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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 文 摘 要 ： 本計畫之圖書規畫委員由中興大學校內不同學門專業教師共同參與
，包括智慧財產權法（含專利法、商標法、著作權法、營業秘密法
等）、公平交易法、經濟行政法、生物科技法律、網際網路法等
，從不同細項領域詳細蒐集相關主題之圖書。考量經濟法、智慧財
產權法於近年來因科技發展與產業結構轉變，而衍生新當多新興議
題，為確保圖書內容具即時性，以及能切合新興議題之發展，本圖
書規劃所徵集之圖書以近十年出版之圖書為蒐集範圍，本計畫所規
畫之典藏圖書最大特色在於跨領域科際整合、並兼顧理論與研究實
務面向等。經由本計劃所規劃的英文、日文與德文圖書，能使本校
圖書館於經濟法、智慧財產權法領域相關之法律圖書之典藏更具完
整性，並以此為基礎，配合本校於法律與跨領域（例如：生物科技
、農學、生醫等）議題的重點發展方向，強化本校與本系以智慧財
產權與科技法為法律專業人才培育方向發展之特色，並藉此發展、
開拓具與此領域相關之研究能量，以及精進教學成效，使本校原本
極具優勢的農學、生物科技研究特色，能透過與本系之合作，逐步
達到科際整合之成果，建構本校跨領域發展之學研目標。

中文關鍵詞： 專利法、商標法、著作權法、營業秘密法、公平交易法、生物科技
法律、網際網路法

英 文 摘 要 ： The book selection committee of this project is consist of
a variety of faculty with different professionalism
including intellectual property (patent law, trademark law,
copyright law and trade secret law), unfair competition
law, economic administrative law and internet law. In light
of the fact that legal issues emerged from the development
of technology and transition of industry is happening now,
the book selection committee decides to select books
concerning the topic of this project within ten years from
publication. The books selected under this project are
unique because of their multidisciplinary and combination
of theory and practice. The collection of these books,
including English, Japanese, and Germany version, would
make National Chung Hsing University library more complete
in holding books concerning the specific topic. It will
also assist the university and department of law offering
Interdisciplinary academic learning on technology related
legal issues such as biotechnology, agricultural and
biomedical development. As such, faculties, research
fellows and students can be benefited from the collection
of these books under the project. Furthermore, the project
empowers the collaboration between the university and
department of law in integrating technology academy and
legal profession.

英文關鍵詞： patent law; trademark law; copyright law; trade secret law;
unfair competition law; biotechnology law; internet la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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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與關鍵字 

本計畫之圖書規畫委員由中興大學校內不同學門專業教師共同參與，

包括智慧財產權法（含專利法、商標法、著作權法、營業秘密法等）、

公平交易法、經濟行政法、生物科技法律、網際網路法等，從不同細

項領域詳細蒐集相關主題之圖書。考量經濟法、智慧財產權法於近年

來因科技發展與產業結構轉變，而衍生新當多新興議題，為確保圖書

內容具即時性，以及能切合新興議題之發展，本圖書規劃所徵集之圖

書以近十年出版之圖書為蒐集範圍，本計畫所規畫之典藏圖書最大特

色在於跨領域科際整合、並兼顧理論與研究實務面向等。經由本計劃

所規劃的英文、日文與德文圖書，能使本校圖書館於經濟法、智慧財

產權法領域相關之法律圖書之典藏更具完整性，並以此為基礎，配合

本校於法律與跨領域（例如：生物科技、農學、生醫等）議題的重點

發展方向，強化本校與本系以智慧財產權與科技法為法律專業人才培

育方向發展之特色，並藉此發展、開拓具與此領域相關之研究能量，

以及精進教學成效，使本校原本極具優勢的農學、生物科技研究特色，

能透過與本系之合作，逐步達到科際整合之成果，建構本校跨領域發

展之學研目標。 

關鍵字：專利法、商標法、著作權法、營業秘密法、公平交易法、生

物科技法律、網際網路法 

  



計畫購置書籍數量一覽 

計畫經費購置345冊 

總筆數（冊） 複本（冊） 複本率 計畫補助款（元） 

345 81 23.48% 1,340,000  

 

補助款購置117本 

補助項目 筆數（冊） 金額（元） 

院補助款 24 50,000 

系補助款 41 100,000 

圖書館補助款 52 300,642 

總計 117 450,642 

 

總計採購計畫圖書 462 冊 

 

