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佐證資料-01  保護智慧財產權宣導及執行小組設置辦法 

名稱：保護智慧財產權宣導及執行小組設置辦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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佐證資料-02  102學年度保護智慧財產權行動方案執行會議紀錄 

名稱：會議紀錄頁 1 

時間：102年 10月 22日 

名稱：會議紀錄頁 2 

時間：102年 10月 22日 

  

名稱：會議簽到表 

時間：102年 10月 22日 

名稱：會議紀錄簽呈 

時間：102年 10月 29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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佐證資料-03  學務處智慧財產權宣導網頁 

名稱：學務處智慧財產權宣導網頁 

時間：103年 6月 20日 

位置：http://budget.sa.uch.edu.tw/sao/student/page13.php 

 

 

http://budget.sa.uch.edu.tw/sao/student/page13.ph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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佐證資料-04  選課系統教學大綱（1） 

名稱：選課系統教學大綱-電子系日四技一年級「物理」 

時間：103年 6月 20日 

位置：健行科技大學課程資訊查詢服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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佐證資料-05  選課系統教學大綱（2） 

名稱：選課系統教學大綱-電子系日四技一年級「數位羅技設計實習」 

時間：103年 6月 20日 

位置：健行科技大學課程資訊查詢服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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佐證資料-06  選課系統教學大綱（3） 

名稱：選課系統教學大綱-機械系日四技二年級「電機學」 

時間：103年 6月 20日 

位置：健行科技大學課程資訊查詢服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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佐證資料-07  選課系統教學大綱（4） 

名稱：選課系統教學大綱-機械系日四技二年級「機械製圖(二)」 

時間：103年 6月 20日 

位置：健行科技大學課程資訊查詢服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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佐證資料-08  選課系統教學大綱（5） 

名稱：選課系統教學大綱-企管系日四技三年級「電子商務」 

時間：103年 6月 20日 

位置：健行科技大學課程資訊查詢服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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佐證資料-09  選課系統教學大綱（6） 

名稱：選課系統教學大綱-企管系日四技三年級「企業倫理」 

時間：103年 6月 20日 

位置：健行科技大學課程資訊查詢服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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佐證資料-10  選課系統教學大綱（7） 

名稱：選課系統教學大綱-資管系日四技四年級「專案管理」 

時間：103年 6月 20日 

位置：健行科技大學課程資訊查詢服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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佐證資料-11  選課系統教學大綱（8） 

名稱：選課系統教學大綱-應外系日四技四年級「外貿英文」 

時間：103年 6月 20日 

位置：健行科技大學課程資訊查詢服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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佐證資料-12  選課系統教學大綱（9） 

名稱：選課系統教學大綱-資工所碩士班一年級「資訊安全研討」 

時間：103年 6月 20日 

位置：健行科技大學課程資訊查詢服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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佐證資料-13  選課系統教學大綱（10） 

名稱：選課系統教學大綱-經管所碩士班一年級「人力資源管理研討」 

時間：103年 6月 20日 

位置：健行科技大學課程資訊查詢服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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佐證資料-14  教務處影印室張貼警示標語 

名稱：教務處影印室張貼警示標語 

時間：103年 6月 10日 

位置：教務處影印室 

 

 



43 
 

佐證資料-15  智慧財產權宣導網頁（1） 

名稱：圖書館-智慧財產權相關權站 

時間：103年 6月 18日 

位置：http://www.lib.uch.edu.tw/uch/portal_n9.php?button_num=n9 

 

 

http://www.lib.uch.edu.tw/uch/portal_n9.php?button_num=n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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佐證資料-16  智慧財產權宣導網頁（2） 

名稱：圖書館-使用全文電子資源系統規定 

時間：103年 6月 18日 

位置：http://rpa.lib.uch.edu.tw:8080/cgi-bin/smartweaver/browse.cgi?o=der 

 

