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11學年度第2學期
學生組織及社團負責人會議

112.02.22

活動中心s305國際會議廳



學生會‧工作報告



課外組‧工作報告



綜理學務處各組各項業務

學歷
• 英國帝門大學藝術與設計學院博士

現任
• 台南應用科技大學美容造型設計系專任副教授

❖方曉羚 /學務長



綜理及規劃本組各項業務

原住民族學生資源中心執行
秘書

❖謝旻諺/組長



社團事務：

• 類群輔導：研究類、學生會
• 輔導類群社團活動辦理之申請、補助經費核銷、

成效結報、資料製作之簽辦作業
• 全國大專校院學生社團評選及觀摩活動
• 全國大專校院學生會成果競賽及觀摩活動
• 學生社團資料檢查、年度總評鑑暨頒獎典禮
• 獎勵績優社團及社團指導老師

行政業務：

• 康乃馨大使團行政輔導工作
• 大專優秀青年遴薦

新生活動：

新生定向輔導講習

❖何守中/老師



❖ 蘇祐申/老師
社團事務：

• 類群輔導：康樂類、畢業生聯合會
• 輔導類群社團活動辦理之申請、補助經費核銷、

成效結報、資料製作之簽辦作業
• 社團服務學習：帶動中小學、教育優先區營隊、

其他服務、學生校內外志願服務及服務認證事
宜

• 社團動態成果展
• 社團活動補助款核撥作業及存戶辦理作業

行政業務：

• 社團選填及轉社相關作業
• 服務學習課程相關業務
• 社團輔導工作標竿研習

慶典活動：

• 畢業典禮



❖ 翁翊嘉/老師
行政業務：

• 學輔經費及學校配合款預算編列、經費
使用控管、年度成效結報

• 本組公文簽辦登記
• 本組工讀聘任簽約及管理
• 本組公務信箱及網頁系統維護管理
• 本組行政文書、會議紀錄、訪視、評鑑、
校務資料庫填報、彙製及歸檔

• 教育部低收入戶學產基金助學金、各縣
市政府及校外團體獎助學金業務

• 學務特色主題計畫規劃及執行
• 本組內控制度作業及管理



❖蔡怡甄/老師
社團事務：

• 類群輔導：服務類、體育類、學藝類
• 輔導類群社團活動辦理之申請、補助
經費核銷、成效結報、資料製作之簽
辦作業

• 社團指導老師業務
• 社團辦公室管理與輔導
• 社課時間及教室場地規畫
• 學生組織暨社團負責人會議

行政業務：

班級活動申請業務



❖ 黃瀚民/老師

社團事務：

• 類群輔導：系學會、學生議會
• 輔導類群社團活動辦理之申請、補助
經費核銷、成效結報、資料製作之簽
辦作業

• 領導幹部知能研習營、能力養成訓練
班培力活動、社團嘉年華會

行政業務：

• 器材設備預算編列、採購及管理
• 活動中心場地借用及管理
• 海報張貼及管理



❖ 杜培宣/老師
原住民族學生資源中心：
• 規劃及執行原資中心專案及計劃

• 原住民大專校院獎助學金

• 輔導原住民族學生申請各獎助方案

• 其他有關原住民族學生相關業務

社團事務：

類群輔導：聯誼類



❖【111-2各類群輔導老師】

蘇祐申老師

C.康樂類
SA.畢業生聯合會

何守中老師

A.研究類、SA.學生會
康乃馨大使團行政工作

杜培宣老師
F.聯誼類

黃瀚民老師

G.系學會
SA.學生議會

蔡怡甄/老師

B.學藝類、D.服務類
E.體育類



【111-2 社團負責人會議日期】

日 期 時 間 地 點

02月22日(三) 15：00～17：00

學生活動中心

S305

03月20日(一) 17：00～18：00

04月24日(一) 17：00～18：00

05月15日(一) 17：00～18：00

06月07日(三) 15：00～17：00



【112年大型活動申請表】需申請補助者才需填寫

• 相關表件請至課外組網頁→表單下載

• 補繳期限：111年3月01日(三)前e-mail至翊嘉老師
s20107@mail.tut.edu.tw ；信件主旨請註明單位名稱

★ ★活動辦理所需經費，量力而為

自籌為主，補助為輔 (未必有補助..切記！)

