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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濟部智慧財產局 

109 年度「校園智慧宣導團」智慧種子師資招募簡章 

活動緣起 

基於目前高中職以下校園，許多學生對智慧財產權之相關概念認知不足，

可能發生侵權行為而不自知，因此，經濟部智慧財產局 (以下簡稱本局) 多年

來致力於推動校園智慧財產權教育與宣導，藉由與各大學校院結盟，廣邀法律

相關系所或服務性社團學生加入智慧種子師資行列，經由培訓後，透過簡易題

材與生動、活潑之互動方式來教導高中職以下學生，建立正確著作權觀念。 

一、 智慧種子師資報名資格 

1. 大學校院法律/教育系所及相關社團學生 

2. 大學校院服務性社團學生 

3. 大學校院曾修習法律相關課程學生 

4. 大學校院對智慧財產權有興趣之學生 

5. 以可配合出團者優先 

二、 報名方式及注意事項 

1. 報名自即日起至各場次前 1日或額滿為止，請填妥附件所需資訊後，

以電子郵件 (E-Mail) 寄至 bushra_cheng@nasme.org.tw，或逕上報名

系統 (https://forms.gle/5cNtqUXu4XLVfuJM8) 登錄。 

 聯繫窗口：鄭小姐 

 連絡電話：02-23660812#127 

 傳  真：02-23697673 

2. 為配合武漢肺炎防疫措施，現場將備有消毒酒精以供使用，參加者

若有感冒和咳嗽症狀，請全程配戴口罩，如有發燒症狀者(超過 38

度者)請勿出席，以維護自身及他人的健康 

3. 當日提供培訓資料，供應午餐，敬請自備環保餐具、水杯。 

4. 報名後若不克參與本課程請於開課前 3日通知執行單位。 

5. 全程參加者將於結訓後發給結訓證書。 

https://forms.gle/5cNtqUXu4XLVfuJM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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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培訓時間/地點 

四、 課程配當表 (暫定) 

＊本培訓課程每場次為期 1天 (總時數 7小時)。 

項次 場次 日期 地點 說明 

1 
臺北場 

(北區) 

109年 3月 21日 

(星期六) 

國立臺灣師範大學公館校區-

研究大樓視聽教室S102 (台北

市文山區汀州路四段88號) 

由捷運公館站一號

出口，向南步行15

分鐘，或乘公車到

「師大分部」站。 

2 
臺中場 

(中區) 

109年 3月 28日 

(星期六) 

國立臺灣體育運動大學-行政

大樓B1視聽教室 (台中市北區

雙十路一段16號) 

由臺中火車站搭乘

公車約15分鐘。 

3 
高雄場 

(南區) 

109年 4月 11日 

(星期六) 

高雄車站NO.1會議/課程/職訓

教室-Galaxy 教室B (高雄市三

民區九如二路255號12樓) 

鄰近高雄火車站，步

行約 5分鐘。 

項次 時間 總時數 課程 講師 

1 08:00-08:30 0.5 小時 學員報到、領取資料  

2 08:30-09:00 0.5 小時 活動須知及攝影要點解說 專案執行人員 

3 09:00-12:00 3 小時 
智慧財產權面面觀 

與實例研討 

北區：陳全正副所長 

中區：周書帆副理 

南區：蔡明樹律師 

4 12:00-13:00 1 小時 午餐時間  

5 13:00-14:00 1 小時 
優良種子師資團 

教學示範演出 
108年度種子師資團 

6 14:00-17:00 3 小時 
教授活動帶領技巧 

及實務演練 
胡瑋翰老師 

7 17:00-17:10 10 分鐘 活動結語 專案執行人員 

8 17:10~ - 結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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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培訓課程內容說明 

階段 課程名稱 課程說明 講師規劃 

單元一 
活動須知 

及攝影要點解說 

(1) 攝影要點解說及活動須知課程。 

(2) 提供過去智慧種子師資團實際出團照片

作為參考，讓種子群未來更能掌握出團攝

影技巧。 

(3) 深入介紹智慧財產權校園深耕重要性。 

(4) 宣導注意事項說明等，藉由以上說明使智

慧種子師資了解執行運作過程。 

本會專案 

執行人員 

單元二 
智慧財產權面面觀 

與實例研討 

(1) 著重於教導種子師資著作權正確觀念。 

(2) 特別規劃 

 採分組方式依實際著作權個案進行討

論並提出心得分享。 

 透過講師重點補充，以研討方式讓種

子師資融入著作權正確觀念。 

 時事相關議題。 

智慧局人員

或專家學者 

單元三 

優良種子師資團教

學示範演出及經驗

交流傳承 

藉由有出團經驗之種子師資團針對國小、國

中、高中職之宣導模式，分享示範演出以及

實務演練課程做出實務解析，讓參與培訓種

子師資分享其創意，將其本身實務宣導經驗

包含活動設計、活動帶領及主持技巧交流傳

承。 

108年度優良

種子師資 

單元四 
教授活動帶領技巧

及實務演練 

(1) 多元化教學，激發活動創意，掌握教案

可行性及宣導重點。 

(2) 重點規劃 

透過團隊討論、腦力激盪及創意思考過

程，有效的掌握校園宣導的重點，並從

團隊互動中學習合作與分工策略。 

專業 

團康講師 

 

主辦單位：經濟部智慧財產局    執行單位：中華民國全國中小企業總會 (廣告) 



109年度「校園智慧宣導團」智慧種子師資培訓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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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種子師資培訓班-報名表 

109年度校園智慧宣導團-智慧種子師資培訓班-報名表 

學校名稱：                              社團名稱：                            

宣導品送達地址：                                      (社團或團體報名必填) 

編號 
職稱 

(團長/團員) 
系所年級 姓名 生日 身份證字號 聯絡電話 E-mail 用餐 希望受訓區別 

1               □葷 □素 □北區□中區□南區 

2               □葷 □素 □北區□中區□南區 

3               □葷 □素 □北區□中區□南區 

4               □葷 □素 □北區□中區□南區 

5               □葷 □素 □北區□中區□南區 

6               □葷 □素 □北區□中區□南區 

本報名資料僅提供活動報名及保險使用，不另做他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