 

http://rpa.lib.uch.edu.tw:8080/cgi-bin/smartweaver/browse.cgi?o=der


45 
 

佐證資料-17  1021學期智慧財產權網路有獎徵答 

名稱：1021學期智慧財產權網路有獎徵答活動首頁 

時間：103年 6月 18日 

位置：http://budget.sa.uch.edu.tw/sao/lifeaff/activity/1021/index.htm 

 

名稱：1021學期智慧財產權網路有獎徵答題目卷 

時間：103年 6月 18日 

位置：http://budget.sa.uch.edu.tw/sao/lifeaff/activity/1021/index.htm 

 

http://budget.sa.uch.edu.tw/sao/lifeaff/activity/1021/index.htm
http://budget.sa.uch.edu.tw/sao/lifeaff/activity/1021/index.htm


46 
 

佐證資料-18  1022學期智慧財產權網路有獎徵答 

名稱：1022學期智慧財產權網路有獎徵答活動首頁 

時間：103年 6月 18日 

位置：http://budget.sa.uch.edu.tw/sao/lifeaff/activity/1022/index.htm 

 

名稱：1022學期智慧財產權網路有獎徵答題目卷 

時間：103年 6月 18日 

位置：http://budget.sa.uch.edu.tw/sao/lifeaff/activity/1022/index.htm 

 

http://budget.sa.uch.edu.tw/sao/lifeaff/activity/1022/index.htm
http://budget.sa.uch.edu.tw/sao/lifeaff/activity/1022/index.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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佐證資料-19  1021學期智慧財產權專題演講 

名稱：智慧財產權講座 

日期：102年 10月 1日 

位置：商學院國際會議廳 

名稱：智慧財產權講座 

日期：102年 10月 1日 

位置：商學院國際會議廳 

  

名稱：智慧財產權講座 

日期：102年 10月 1日 

位置：商學院國際會議廳 

名稱：智慧財產權講座 

日期：102年 10月 1日 

位置：商學院國際會議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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佐證資料-20  1022學期智慧財產權專題演講 

名稱：智慧財產權講座 

日期：103年 3月 27日 

位置：商學院國際會議廳 

名稱：智慧財產權講座 

日期：103年 3月 27日 

位置：商學院國際會議廳 

  

名稱：智慧財產權講座 

日期：103年 3月 27日 

位置：商學院國際會議廳 

名稱：智慧財產權講座 

日期：103年 3月 27日 

位置：商學院國際會議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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佐證資料-21  智慧財產權網頁宣導資料 

名稱：學務處智財權宣導資料網頁 

時間：103年 6月 18日 

位置：http://budget.sa.uch.edu.tw/sao/student/page13.php 

 

名稱：學務處智財權宣導資料網頁 

時間：103年 6月 18日 

位置：http://budget.sa.uch.edu.tw/sao/student/page13.php 

 

http://budget.sa.uch.edu.tw/sao/student/page13.php
http://budget.sa.uch.edu.tw/sao/student/page13.ph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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佐證資料-22  「校園著作權百寶箱」提供參閱-圖書館（1） 

名稱：「校園著作權百寶箱」連結 

時間：103年 6月 18日 

位置：http://rpa.lib.uch.edu.tw:8080/cgi-bin/smartweaver/browse.cgi?o=der 

 

http://rpa.lib.uch.edu.tw:8080/cgi-bin/smartweaver/browse.cgi?o=d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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佐證資料-23  「校園著作權百寶箱」提供參閱-圖書館（2） 

名稱：「校園著作權百寶箱」館藏查詢畫面 

時間：103年 6月 18日 

位置：http://library.uch.edu.tw/cgi-bin/spydus.exe/MSGTRN/OPAC/BSEARCH 

 

名稱：「校園著作權百寶箱」一書在架上情形 

時間：103年 6月 18日 

位置：圖書館 4樓 

 

 

http://library.uch.edu.tw/cgi-bin/spydus.exe/MSGTRN/OPAC/BSEARC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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佐證資料-24  校慶園遊會攤位-智慧加油站 

