔣雅君老師

11月11日 科學與倫理教學經驗分享
生物科技學系—陳怡寧老師
物理學系—邱國斌老師

11月13日 科學與倫理之遠距教學經驗分享
應用數學系—高欣欣老師
生物科技學系—吳宗遠老師

12月01日 特優教師經驗分享活動 財金法律學系—徐偉群老師

12月02日 一般倫理與邏輯思考 特殊教育學系—潘惠銘老師

12月03日 專業倫理道德發展 國立台北大學—林維能老師

12月23日
哲學思維與教育倫理---以詮釋學為例
說明

國立中央大學—孫雲平老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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專業倫理教學發展中心(2/2)

 依據教育部109年8月19日來文，各大學應積極強化學位論文的品
保機制，其中落實學術倫理教育方面，需配合辦理以下兩點：

 開設學術倫理教育，考量列入碩博士生必修課程或畢業條件。

 善用教育部委託建置之「台灣學術倫理教育資源中心」網站。

 未來規劃：落實學術倫理教育：

 109-1-4教務處處務會議規劃草案：校內6小時學術倫理課程+台灣學
術倫理教育資源中心6六小時認證課程。

 校內6小時學術倫理課程採數位課程錄製，初步規劃錄製大綱如下：
課程大綱 授課教師

1 抄襲、自我抄襲、以及重複發表 財務金融學系姜樹翰教授

2 利益衝突 財經法律學系林春元副教授

3 動物實驗與人體實驗 生物科技學系吳宗遠教授

4 智慧財產權概論 企業管理學系邱榆淨教授

5 著作權概論 財經法律學系蔡鐘慶助理教授

6 掠奪性期刊與研討會 財務金融學系姜樹翰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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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學與人文教育發展中心

 於中原大學科學與人
文教育發展中心臉書
粉絲頁，放置智慧財
產權宣導字樣，宣導
保護智慧財產權觀念。



全人教育 學用合一 國際視野



109-1學年度 學生事務處

保護校園智慧財產權

報告人：專任研究助理黃聖芳

30331
文字方塊
附件三



• 影印機加註：『請尊重智慧財產權/不得非法影印』之警語

• 電腦加註：『請尊重智慧財產權/不得非法下載』之警語

影印機及電腦加註警語



智財權宣導
•運用單位公布欄不定期公布有
關文宣資料，向所屬教、職員
及洽公學生，宣導尊重智慧財
產權之觀念。

智財權宣導
• 109年9月16日於活動中心音樂
廳辦理109學年度碩、博士新生
導航，邀請著作權專業老師-東
吳大學章忠信博士主講「學術
倫理與智慧財產權」課程，以
深化學校師、生尊種智慧財產
理念，碩博士生計476人、師長
52人，合計528人參加。