【111-2資料繳交】

112年大型活動彙整表.pdf


學生事務與輔導工作

經費及學校配合款

教育部獎補助私立大專校院



【111補助款概算表】

經費來源 金額

教育部

• 學輔經費(暫) $996,900

• 學校配合款(暫) $1,137,260

總計金額 $2,130,220



112年學輔經費及學校配合款概算表【課外組】112.02.20

工作項目
經費概算

項目小計
學配款 學輔

1-1-1-1 補助及辦理社團成果展演相關活動 80,000 118,000 198,000

1-1-1-2 補助及辦理全校性活動 100,000 131,660 231,660

1-1-1-3 補助及辦理校際性活動 55,000 145,000 200,000

2-3-3-4 推動校園社團發展，健全校園社團制度 245,000 120,000 365,000

2-4-2-1 補助社團辦理文化創意活動 10,000 10,000 20,000

2-4-3-1 辦理社團創意活動 10,000 10,000 20,000

2-4-4-1 辦理新生定向輔導相關活動 70,000 0 70,000

2-4-4-2 辦理新生定向輔導講習 60,000 40,000 100,000

3-1-1-2 辦理公民教育相關活動 43,000 50,000 93,000

3-2-1-1 補助及辦理社會服務工作 345,100 230,000 575,100

3-2-1-2 補助及辦理「帶動中小學社團發展計畫」 15,090 111,300 126,390

4-2-3-3 社團輔導工作效能提升 0 10,000 10,000

4-4-1-2 辦理學生社團暨系學會資料檢查、資料總評鑑 104,070 17,000 121,070

合 計 1,137,260 992,960 2,130,220



【111-2學生組織及社團異動】

• 停止運作社團：D09慈濟青年社

• 停權社團：A03孝諦佛學社、A04日文社、B07美容社、

C11熱門音樂社、C20韓國流行舞蹈社、D08汪汪哈狗社、

E03網球社、E09排球社、E13撞球社、E17就是愛漆彈社、

E18棒球社

• 111-2學期停權處分內容：
- 停止活動補助申請
- 停止借用器材權利
- 停止使用社團辦公室權利
- 列入「加強輔導社團」
- 111-2若未通過資料檢查者，112-1社團招生人數減少50%



【轉退社作業注意事項】

◆辦理時間：112年02月20日(一)上午09：00起至
112年02月22日(三)下午17：00截止

◆轉社資格：111-2學期社團得轉、退、加入之對象為七技四
年級以上及其他學制同學，七技一~三年級不得轉、退社。

◆申請方式：請至課外組網頁→活動快訊連結
線上填寫申請表。

◆社長亦不得自行答應接受社員轉社。

◆申請結果於112.03.01(三)中午前公告於網頁及佈告欄。

◆相關資訊請至【課外組網頁】查詢。

https://club-stud.tut.edu.tw/


【社團銷假注意事項】

⚫依本校學生請假規則第六條，學生缺曠情形公布於
學校學生資訊網。如有錯誤，須於當次上課日後，
2週內申請更正。

⚫請務必告知社團同學於社團課隔週至學校學生資訊
網確認是否有社團缺曠課。

⚫如需更正社團缺曠，請至課指組領取社團銷假申請
表，務必於三天內找社長簽名後送課指組祐申老師。



【社團上課注意事項】

• 【111-2學期計畫表】本學期社團上課時間及次數

• 【第一次社團時間】3月1日(星期三)3：00～4：50，請務必事先通知社團指

導老師。

• 【社課教室】請至課指組網頁查詢

• 【社團紀錄簿】每次社課均需先至社櫃拿取，需於當日社課結束給指導老師

簽名後繳回。

• 社團上課一律比照正式上課規定，由指導老師或社長確實點名，3：10前未

到者，即為曠課。一經登記，即為曠課2節，請於第一次社課再次提醒。

http://192.192.3.87:7072/Instructor/TUTForms/261?Unit=43


【社團上課注意事項】-異動社團

序 社團編號 社團 教室 備註

1
A14 嘻哈文化研究社

T407 異動 : 3/1-3/29至T405教室

2
B03 COSPLAY同好研習社

L304 異動 : 3/1至S305國際會議廳

3
B16 芳療社

T301

E317



【社團事務】

•【社團上課教室】公告於課指組網頁→常用連結，各

社團務必先行勘查確認，若有問題請至課外組找政
達老師洽詢。

•【社團教室整潔】

請共同維持並維護設備完整，若教室使用後髒亂，

經豋記警告三次(含)者，即取消社團教室使用資格。

社課教室未使用前髒亂者，請於上課前拍照存證，

並於課後整理清潔後→拍照存證→課指組回報。



【社團指導老師‧停車事宜】

111-1臨時停車證已作廢，本學期需重新申請

• 停車地點：僅限多功能展演中心前停車場

• 停車收費：每人每次收費20元(上課7次，共計收費140元)