四、 圖書推廣方式與步驟： 

(一) 建置專屬網頁：本計畫除購置圖書之外，並在中興大學圖書館網頁開闢專

屬網頁平台，精選一百本好書，提供精要的內容介紹，讓讀者可以快速掌握本計

畫所購置的優質叢書的內容，百本好書精選可參見下列網頁。 

http://www.lib.nchu.edu.tw/index.php/nsc-plans/item/3172  

(二) 舉辦書展推廣館藏：為增加此批藏書的曝光率，讓讀者能在最短時間利用

這批新到圖書，於本校圖書館二樓閱讀窩舉辦「人社圖書主題書展」，展期自107

年3月19日至3月30日，並在圖書館網站公告書展訊息，書展期間吸引了全校師生

的參觀借閱。  

以下附上本次書展的宣傳海報及照片： 





 

 

五、購置圖書後續經營與推廣服務及資源流通規劃 

(一).後續經營與推廣服務： 

1. 採購編目： 

本計畫清單所列之現代社會中的經濟法與智慧財產權法相關圖書由本

校圖書館協助採購，並逐一驗收、登錄、分類、編目、建檔，建置詳

盡目錄資訊於圖書館書目查詢系統，透過本校圖書館專業處理，計畫

之所有書目資訊將同步建置於本校圖書館網頁與提供線上查詢；且製

作新書通報對外公布相關新書訊息。 

2. 典藏流通： 

本校圖書館於 921 地震傾毀後，經多年鳩工重建，於 94年 9月落成啟

用，新圖書館規模宏偉，佔地 9116 平方公尺，室內空間 34,595 平方

公尺，內部空間陳設舒適，館藏資源多元豐富，為中部地區研究資源

之重鎮。本計畫購置之研究圖書預計集中典藏於本校總圖書館，按照

相關主題類別開架式典藏，以利校內、外讀者流通借閱。本校圖書館

採用整合型圖書館自動化系統協助管理，以電腦系統流通模組提供讀



者借閱服務，因此，圖書處理狀態及讀者借閱狀況皆可透過本校圖書

館館藏查詢（WEBPAC）系統線上查詢，資訊公開且透明。 

3. 推廣服務： 

為發揮教學、研究及推廣效能，本校將舉辦系列相關講座、書展、活

動，推廣本計畫採購圖書。 

（1） 辦理全校書刊、電子資源使用說明會： 

圖書館每年會辦理多場次之圖書館利用教育課程，協助本校師

生認識與利用各類教學資源。以 106 年度為例，全年辦理 194

場次課程，如：各學科資源利用課程、資料庫研習、教育訓練

課程…等，參與人次為 9,282 人次。 

（2） 結合本校教師授課內容，協助學生使用各種館藏資料資源： 

為支援教學研究，配合教師課程需要，圖書館提供了教授指定

參考用書服務，教師可選擇圖書館各項紙本及電子資源館藏，

指定修課同學課後閱讀；並且加強館員學科背景及電子資源使

用等專業知識之培訓，每學院設立專門學科館員，配合教師課

程進度參與教學，將資訊素養等課程研習融入正式課程講授。 

（3） 結合校內外單位，舉辦閱讀推廣相關活動：  

106年度辦理了公務人員專書閱讀推廣書展、世界智財權系列

活動、金鼎獎校園巡迴書展、德國影展、海洋青春樂讀祭閱讀

推廣活動、教發中心系列講座、作家講座、通識講座、留遊學

書展及講座、電子資源嘉年華、興大藝術季講座…等活動。 

（4） 使用資料庫整合查詢系統，方便讀者們查詢和使用： 

提供讀者在簡易的介面及檢索流程下，使用多元化的館藏電子

資源，使讀者能在單一的檢索介面中，運用簡易的查詢和瀏覽

功能取得所需的各種資源。 



（5） 提供圖書館館藏查詢系統（WEBPAC），方便讀者查詢本館各類

型資料之館藏狀況： 

整合紙本圖書、電子書與各種資料庫於線上公用目錄，使讀者

能更有效率的檢索本館館藏，且更迅速地查詢到資料所在的架

位並獲取資料。 

（6） 無線上網服務： 

提供讀者自行攜帶電腦無線上網環境，方便讀者查詢及使用館

藏資源。 

 (二).促進資源流通與共享之規劃： 

1. 館際合作服務： 

館際合作服務是國內外各圖書館間提供資源共享的付費服務方式，透

過全國文獻傳遞服務系統 (NDDS: Nationwide Document Delivery 

Service)，提供期刊、圖書、學位論文等資料之複印及圖書借閱的服

務，以互通有無與共享，有效發揮各館有限資源之最大價值。 

本校圖書館為「中華圖書資訊館際合作協會」會員，每年執行館際合

作服務之績效名列前茅，不論借出或貸入圖書資源，均能以最有效的

的方式與最快的時間提供此項服務。 

（1） 全國文獻傳遞服務系統： 

結合全國期刊聯合目錄與館際合作功能，提供讀者線上查詢

國內 400 餘所圖書館之館藏，可線上申請圖書互借與期刊全