智財權宣導
課指組為加強學生對於智慧
財產權之觀念，於學生活動
申請表及社團刊物上加註保
護智慧財產權宣導警語。

加註「請尊重智慧財產權，不得非法下載及影印」

社團刊物宣導：

『認識智慧財產權』

協助弱勢學生取得教科書

• 109-1學期至生輔組申辦就學
貸款，加貸書籍費學生計有
543人次，申請總金額為174萬

1仟2佰元。



圖書館資源共享書籍
•住服組將圖書館資源共享之書籍，整理後置於熱誠、良善
學生宿舍分享區供學生借閱，109年新增1500本目前共計
9,752本。

熱誠宿舍-優書酷 良善宿舍-閱讀心書櫃



授權書取得

服務學習中心為加強學生
對於智慧財產權之觀念及
研究成果之合法性，均依
規定於各項表單及研究資
料加註警語或取得相關授
權書。



簡報完畢



校園保護智慧財產權行動方案

總務處業務報告
日期：109年12月30日

30331
文字方塊
附件四



執行重點

壹、落實影(複)印管理

貳、強化智財權觀念



一、以契約明訂，校園內提供影印服務之廠商不得
從事非法影印

(一)契約名稱：

中原大學委外經營契約書

(二)簽訂日期：108年8月26日，為期2年

落實影(複)印管理



一、以契約明訂，校園內提供影印服務之廠商不得
從事非法影印

(三)契約條款：第17條

(四)條文內容：

乙方不得授受委託從事非法影印教科書或
販賣盜版書籍等行為，否則一經查獲，立
即終止委託經營關係，並要求負相關法律
責任且不得異議。

落實影(複)印管理



二、於提供影印服務區域之明顯處，張貼揭示「請
尊重智慧財產權 不得非法影印」警語

落實影(複)印管理



三、要求訂定影印服務規則，
列入不得不法影印之規定

落實影(複)印管理



四、建立查核機制

(一)福委會專責人員每月不定期抽測活動中心
影印部營業行為有無不法

(二)查核類別

定期查核：每學期開學後二週內查核

不定期查核：每月查核3-4次

落實影(複)印管理



四、建立查核機制

(三)查核作業標準流程

落實影(複)印管理



四、建立查核機制

(四)查核紀錄表

落實影(複)印管理



一、以採購辦法第10條規範，強化智財權觀念

廠商履約結果涉及智慧財產權(專利權、商標權、
著作權、積體電路電路布局權、營業秘密、植
物品種權)、個人資料保護，應由請購單位於招
標時載明，並視標案需要，簽屬保密同意書。

強化智財權觀念



二、提供警語標籤，強化智財權觀念

宣導各單位新購置或租用影印機時，務必向採
購保管組索取「請尊重智慧財產權 不得非法影
印」標籤並自行貼在機器明顯處。

強化智財權觀念



二、提供警語標籤，強化智財權觀念
宣導單位購置含螢幕電腦時，向採購保管組索
取「請尊重智慧財產權 不得非法下載」警語標
籤貼於螢幕下方。

強化智財權觀念



黃色貼紙請貼在影印機如照片中
明顯位置

綠色小貼紙請貼在電腦顯示幕如
照片中明顯位置



三、於實施財產盤點時，

公文提示強化智財權觀念

強化智財權觀念



目前推動狀況
• 本校目前未發現拒貼標語現象或廠商違約

之情況。

• 警語標籤雙語文字經教師專業指導，並由
採保組製作完成提供使用。



報告完畢

Office of General Affair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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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報大綱

 徵集豐富館藏，協助弱勢學生取得教科書

 加強二手書流通

 家用版影音資料使用管理

 提供多元論文比對系統，強化論文原創能量

 宣導及規範遵守智慧財產權，合理使用圖書
館資源



徵集豐富館藏，協助弱勢學生取得教科書

 依據本校課綱系統，持續採購相當數量的中西文紙本教科書
及課程參考書，109年07月01日至109年12月22日止，共
計購入161冊，並陸續增購中。

 加入聯盟共購共享，採購豐富的電子書。目前館藏有使用權
的電子書共計約213.1萬種。

 購入空中英語教室影音典藏學習系統，提供全校教職員工生
及辦理借書申請之校友、退休教職員生於校內外合法使用。

 訂購豐富多元的數位影音平台，提供合法的公播資源。

 採購經授權的圖檔放置在本館圖庫系統，同時也租用全球專
業的Shutterstock 圖庫影像，提供本館師生在校園網域內
下載經授權的圖檔元素，用於教學或學習上之創作設計。

3



設置「教科書專區」

 地點：圖書館2樓資訊共享區。

 數量：2,067冊(中文1,137冊、西文930冊)

 使用：限在館內借閱，不提供外借。(另購複本提供外借)

 借閱：至109年12月17日，專區及複本流通借閱共計 47,915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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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供二手教科書的資訊

 提供有二手書平台資源，提供學生購置二手教科書的資訊。

5



提供二手教科書的資訊

 在本校智財權專屬網站提供國內外二手書平台資源，提供學生可
購置二手教科書的資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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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力募集二手書