需另付遙控器押金$400元

• 登記時間：112年3月1日(三)17：00前，向課外組怡甄老師登記，
須提供老師姓名、車號、聯絡電話，並完成繳費，學校會製發停
車證及遙控器。

• 注意事項：

1. 社課老師若有需器材教具搬運者，可請警衛開啟第二校門進
入校區，器材教具下完後，老師必須將車子開至多功能展演
中心停車場停放。

※開學第3週起多功能展演中心停車柵欄將開始進行管制。



【社團紀錄簿‧注意事項】

• 【社團紀錄簿】

– 請社長與指導老師於社
團紀錄簿上簽名欄“親
筆簽名”，請勿蓋章！！

– 務必於社課後隔天早上
9點前擲入社團鐵櫃信
箱，超過繳交時間之社
團，視為遲交。

※若有社團未能遵守社團，則列入

評鑑項目評分之一。



【社團紀錄簿‧注意事項】

• 【社團紀錄簿】

– 請社長與指導老師於社團
紀錄簿缺況單上簽名

“親筆簽名”，請勿蓋章！！

※若有社團未能遵守社團，則列入

評鑑項目評分之一。



【111-2社團辦公室，配置】

• 【111-2社團辦公室】

✓依據評鑑成績所有異動，位置圖及一覽表已公告於
【課指組網頁→相關連結→社團辦公室位置圖/表】，
請自行查閱。

✓請愛惜使用社團辦公室，請保持明亮(窗戶務必要能看
到辦公室內)，隨時保持室內外走道乾淨整潔，勿將道
具等擺放在社辦外。

✓【社辦安全維護】在校期間若發現不明人士逗留或

進入各學生組織辦公室，請務必立即通知校安中心

教官處理 06-2539580。



【111-2社團辦公室】鑰匙領取

【社辦鑰匙/領取】

1. 社團鑰匙每學期：

1) 期初：依公告時間至課指組領取，請於2月24日(五)前請社長

本人親自至課外組→怡甄老師登記領取。

2) 期末：依照指定日，將社辦鑰匙繳回課外組→怡甄老師

• 請各社團負責人依據鑰匙借領、歸還之時程協助配合。

• 所借用鑰匙，遺失者需自行賠償。

• 請各位社長務必親自保管該社團辦公室鑰匙，勿由社員、幹部作
為繳交。



◆借用方式:一律採『網路線上申請』方式。

◆網頁路徑:課指組(左側)→服務項目→器材借用。

◆需於活動前三天至課指組登記預借，恕不接受當日臨

時借用，以便管理作業順暢。

◆領取及歸還時間:上午09時至下午17時30分。

◆借用前請詳讀借用規則若有違反者將依規定辦理

【器材借用作業】

http://club.stud.tut.edu.tw/p/412-1038-293.php?Lang=zh-tw
http://club.stud.tut.edu.tw/p/405-1038-923,c293.php?Lang=zh-tw


◆借用方式:一律採『網路線上申請』方式。

◆網頁路徑:課指組(左側)→服務項目→場地借用。

◆需於活動前三天至課指組登記預借，恕不接受當日臨時借

用，以便管理作業順暢。

◆鑰匙領取及歸還時間:上午09時至下午17時30分。

◆群藝廳前廣場及一樓大鏡子前廣場線上申請審核通過後，

需填寫紙本申請表(課指組(左側)→場地借用下載)並繳至

課指組給瀚民老師即完成借用程序。

【活動中心場地‧借用作業】

http://club.stud.tut.edu.tw/p/412-1038-293.php?Lang=zh-tw
http://club.stud.tut.edu.tw/p/412-1038-293.php?Lang=zh-tw