文複印，並可隨時查詢申請狀態。凡他校未典藏本計畫所購

之圖書資料，讀者亦可透過本項服務系統向本館借閱或複印。

目前所有參與之合作館均可採用線上申請方式提供快速、便

捷的服務，讀者使用本系統申請服務，不但可以節省申請的

時間，又不受圖書館的開閉館時間限制。本系統可促進國內

圖書館資源流通分享。 

http://www.ilca.org.tw/


（2） 中區六校（中興、東海、逢甲、靜宜、中國醫藥大學、中山

醫藥大學）快速館際合作複印服務： 

為增進資源共享理念，本校與東海大學、逢甲大學、靜宜大

學、中國醫藥大學、中山醫藥大學等校圖書館合作複印快速

優惠服務，凡 40 頁（含）以下之申請案件及 40 頁以上之郵

遞複印申請件，處理時間在 1-3 個工作天內完成，每頁 2

元，不需手續費。 

（3） 台綜大四校(中興、成大、中山、中正)館際合作複印服務： 

本校與成功大學、中山大學、中正大學圖書館合作複印快速

優惠服務，每頁 3元，不須手續費。 

 

2. 圖書互借服務 

除提供校內師生使用與上述全國性館際合作互借外，亦提供中部地區

23所大學校院之教師及學生及全國各級學術圖書館之讀者借閱利用。

凡持有聯盟或圖書互借借書證之各校教師或學生皆可至本校借閱此批

計畫研究圖書。本校圖書館所參與全國性及區域性圖書互借合作機制

如下： 

（1） 中部大學圖書館聯盟圖書借閱服務 

由本校圖書館發起，與中區大學校院圖書館共同組成「中部

大學圖書館聯盟」，合作提供區域性互借圖書服務，嘉惠大

台中地區莘莘學子及研究人員。中部地區參與之大學分別為

大葉大學、中山醫學大學、中國醫藥大學、中臺科技大學、

弘光科技大學、育達科技大學、亞洲大學、明道大學、東海

大學、南開科技大學、建國科技大學、修平科技大學、國立

勤益科技大學、國立彰化師範大學、國立暨南國際大學、國

立臺中科技大學、國立臺中教育大學、國立聯合大學、逢甲



大學、朝陽科技大學、僑光科技大學、靜宜大學、嶺東科技

大學及本校等 24 所大學校院圖書館。 

（2） 本館與國內各大學圖書館雙邊圖書互借服務 

本校圖書館與國內各研究型大學圖書館簽訂雙邊圖書互借

服務機制，合作圖書館包括中央研究院歐美研究所、民族研

究所、歷史語言研究所圖書館、台北藝術大學圖書館、台灣

大學圖書館、政治大學圖書館、交通大學、清華大學、中央

大學圖書館、中原大學圖書館、玄奘大學圖書館、中州科技

大學圖書館、海洋大學圖書館、東華大學圖書館、雲林科技

大學圖書館、空中大學圖書館、台灣師範大學圖書館、空軍

官校、國防大學資圖中心、屏科大圖書館，開放合作學校之

教師或學生至本校借閱研究圖書。本館與全國北、中、南各

大學圖書互借情形請參見下表。 

區域 縣市 中部聯盟館圖書互借/雙邊圖書互借合作館  

北部 基隆市  海洋大學  

 台北市 台灣大學、中央研究院歐美研究所、民族研究所、歷史語

言研究所、臺灣師範大學、政治大學 

 

 新北市 台北藝術大學、海洋大學、空中大學  

 桃園市 中原大學、中央大學、國防大學  

 新竹市 交通大學、清華大學、玄奘大學  

 苗栗縣 聯合大學、育達商業科技大學  

中部 台中市 中山醫學大學、中國醫藥大學、中臺科技大學、東海大學、

逢甲大學、台中科技大學、台中教育大學、嶺東科技大學

等、修平科技大學、弘光科技大學、亞洲大學、朝陽科技

大學、勤益科技大學、靜宜大學、僑光科技大學 

 

 彰化縣 大葉大學、建國科技大學、彰化師範大學、中州科技大學、

明道大學 

 



 南投縣 暨南國際大學、南開科技大學  

 雲林縣 雲林科技大學  

南部 嘉義縣 中正大學  

 台南市 成功大學  

 高雄市 中山大學、空軍軍官學校  

 屏東縣 屏東科技大學  

東部 花蓮縣 東華大學  

※為達研究資源共享目標，凡利用「全國文獻傳遞服務系統(NDDS)」平台借閱本

計畫採購之研究圖書，每冊僅收 50元。 

3. 館際合作薪資扣款服務 

為增進專任教師使用館際合作服務之便利性，圖書館提供「文獻複印

宅急便」服務，NDDS 與 RapidILL 文獻複印申請件可採薪資扣款，透

過校內文件傳遞袋傳送文獻與預開收據，完成付款取件，教師不需到

館，亦能輕鬆取得所需全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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