 在圖書館首頁公告募書訊息外，
在圖書館2樓大廳設置募書箱，
募集二手書。109年7月至11月
底止，共募得6,132冊二手書，
其中2,803冊收編館藏，3,329
冊未收編之複本或舊版書則轉
贈給讀者。

 109年9月11日發文至各系所單
位，請所屬之教師捐贈本學期
授課之教科書複本。有多餘之
複本教科書也在校內轉贈給學
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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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強二手書流通

 自106年3月起，本館陸續轉贈不收編的複本圖書至本校各宿
舍，陳列在其閱覽空間，供同學們自由取閱。至109年12月
止，陸續轉贈熱誠樓9批共計8,452冊，良善宿舍2批共計
1,300冊，總計贈送二手書至宿舍9,752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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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強二手書流通

 本校幼兒園因關園轉贈圖書館5,000多冊減損圖書。經本館整
理編目後，其中2,768冊轉贈應外系典藏；624冊轉贈特教系
典藏，以供教學研究之用。另特殊教育家庭支持中心挑選中
文童書200冊轉贈給該中心的小朋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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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強二手書流通

 在本館2樓諮詢服務台旁也設有二手書贈書書架，長期供入館讀
者自由取閱。

 109年圖書館週活動舉辦【書刊贈送】，於12月10日(四)至12月
11日(五)在圖書館二樓大廳沙發區，將本館複本或不收編期刊、
圖書共計7,442本贈送給喜愛閱讀的師生，共贈送出4,401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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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用版影音資料使用管理

 讀者借閱家用版影片時，口頭告知不可在館內或其它公開場合播映。

 標示影片授權版本及合理使用範圍。

 館員、櫃台服務同學也會不定時巡視讀者在館內是否合理使用各項資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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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進論文比對系統

 自105年起陸續訂購「 Turnitin論文原創性比對系統」 、「快刀
中文原創性比對系統」 、 「Symskan華藝文獻相似度檢測服務」
提供全校師生進行論文自我檢測其論文之原創性，避免不當引用，
提升師生研究、學習成果產出的正能量。

12

109-1舉辦論文比對系統教育訓練(109.7.1-12.23)

教育訓練名稱 場數 參加人數 線上觀看人次

各系論文比對講習 17 443 無

Turnitin論文原創性比
對系統

3 108 20

快刀中文原創性
比對系統

1 12.30舉辦 45

Symskan華藝文獻
相似度檢測服務

1 12.30舉辦 10

109-1論文比對系統註冊人數統計(109.7.1-12.23)

比對系統名稱 註冊 / 使用人數

Turnitin論文原創性比對系統 註冊人數:2,186人(老師306人、研究生1880人)

快刀中文原創性比對系統 使用人數:275 人

Symskan華藝文獻相似度檢測 比對總人數:174人



提供多元論文比對系統，強化論文原創能量

13

比對

系統

篇數 百分比 篇數 百分比 篇數 百分比 篇數 百分比 篇數 百分比

231 7.19% 1975 61.47% 709 22.06% 157 4.89% 141 4.39%

篇數 百分比 篇數 百分比 篇數 百分比 篇數 百分比 篇數 百分比

204 31.34% 273 41.94% 99 15.20% 63 9.68% 12 1.84%

篇數 百分比 篇數 百分比 篇數 百分比 篇數 百分比 篇數 百分比

377 81.25% 72 15.51% 7 1.51% 3 0.65% 5 1.08%

相似度61-80% 相似度81-100%相似度21-40%

華藝 215 464

相似度0-20% 相似度41-60%

Turnitin

相似度41-60% 相似度61-80% 相似度81-100%

快刀 273 651

相似度0-20% 相似度21-40%

比對人次 比對篇數 比對結果

292 3,213

相似度25-49% 相似度50-74% 相似度75-100%相似度1-24%相似度0%

三個文獻比對系統比對文章結果統計(109.7.1-12.21)