111-2學生組織幹部名單

◆辦理請至課外組網頁→表單下載處【社團相關文件下載】

表格3月10日前(五) 將電子檔寄送至祐申老師信箱:

s00140@mail.tut.edu.tw 

◆本學期系學會可招收七技一~三年級為幹部且免參加社
團，其人數以15人為上限，請於3月10日(五) 前寄送以下
資料給祐申老師，核准後每週三需依規定實施

點名。

1、系學會幹部名單

2、111-2學期活動計劃表 (若需申請星期三為系會定期

幹部會議安排，方需填寫)

https://tutforms.tut.edu.tw/Instructor/TUTForms/261?Unit=43
mailto:s00317@mail.tut.edu.tw


◆ 名 額：10人

◆ 金 額：每名三千元

◆ 申請期限：112年03月01日(一)至05月05日(五)止。

◆ 申請資格及說明：

1. 本校學生，擔任學生組織(學生會、系學會、前浪領導菁英工作坊)或社團

幹部連續達一年以上，期間表現優異，擔任幹部期間社團評鑑成績達優

等以上，且前一學期學業成績平均成績達八十分以上、操行甲等(八十分)

以上、體育必修者成績達七十分以上，未受記小過以上處分。

2. 每學年獎勵人數以10名為原則，以下情形不得申請：

1) 本學年已獲校內之各班成績優秀獎學金(各班第一名)者

2) 在校期間曾經獲得此項獎學金者。

3. 資料審查除參酌成績單及社團評鑑成績外，另參考該社團之各項活動

（如社區服務、校際或全校性活動）辦理情形。

◆ 詳細資料可至課指組網頁→奬助學金→社團幹部奬學金→下載報名表

111學年度社團幹部奬學金通告



【帶動中小學服務活動】

◆有意願辦理者，請於3月3日(五)前向祐申老師登記

◆請開始聯繫合作學校相關事宜，於3月24日(五)前向祐申老師回
報計畫實際內容，並擬定活動申請表、活動計劃書(含流程表)、
活動預算表等(活動前二週要送出資料申請)

◆請在5月31日前執行完畢

◆相關資料可至【帶動中小學】網頁查詢

◆社長及活動負責人請加入【TUT帶動中小學】

LINE群組

https://club-stud.tut.edu.tw/p/412-1038-1145.php?Lang=zh-tw
https://www.facebook.com/groups/632784440147992/


【帶動中小學工作表】
日期 工作內容

2/24-3/24

◆開始接洽服務學校，確認相關合作內容

◆擬定活動申請表/計劃表/預算表/活動企劃書/

服務意向書/家長同意書/防疫計畫書/防疫檢核表

◆向學校提出活動申請/交通請購/保險名單

3/24-5/31

◆執行帶動中小學服務活動

◆本學期至少辦理服務四次以上

◆撰寫「反思日誌/心得分享」

5/1-5/31

◆活動結束後二週內，繳交「成果報告書」

◆製作二張A1尺寸的「成果海報」電子檔

◆繳交「活動照片」原始檔至課外組存檔

◆繳交「活動資料本」至課外組存檔



112年寒假社會服務營隊
社團名稱 活動名稱 服務地點 服務時間 隨隊老師

D10崇德青年社 誠信寶貝球收集大作戰 台南應用科技大學 112.01.14(六)-01.15(日) 蔡怡甄

C12愛唱社 銀河歷險Sing all day 台南市大內國小 112.02.01(三)-02.05(日) 丁獻宏

SA01學生會 BEE BO BEE 疫起穿越蜂之古 屏東縣長榮百合國小 112.02.02(四)-02.05(日) 蘇祐申

D01社會服務社 文正生態冒險記 台南市文正國小 112.02.06(一)-2.10(五) 張宏禮

G16餐飲系學會
蠟筆小新X計畫尋找香料大作
戰

台南市甲中國小 112.02.04(六)-02.08(三) 蔡振倉

C03滿滿愛吉他社 斯波特動起來 嘉義縣立大埔國中 112.02.04(六)-02.08(三) 侯雅庭

G18旅館系學會 海之呼吸 中洲之旅 台南市中洲國小 112.02.06(一)-02.10(五) 吳盈鴻

G10室內設計系學
會

玩具總動員神秘室件簿 台南市仁愛國小 112.02.06(一)-02.10(五) 陳宛宜



112年寒假社會服務營隊-2

◆經費核銷：請活動總召與課指組協助核銷老師接洽，並
於112.03.01(三)前完成。

◆成果資料繳交：請於03月01日(三)前上傳電子檔
(https://reurl.cc/Wqmb6e)、並紙本正本送至課指組。

◆繳交資料如下：(崇青社、學生會有上傳)