名稱：校慶園遊會攤位-智慧加油站 

時間：102年 10月 19日 

位置：攝於操場 

名稱：校慶園遊會攤位-智慧加油站 

時間：102年 10月 19日 

位置：攝於操場 

  

名稱：校慶園遊會攤位-智慧加油站 

時間：102年 10月 19日 

位置：攝於操場 

名稱：校慶園遊會攤位-智慧加油站 

時間：102年 10月 19日 

位置：攝於操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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佐證資料-25  學生手冊校規 

名稱：學生手冊 

時間：103年 6月 18日 

位置：http://budget.sa.uch.edu.tw/sao/student/page11.php 

 

 

http://budget.sa.uch.edu.tw/sao/student/page11.ph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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佐證資料-26  學生手冊網頁警語暨禮儀鏡中英文宣導標語 

名稱：學生手冊 

時間：103年 6月 18日 

位置：http://budget.sa.uch.edu.tw/sao/student/page11.php 

 

名稱：禮儀鏡智慧財產權中英文宣導標語 

時間：103年 6月 18日 

位置：攝於行政大樓 1樓 

 

http://budget.sa.uch.edu.tw/sao/student/page11.ph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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佐證資料-27  圖書館影印機上揭示「尊重智慧財產權」警語 

名稱：「尊重智慧財產權」警語-貼於機身 

時間：103年 6月 18日 

位置：攝於圖書館 B2 

名稱：「禁止非法影印宣告」警語-貼於機身 

時間：103年 6月 18日 

位置：攝於圖書館 2樓 

  

名稱：「影印合理使用」提醒-貼於機身 

時間：103年 6月 18日 

位置：攝於圖書館 B2 

名稱：「尊重智慧財產權」警語-貼於機身 

時間：103年 6月 18日 

位置：攝於圖書館 1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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佐證資料-28  圖書館各樓層影印機張貼情形 

名稱：圖書館 2樓-辦公室影印區 

時間：103年 6月 18日 

位置：攝於圖書館 2樓 

名稱：圖書館 3樓期刊區影印區 

時間：103年 6月 18日 

位置：攝於圖書館 3樓 

  

名稱：圖書館 4樓-中文書庫影印區 

時間：103年 6月 18日 

位置：攝於圖書館 4樓 

名稱：圖書館 B2參考書區影印區 

時間：103年 6月 18日 

位置：攝於圖書館 B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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佐證資料-29  圖書館各樓層影印機張貼情形 

名稱：圖書館 1樓-教科書專區影印區 

時間：103年 6月 18日 

位置：攝於圖書館 1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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佐證資料-30  羚馳企業有限公司契約書 

名稱：羚馳企業有限公司契約書第八條 

 



59 
 

佐證資料-31  郁皇事務機器有限公司合約書 

名稱：郁皇事務機器有限公司-第十五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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佐證資料-32  全震事務機器有限公司契約書 

名稱：全震事務機器有限公司-第十七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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佐證資料-33  健行科技大學圖書館影印服務規則 

名稱：健行科技大學圖書館影印服務規則-公告於網頁並於影印區張貼 

時間：97年 4月 8日通過 

位置：http://www.lib.uch.edu.tw/uch/manager_admin/new_file_download.php?Pact=FileDownLoad&Pval=783 

健行科技大學圖書館影印服務規則 

 

                                           97.4.8圖書館委員會會議通 

一、影印服務時間及地點  

本館三樓、四樓設有影印機，供讀者於圖書館開放時間使用。 

 

二、影印付費方式  

1、讀者需先購買影印卡，憑卡影印。  

2、如需零印，亦可向一樓櫃檯換證借卡，影印後依實際張數付現。  

 

三、影印價格 

    A3 / 每張 2元 

    A4、B4 / 每張 1元 

    雙面影印以兩倍價格計算。 

 

四、影印卡購買地點及價格  

1、購買地點︰圖書館一樓流通櫃檯。  

2、影印卡價格︰ 

    200張／250元（含押卡費 50元） 

    500張／525元（9.5折，含押卡費 50元） 

    1000張／950元（9折，含押卡費 50元） 

    張數用完可退押卡費。 

 