宣導及規範遵守智慧財產權，合理使用圖書
館資源

 訂定相關法規

 中原大學張靜愚紀念圖書館管理辦法 中原大學張靜愚紀念圖書館影(列)印服務規則

 中原大學張靜愚紀念圖書館多媒體學習中心使用規則 中原大學張靜愚紀念圖書館期刊區使用規則

 入館需知 電子資料庫使用規範

 於電腦設備及影印空間貼有遵守智慧財產權警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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宣導及規範遵守智慧財產權，合理使用圖書
館資源

 於圖書館資源探索服務頁首可連結「使用規範」，提醒使用者使用

電子資料庫應遵守的事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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宣導及規範遵守智慧財產權，合理使用圖書
館資源

 在本校智慧財產權專屬網頁下建置「圖書館藏管理機制」網頁

 建置「學術倫理」網頁

16



17
圖片來源:shutterstock

https://www.shutterstock.com/zh-Ha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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網路管理工作報告
網路管理相關法規

臺灣學術網路流量及P2P下載管制

 ISP網路管理

尊重智慧財權警語標示

資訊安全管理

行政電腦資安健檢

伺服器安全檢查

電腦教室軟體授權管理

合法軟體授權檢視及採購

自由軟體



網路管理相關法規
臺灣學術網路管理規範

教育部校園網路使用規範

台灣學術網路智慧財產權疑似侵權處理程序

中原大學校園計算機及網路資源管理辦法

中原大學網路使用規範

中原大學電子計算機中心疑似侵權處理程序

學生操行獎懲辦法



臺灣學術網路流量及P2P下載管制

校園內個人使用，限制每日流量，108年6月3日起
依註冊資料教職員30GB。對外服務之伺服器經註
冊才開放連線，每日限流50GB。109年3月防疫遠
距教學試行學生15GB。

 P2P協定重點管制、例外開放。

透過Netflow流量統計自動阻斷異常流量，使用者
可透過網頁查詢現況。

設置IPS攔截攻擊及異常連線，管理單位主動通知
異常使用者檢視電腦。

疑似侵權案件依照「中原大學電子計算機中心疑
似侵權處理程序」處理。

疑似侵權統計109年6月11日~109年12月23日：0件



ISP網路管理
 力行、信實、恩慈、良善學生宿舍，校園無線網路，電子
計算機中心電腦教室，經由Hinet上網，透過NAT保護，
提升安全性。

 熱誠學生宿舍(1200床)網路由Hinet直接營運，提供每一床
住宿同學專用電路，連線透過Hinet安全機制保護。

 除熱誠宿舍外，109年3月防疫遠距教學試行學生宿舍
15GB流量限制。108年6月3日正式實施每日流量10GB。
P2P重點管制，例外開放。連線異常自動阻斷。並依照
「中原大學電子計算機中心疑似侵權處理程序」處理被檢
舉案件。

 學生宿舍自治會提案檢討流量，由電算中心及學務處討論
後定案。

 校內連線Google、Youtube等導向由Hinet上網。



尊重智慧財權警語標示

辦理電腦教室、行政電腦設備採購時，採購保管
組提供「請尊重智慧財權法規 不得非法下載」貼
紙，並張貼於螢幕左下方。



資訊安全管理

 109年11月16日至18日舉辦電子計算機中心109學
年度資訊安全管理系統內部稽核。12月16日委請
SGS到校進行進行ISO27001-2013資訊安全管理系
統第2次外部追查驗證，稽核結果無主要及次要不
符合事項。

依ISO-27001 ISMS290-DC-2002資訊安全組織程序
書，成立資訊安全小組。設有資安聯絡人3人，主
要負責重大資安事件聯絡及通報。並設網路不當
使用/疑似侵權abuse聯絡窗口。



行政電腦資安健檢

 109年6月11日-109年12月23日共完成223台

硬體檢查

系統軟體檢查
 軟體安裝與更新(Windows 10 Pro及Microsoft Update)