https://reurl.cc/Wqmb6e


【校園活動‧注意事項1】

• 【活動辦理及申請程序】參照網頁流程

✓活動前2週提出申請，核可後方能辦理，未經核可不得辦理

✓擬申請補助者，請於活動1個月前提出申請，未配合時效者，

將取消補助。

✓活動申請：申請書/計畫/預算..等文件

社團 電子檔 各類群老師 mail

系會 紙本 類群老師 簽收

✓ 取件→送件後1週-2週後至課外組工讀生處簽領，請妥善

保留，若遺失補副本，需收補印費。



【校園活動‧注意事項2】

• 【活動核銷/成果程序】參照網頁流程

✓活動核銷/成果：結算表/成果報告書/成果照片/人員名冊

✓取件→送件後1週-2週後至課外組工讀生處簽領，請妥善保留，

若遺失補副本，需收補印費。

✓獲補助之活動核銷成果，請配合類群老師完成核銷及成果。

★ ★送繳資料需由辦公室師長收送，請勿自行置放師長桌上，原

件遺失不予負責。

社團

系會

電子檔

類群老師 mail

結算

成果

照片

名冊
紙本

各類群老師 簽收



【校園活動‧注意事項3】

• 【活動總量管制】

✓同質性活動請各單位以聯合辦理的型態呈現(活動補助、

核准與否都將納入考量)。

• 【活動宣傳】

✓請大家思考用何種方式來宣傳而又不會影響他人



【校園活動‧注意事項4】

• 【夜間活動】

✓各項活動一律於晚上10：00前結束並離開校園，切記！

✓需以室內場地為主，若為戶外場地辦理，需經申請核可

後方可辦理，嚴禁大聲喧嘩、音響大聲撥放(如：練舞..

等)，請勿影響進修部同學上課及社區民眾夜間安寧。

✓疫情防治及安全規範：各項活動均禁止夜宿教室或學校

宿舍(包含工作人員)