 五、影印注意須知 

1、請遵守著作權法相關規定，不得非法影印。 

2、館內資料影印完畢請放於書車上由本館人員統一上架。 

 

 六、本規則經圖書館委員會會議通過後公佈實施，修正時亦同。 

 

http://www.lib.uch.edu.tw/uch/manager_admin/new_file_download.php?Pact=FileDownLoad&Pval=78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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佐證資料-34  圖書館影印服務規則公告於影印區 

名稱：圖書館影印服務規則公告於影印區 

時間：103年 6月 18日 

位置：圖書館 2樓辦公室影印區 

 

名稱：圖書館影印服務規則公告於影印區 

時間：103年 6月 18日 

位置：圖書館 4樓中文書庫影印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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佐證資料-35  影印服務區張貼遵守智慧財產權及不得非法影印警語 

名稱：影印服務區 

時間：103年 6月 18日 

位置：攝於行政大樓二樓 人事室辦公室 

名稱：影印服務區 

時間：103年 6月 18日 

位置：攝於行政大樓五樓 財金系辦公室 

  

名稱：影印服務區 

時間：103年 6月 18日 

位置：攝於行政大樓二樓 會計室辦公室 

名稱：影印服務區 

時間：103年 6月 18日 

位置：行政大樓二樓 事務組辦公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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佐證資料-36  健行科技大學二手書平台辦理情形 

名稱：健行科技大學二手書平台 

時間：103年 6月 18日 

位置：http://service.lib.uch.edu.tw:8888/SecondHandBook/ 

 

 

http://service.lib.uch.edu.tw:8888/SecondHandBoo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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佐證資料-37  北區圖書資源共享服務平台二手教科書服務 

名稱：北區圖書資源共享服務二手教科書服務平台 

時間： 103年 6月 18日 

位置：http://ctlelib.org.tw/ctle/hyill/usedbook_index.jsp 

 

 

http://ctlelib.org.tw/ctle/hyill/usedbook_index.js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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佐證資料-38  二手教科書募集分送弱勢同學情形 

名稱：二手教科書募集分送弱勢同學情形 

時間：102年 9月 16-27日 

位置：攝於圖書館 2樓 

名稱：二手教科書募集分送弱勢同學情形 

時間：102年 9月 16-27日 

位置：攝於圖書館 2樓 

  

名稱：二手教科書募集分送弱勢同學情形 

時間：102年 9月 16-27日 

位置：攝於圖書館 2樓 

名稱：二手教科書募集分送海報 

時間：102年 9月 16-27日 

位置：於圖書館 2樓舉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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佐證資料-39  北區圖書資源共享服務平台二手教科書服務-推廣問卷統計 

名稱：北區圖書資源共享服務平台二手教科書服務平台推廣問卷統計 

時間：103年 3-4月實施 

位置：推廣實施地點-健行科技大學，共計 9場，559 人參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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佐證資料-40  圖書館教科書專區 

名稱：圖書館教科書專區 

時間：103年 6月 18日 

位置：攝於圖書館 1樓 

名稱：圖書館教科書專區 

時間：102年 9月 18-27日 

位置：攝於圖書館 1樓 

  

名稱：圖書館教科書專區 

時間：102年 9月 18-27日 

位置：攝於圖書館 2樓 

名稱：圖書館教科書專區 

時間：102年 9月 18-27日 

位置：攝於圖書館 2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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佐證資料-41  健行科技大學校園網路管理規範 

名稱：健行科技大學校園網路管理規範 

位置：http://aps2.uch.edu.tw/adm_unit/cnc_new/words_uch/法規/健行科技大學校園網路管理規

範 1011002.pdf 

 

 

http://aps2.uch.edu.tw/adm_unit/cnc_new/words_uch/法規/健行科技大學校園網路管理規範1011002.pdf
http://aps2.uch.edu.tw/adm_unit/cnc_new/words_uch/法規/健行科技大學校園網路管理規範1011002.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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佐證資料-42  健行科技大學網路智慧財產權疑似侵權處理程序 