 防毒軟體(安裝及更新病毒碼、掃描)

 郵件檢視(關閉預覽、通訊錄備份)

 瀏覽器(版本更新、清除隱私資料、效能調校)

 網路設定(檢查設定、開啟防火牆、檢查通訊埠)

 安裝軟體檢視(授權)

其他
 密碼強度(與帳號相同、字典、大小寫數字符號混和)

 資料備份、硬碟重整



行政電腦資安健檢(續)
Windows 7 SP1 2015/1/13停止新版本發行，

2020/1/14終止維護。Intel, AMD, Qualcomm等公司
新開發之CPU及晶片組將只支援Windows 10。

行政電腦及106學年度及107學年度各單位採購與
行政電腦同規之個人電腦共計909台完成升級
Windows 10。

 108年11月15日起至12月18日止協助各單位自購電
腦升級Windows 10，共計完成40台電腦升級作業。

利用「爆米花」系統支援只能在舊作業系統下執
行之應用程式。



伺服器安全檢查
檢查帳號及密碼(移除未使用帳號及來賓帳號、所
有帳號要有密碼、密碼強度)

檢查防火牆及通信埠(關閉未使用之通信埠)

檢查資料存取權限
檢查公開資訊(不含個資、機密資訊、不當資訊)

檢查系統及軟體(更新版本及移除非法軟體)

防毒軟體(更新版本及病毒碼)

設定自動校時機制
透過「伺服主機清冊」及「中原大學校園伺服器
架設異動申請表」維持資料完整性及正確性



伺服器安全檢查(續)
 為落實伺服器定期檢查，要求使用本中心代管主機及虛擬
主機服務之單位及對外提供服務之伺服器，須配合資安政
策，定期執行伺服器安全檢查及弱點掃描。共計383台。

 弱點掃描連續2個月出現相同中高風險弱點，未採取修補
措施之伺服器。本中心將以Outlook通知單位主管。第3個
月出現相同弱點時，本中心將逕行中斷伺服器對外網路連
線。

 未經申請架設之伺服器及未依規定填報「伺服器資訊安全
檢查表」者，將中斷伺服器對外連線。

 108年6月3日起伺服器每日限總流量50GB。



伺服器安全檢查(續)

 IPS隨時檢視傳送資訊，如有異常自動阻斷。管理
人員就事件紀錄通知伺服器管理人員，事件重複發
生無法有效排除時，阻斷網路連線。

資安事件統計109年6月11日~109年12月23日:42件。
(教育部32件、內部8件、其他2件)

 IP註冊管制：104年11月27日本中心納管區域全數
完成註冊。排外區域：本中心電腦教室、校園無線
網路、教發中心、樂學園。



伺服器安全檢查(續)

 依據教育部107年3月21日臺教資(五)字第1070041450A號
函辦理推動本校相關網站導入安全傳輸通訊協定(HTTPS)

事宜，以保護所屬對外服務網站有涉民眾個資之傳輸安全，
並因應瀏覽器安全規範之發展。

 經108年7月9日電子計算機中心資訊安全推行小組會議決
議，108年7月17日原算字第1080002462號函公告，本校
自108年9月2日起對外提供的網頁連結，一律使用HTTPS

連線。

 依據教育部108年10月24日臺教資(五)字第1080154973號
函，持續辦理所有網站導入並預設為安全傳輸協定(HTTPS)