✓若有違反規定遭學校提出檢舉者，將取消日後辦理活動

資格！請大家特別注意



【校園活動‧注意事項-5】

• 【夜間或假日活動場域】

✓ 平日上課，周一至周五18:30-21:45為進修部上課時間，

✓ 假日另有ROTC及在職專班上課

✓ 各組織及社團辦理活動及相關練習，禁止在各大樓
廣場(含圖書館)活動，以免影響他人上課，請利用

活動中心及多功能展演中心周邊迴廊。



【校園活動‧注意事項6】

• 【公假申請】

✓社團或系會同學若參與校、內外活動，有公假需求者，務必

先經由【活動申請】核可後，依規定於活動前完成公假申請，

若未經核可之活動公假或逾期提出申請者，一律不予受理，

缺曠則由各社團/學生組織自行負責。

• 【緊急連絡人名冊】

✓外出活動之申請，需檢附參加人員緊急連絡人名冊，送軍訓

室查核或連同申請表件一起送出申請。



【校園活動‧注意事項7】

• 【車輛進出校園申請】

✓採教職員協助線上申請

✓活動辦理若欲申請車輛進出校園停放者，需於活動前三天

提出申請，待學校審核通過車輛方能進出校內停放。

✓ 社團→需請類群老師協助申請

✓ 系會→需請系上老師協助申請



• 【經費支用】

應審慎評估所需場地、經費、人力、規模、交通、安全性..等

諸多因素，特別是活動經費，請務必事先精算評估【社團/系

會經費】是否足以支應活動之開支，以免因經費不足造成組

織推動困難。

✓量力而為【自籌為主‧補助為輔】
✓請自行評估活動距離遠近及交通工具之考量。

【校園活動‧注意事項8】



【校園活動‧注意事項-9】

• 【海報張貼】

✓請依規定張貼海報牆上，非海報牆處請勿任意張貼！！



【校園活動‧注意事項-10】

• 【海報請勿任意張貼】



【校園活動‧注意事項-11】

【環境維護】

• 各單位活動辦理結束時，務必自行將垃圾分類丟棄至垃圾場，勿

丟棄於廁所垃圾桶。



111學年度第2學期
【預計辦理活動】



【111-2預計辦理活動】
日期 活動名稱 活動地點

03.25-26 全國大專校校院學生社團評選 虎科大

3月29.30
4月25.26、4月27.28
5月16.17、5月18.19

2023（112 年）關懷偏遠地區
國民小學環教畢業宿營活動

樹谷考古暨環境教
育中心
水雉生態教育園區
隆田 chacha 文化
資產教育園區

4月(暫) 學生組織暨社團幹部能力養成訓練班 本校

04.08-09 112年學生會成果展-觀摩活動 弘光科技大學

6月(暫) 學生組織暨社團資料檢查 本校

06.17 畢業典禮 本校



【112年全國學生社團評選暨觀摩】

• 112年參賽社團：

愛唱社、美容系學會、滿滿愛吉他社

• 評選方式：線上評選

• 活動時間：3月25日(六)社團現場詢答

3月26日(日)觀摩暨頒獎典禮

• 地點：國立虎尾科技大學



112級類群
總、副召集人遴選



112級各類群總副召
類群 總召 副召

A研究類 A11命理研究社 A15青年領袖社

B學藝類 B07美容社 B06漫畫社

C康樂類 C12愛唱社 C03滿滿愛吉他社、C10熱帶魚康輔社

D服務類 D08汪汪哈狗社 D10崇德青年社

E體育類 E10桌球社 E18棒球社

F聯誼類 F01僑生暨境外生聯合會 F02原住民舞蹈與文化研究社

G綜合類 G13美術系 G19企管系



112年度重要會議
學生代表遴選



【112年重要會議學生代表-遴選】

會議名稱 單位職稱

校務會議

日間部學生會會長

學生議會議長

畢業生聯合會會長

研究生學生會會長

學院代表-美術系李博揚

• 請學生代表收到會議通知後，務必記得參與，出席會議。

會議名稱 單位職稱

學務會議

日間部學生會會長

日間部學生會
執行副會長

學生會行政中心
學生權益部部長

學生議會議長

研究生學生會會長

生科學院代表-幼保系呂婕妤

管理學院代表-企管系賴彥蓁

設計學院代表-商設系鄭思柔

藝術學院代表-行樂系吳侑恩

旅遊學院代表-養生系葉蔓梅



【112年重要會議學生代表-遴選】

會議名稱 單位職稱

總務會議

日間部學生會行政副會長

學生議會副議長

研究生學生會代表

生科學院代表-服設系張毓晉

管理學院代表-財金系蔡艾淳

設計學院代表-時尚系周品倪

藝術學院代表-音樂系邱俊頤

旅遊學院代表-應英系林佩怡

• 請學生代表收到會議通知後，務必記得參與，出席會議。

會議名稱 單位職稱

教務會議

日間部學生會行政副會長

學生議會副議長

研究生學生會會長

生科學院代表-美容系陳姿妤

管理學院代表-資管系伍彣淳

設計學院代表-多動系陳思潔

藝術學院代表-舞蹈系陳星妤

旅遊學院代表-旅館系陳奕慈



【預防詐騙、個資保護】

• 校外書商業務員經常利用下午下課時間，擅

自進入校園各處向同學逕行各類書籍推銷(外

語課程、各類書籍推銷等)及個資蒐集，並於

當場直接收取訂金進行交易。避免同學遭詐

騙或類案事件肇生糾紛，遇有類似案件請立

即通報軍訓室或生活輔導組協助支援。

06-2539580軍訓室校安中心



• 何謂「智慧財產權」？

智慧財產權（Intellectual Property Rights，簡稱IPR），係指人類
精神活動之成果而能產生財產上之價值者，並由法律所創設之一種權利。
智慧財產權必須兼具「人類精神活動之成果」，以及能「產生財產上價值」
之特性。就「人類精神活動之成果」之特性而言，如果僅是體力勞累，而
無精神智慧之投注，例如僅作資料之辛苦蒐集，而無創意之分類、檢索，
並不足以構成「人類精神活動之成果」。又此一「人類精神活動之成果」
如不能「產生財產上價值」，亦無以法律保護之必要，必須具有「財產上
的價值」，才有如一般財產加以保護之必要。

列為智慧財產權的標的有：

1、著作權及相關權利 2、商標

3、產地標示 4、工業設計

5、專利 6、積體電路之電路布局

7、未經公開資訊之保護 8、契約授權時有關反競爭行為之控制。



意見交流



第二次學生組織及
社團負責人會議
時間：112年03月20日(一)下午1700-1800

地點：學生活動中心3樓S305會議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