名稱：健行科技大學網路智慧財產權疑似侵權處理程序 

位置：http://www.cc-adm.uch.edu.tw/wiz-sop-20120726.html 

 

 

http://www.cc-adm.uch.edu.tw/wiz-sop-20120726.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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佐證資料-43  超過限制流量與流量異常清單 

名稱：超過限制流量與流量異常清單(一) 

時間：103年 6月 25日 

位置：http://netflow-web.uch.edu.tw/block.php?personal=no 

 
名稱：超過限制流量與流量異常清單(二) 

時間：103年 6月 25日 

位置：http://netflow-web.uch.edu.tw/block_dorm.php?personal=no 

 

 

http://netflow-web.uch.edu.tw/block.php?personal=no
http://netflow-web.uch.edu.tw/block_dorm.php?personal=n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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佐證資料-44  健行科技大學校園暨宿舍網路管理細則 

名稱：健行科技大學校園暨宿舍網路管理細則 

位置：http://www.cc-adm.uch.edu.tw/健行科技大學校園暨宿舍網路管理細則.pdf 

 

 

http://www.cc-adm.uch.edu.tw/健行科技大學校園暨宿舍網路管理細則.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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佐證資料-45  電腦標示智財權文字 

名稱：電腦教室電腦標語-1 

時間：103年 6月 25日 

位置：行政大樓 A317b 

 

名稱：電腦教室電腦標語-2 

時間：103年 6月 25日 

位置：行政大樓 A317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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佐證資料-46  健行科技大學網際網路服務管理辦法 

名稱：健行科技大學網際網路服務管理辦法 

位置：http://www.cc-adm.uch.edu.tw/健行科技大學網際網路服務管理辦法-20120731.pdf 

 

 

http://www.cc-adm.uch.edu.tw/健行科技大學網際網路服務管理辦法-20120731.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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佐證資料-47  智慧財產權校園非法軟體抽查報告 

名稱：102學年度智慧財產權校園非法軟體抽查報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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佐證資料-48  檢舉信箱標籤 

名稱：貼於電腦設備上標語，內有檢舉信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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佐證資料-49  授權軟體合約（1） 

名稱：MS-CA主約-授權通知書 名稱：MS-CA主約-授權訂單(每年 2~3月) 

  

名稱：MS-CA學生授權通知書 名稱：MS-CA學生授權訂單(每年 9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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佐證資料-50  授權軟體合約（2） 

名稱：MS-CA Server授權通知書 名稱：MS-CA Server授權訂單(每年 10月) 

  

名稱：全校防毒軟體授權(每年 9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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佐證資料-51  授權軟體合約（3） 

名稱：Matlab授權維護合約(每年 10月) 

 

名稱：Adobe Acrobat 授權維護合約(每年 11 月) 

 



80 
 

佐證資料-52  授權軟體清單 

名稱：授權軟體清單 

位置：http://ccadm.me.uch.edu.tw/CNC-new/CNC-軟體列表/軟體列表.htm 

 



81 
 

佐證資料-53  102學年度採購軟體清單 

名稱：102學年度採購軟體清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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佐證資料-54  開放源碼及自由軟體清單 

名稱：開放源碼及自由軟體清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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佐證資料-55  102學年度健行科技大學自我評鑑 

名稱：行政類自我評鑑資料表 

時間：102學年度 

位置：第 124頁 

名稱：行政類自我評鑑資料表 

時間：102學年度 

位置：第 125頁 

  

名稱：行政類自我評鑑資料表 

時間：102學年度 

位置：第 326頁 

名稱：行政類自我評鑑資料表 

時間：102學年度 

位置：第 327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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佐證資料-56  資訊設備與媒體管理作業辦法 

名稱：資訊設備與媒體管理作業辦法 名稱：資訊設備與媒體管理作業辦法 

  

名稱：資訊設備與媒體管理作業辦法 名稱：資訊設備與媒體管理作業辦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