相關事宜。以因應國際瀏覽器大廠自108年12月起將預設
封鎖 HTTPS網頁中以HTTP下載的內容，確保使用者能正
常瀏覽網站。



電腦教室軟體授權管理

 支援電子計算機概論相關課程教學。

 電腦教室使用之作業系統及教學軟體均透過電子計算機中
心編列預算採購。

 教室電腦均安裝還原卡，並限制使用者權限，不得自行安
裝軟體。重新啟動均回復原狀。

 每學期依教學需求檢視並調整所安裝之教學軟體。

 提供自由上機教室及雲端電腦教室提供同學課後練習。

 借用教室需安裝額外軟體未出示授權證明，不得安裝。

 非全校授權之教學軟體不得安裝於教室以外環境，避免授
權數量超用。



合法軟體授權檢視及採購
 本中心負責行政電腦、電腦教室及全校授權軟體採購，其餘由
使用單位負責

 每年統計電腦教室授課軟體需求。本年度109年11月23日發文，
12月15日回收需求彙整。配合行政電腦及全校授權軟體需求，
檢視授權期限及範圍，並編列110學年度單位預算。

 現有合法軟體公告

iTouch>電算中心>行政教學資源>全校取得授權軟體

 109學年度編列軟體版權預算
 防毒軟體及微軟授權NT$3,057,000

 教學軟體NT$2,250,000



自由軟體
 配合行政院訂定之「推動ODF-CNS15251為政府文件標準格式
續階實施計畫」，要求學校「公務同仁以可產生標準ODF文件
之軟體製作政府文件」，於「線上公文簽核系統 > 操作手冊 >

軟體下載區」及「ITOUCH > 電算中心 > 行政教學資源 > 自由
軟體專區」提供OPENOFFICE相關軟體下載連結，可透過
OPENOFFICE之WRITER、CALC及IMPRESS處理文件。

 提供自由軟體下載連結，方便師長、同仁及同學下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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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用合一 卓越產研

30331
文字方塊
附件七



智財專屬網頁管理作業

中原大學首頁
https://wph.cycu.edu.tw/ipr/



教育宣導

請尊重智慧財產權/不得非法下載
請尊重智慧財產權/不得非法影印



課程一

109年9月17日

開課-校內師生

技術研發之智財佈局

109年12月3日

開課-校內師生

科技部研發成果管理管理操作、

專利補助及傑出技轉獎申請說明

109年12月10日

開課-校內師生

生醫產業創新創業課程

計畫實務演練-智財布局



課程二

109年9月29日

派員教育訓練-產技同仁

「2020學界智財影響力論壇暨實
務講座-超前布局智勝未來活動」

12月10至11日

派員教育訓練-產技同仁

教育部「大專校院智權從業人員培育
班」初階課程



課程實景



109/9/24~09/26

「2020台北創新技術博覽會」

1鉑金、1金、1銀、4銅

活動集錦



專利管理

106.9/28~106/9/30

項目 109年
申請/答辯程序

中專利
累計有效專利

進度
新申
請

領證

件數 62 45 148 481

統計期間：109年1月1日至109年12月17日止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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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護校園智財權

行銷服務組1

課程發展組2

華語文教學中心3

2



• 辦公室電腦及辦公設備皆張貼有「請尊重
智慧財產權，不得非法下載、影印」等警
示。

3



• 教室內教學電腦及筆電皆張貼有「請遵守
智慧財產權法規，不得非法下載」等警示。

4



» 肖像授權

» 攝影作品授權

簡章文宣

1.標示肖像授權者姓名

2.標示攝影者姓名

5



• 攝影作品授權書

6



• 肖像授權書

7



• 提供購買正版教材之管道。

8

109/7/1～109/12/22

總計協助代購約767冊



• 授課講義教材封面列印有「請尊重智慧
財產權，不得非法影印」之警示。

9



• 結訓成果報告冊、學員報名資料冊，內
含有授課老師講義教材或學員個資者，
於封面印有「請尊重智財權並避免個資
外洩!」之警示。

10



• 於老師上課通知
書中載明「請尊
重智慧財產權法
規，不得非法影
印、下載。」

11



• 企劃書及結案報告封底列印有「請尊重智慧
財產權，嚴禁出版」之警示。

12



13



109學年度-保護智慧財產權

校友服務暨資源發展處

報告人：校友服務中心

30331
文字方塊
附件九



保護智財權措施
 影印機、列表機、公用及個人電腦張貼警語

標籤



保護智財權措施

 單位業務文件、設計資料標示警語



保護智財權措施

 文宣、禮品採購案

廠商簽署切結書

 單位人員、工讀學生

簽署保密同意書

共同保護智慧財產及個資



個資保護措施

5

申請人確實遵守
「個資保護法」規
定，不得轉讓、洩
漏，如有違誤，申
請人自負法律之責
任，校方得請求損
害賠償。



簡報完畢 敬請指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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個人資料保護業務工作報告

吳肇銘主任秘書

109年12月30日

07-108年度教育部

獎勵私立大學校務發展計畫

109-1

校園智慧財產權暨個人資料
保護委員會議

30331
文字方塊
附件十



1

個人資料風險評鑑及業務工作

 個人資料保護法遂依政府公告時程，於101年7月1日正式實施，涵蓋範圍包含公務及

非公務機關，保障範圍包括電子資料及紙本資料檔案。

 本校於102年5月2日經第908次行政會議通過公布施行「中原大學個人資料保護管理

政策」作為最高指導方針，使全校教職員工生瞭解個人資料與隱私保護之重要。

 105年12月29日105學年度第一次校園保護智慧財產權暨個人資料保護委員會，委由

前電算中心主任劉士豪教授執行「中原大學個人資料檔案盤點與風險評鑑報告」

 106年6月25日106學年度第二次校園保護智慧財產權暨個人資料保護委員會，針對

個人資料保護業務，委請前秘書室主任祕書洪穎怡教授協助進行「106學年度個人資

料保護業務工作報告」

 107年起稽核組針對個資風險盤點高風險項目進行稽核。



2

個人資料風險評鑑及業務工作

109學年度秘書室稽核組於109年10月、11月及12月

針對下列學術及行政單位進行稽核，針對稽核所發現

事項將列入追蹤改善事項，並請受稽核單位提出改善

措施。



3

個人資料風險評鑑及業務工作

4學院16學系之招生作業程序(含個資)進行內部稽核：

 理學院 ：應數系、物理系、化學系、心理系、生科系

 工學院 ：化工系、土木系、機械系、醫工系、環工系

 電資學院：工業系、電子系、資工系、電機系

 商學院 ：企管系、國貿系



4

個人資料風險評鑑及業務工作

行政單位針對個資風險盤點高風險項目進行稽核：

 國際暨兩岸教育處大陸交流生入學報到程序(含個資)

 赴大陸營隊管理作業程序(含個資)

 人事室教職員工出勤作業管理程序(含個資)

 教職員工差假作業管理程序(含個資)

 保險作業程序(含個資)

 福利申請作業管理程序(含個資)

 計畫案人事費核發作業程序(含個資)



5

個人資料風險評鑑及業務工作

個人資料保護校內法規

 中原大學個人資料保護管理政策

 中原大學隱私權保護聲明

 中原大學校園智慧財產權暨個人資料保護委員會設置準則

 中原大學校園使用生物特徵辨識技術個人資料保護要點

https://secr.cycu.edu.tw/wp-content/uploads/f1512116877744.pdf
https://secr.cycu.edu.tw/wp-content/uploads/f1512117217545.pdf
https://secr.cycu.edu.tw/wp-content/uploads/f1512117253129.pdf
https://secr.cycu.edu.tw/wp-content/uploads/%E6%A0%A1%E5%9C%92%E4%BD%BF%E7%94%A8%E7%94%9F%E7%89%A9%E7%89%B9%E5%BE%B5%E8%BE%A8%E8%AD%98%E6%8A%80%E8%A1%93%E5%80%8B%E4%BA%BA%E8%B3%87%E6%96%99%E4%BF%9D%E8%AD%B7%E8%A6%81%E9%BB%9E-1.pdf


6

• 學生的光，老師看得見；老師的光，上帝看得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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