教學卓越成果報告

)

壹、計畫名稱
協同教學

貳、執行單位
通識教育中心

參、執行期間
104 學年度第 1 學期（104/10/01-105/12/31）

肆、課程名稱/原授課教師
一、西方文明與現代社會/李功勤
二、生活中的智慧財產權/張柏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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伍、協同教學成果
■ 協同教師陳韻竹
(一)、基本資料
協 同 教 學 課 程 西方文明與現代社會

授課學制 A

協 同 教 師 姓 名 陳韻竹
協 同 教 師 現 職 中國大陸研究學會助理
協 同 教 師 學 歷 倫敦大學金匠學院
主 要 經 歷 上海文創園區規劃師

(二)、授課綱要
第七週：英國社會與文化

(三)、教學內容摘要
英國社會的變遷，講述英國的文創歷史與啤酒文化及英國人對階級的意識及著
名英國博物館。在英國深厚底蘊下的歷史創造了許多英國獨有的皇家特色，當
年的日不落帝國到倫敦奧運的風采，驕傲的英國口音帶你看見英國，這個美麗
的國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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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課堂剪影
照片一：【老師詢問英國小常識，學生舉手搶答】

照片二：【老師介紹英國文化創意產業歷史】

1-1

■ 協同教師吳文倩
(一)、基本資料
協 同 教 學 課 程 西方文明與現代社會

授課學制 A

協 同 教 師 姓 名 吳文倩
協 同 教 師 現 職 化妝品公司駐台經理
協 同 教 師 學 歷 世新大學公廣系
主 要 經 歷 德國新天鵝堡桌遊執行助理、德國留學打工經驗

(二)、授課綱要
第十三週：德國社會與文化

(三)、教學內容摘要
德國社會的變遷，講述德國的文創歷史與啤酒文化及著名德國博物館。在德國
深厚底蘊下的歷史創造了許多歌德式驕傲特色。二戰過後的柏林圍牆，倒塌前
後的歷史及特色塗鴉。從食、衣、住、行帶你看德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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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課堂剪影
照片一：【老師講述德國文化】

照片二：【同學仔細聆聽柏林圍牆倒塌歷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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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協同教師張謀勝
(一)、基本資料
協 同 教 學 課 程 生活中的智慧財產權

授課學制 A

協 同 教 師 姓 名 張謀勝
協 同 教 師 現 職 永然聯合法律事務所職業律師
協 同 教 師 學 歷 國立台北大學法律學院研究所民商法組碩士
主 要 經 歷 永然聯合法律事務所智慧財產權中心副召集人
永然聯合法律事務所律師
台英國際商務法律事務所實習律師

(二)、授課綱要
第 10 週：網路侵權問題與 ISP 免責制度。
第 11 週：藥品與智慧財產權略論--以專利權為主軸(上)
第 12 週：藥品與智慧財產權略論--以專利權為主軸(下)

(三)、教學內容摘要
1. 網路侵權問題與 ISP 免責制度：
(1)

著作權網路侵權的發展背景

(2)

網路侵權的態樣

(3)

ISP 免責制度設計的時空背景

(4)

ISP 免責制度內容說明

(5)

結論

2. 藥品與智慧財產權略論--以專利權為主軸：
(1)

原廠藥與學名藥的戰爭

(2)

發明專利概述：要件、司法實務判斷基準、實例介紹。

(3)

專利權侵害的判斷與認定：全要件理論、均等理論、逆均等理論與禁
反言理論與實例說明。

(4)

藥品試驗資料的保護：國際法規與我國法規之說明介紹。

(5)

藥品所涉及的其他智慧財產權：著作權、商標權、藥品仿單之法律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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質。
(6)

結論—電影分享

(7)

附論：我國專利法上就專利類型之區分與要件。

(四)、課堂剪影
照片一：【第 10 週協同教學課程內容：網路侵權問題與 ISP 免責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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照片二：【第 11 週協同教學課程實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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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
A、104-1 協同教學意見調查表
授課教師歸屬系所：通識教育中心
課程名稱：西方文明與現代社會
授課教師：李功勤
協同教師：陳韻竹
一、滿意度量化統計
問項

題目

平均滿意度

1

我認為課程進度與協同教學時間安排得宜恰當

4.31

2

我認為協同教學內容充實精彩，對課程學習有正向提升

4.41

3

我認為協同教學有助於了解職場生態，提升自我競爭力

3.89

4

協同教學授課很符合我的需求

4.15

5

協同教學授課的整體內容讓我感到滿意

4.30

我希望下次能再安排與課程相關之協同教學授課
個別老師總滿意度：
二、學生意見質化資料
6

4.39
4.25

1.







協同教學授課最讓我感興趣的地方是：
和歷史有關、也是透過這個認識別的國家歷史
對英國文化的深入了解
了解書本之外更貼切生活的東西
英國的飲酒文化、英國人的個性
英國移民潮、英國口音
對英國現代文化的詳細介紹











英國飲食，因為我餓了，然後 powerpoint 上面的圖片看起來超美味!!!
英國文化其實有許多不為人知的一面，我們平常把西方文明想的太美好了
英國人生活方面、教育方面
英國文化及飲食
英國的文創
生活和所學的知識相連結，很實用也理論支持
看影片
英國不同的地方或階層有不同的口音
英國的各個景點&文化



舞台劇、影集、休閒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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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知道更多更廣的東西
介紹英國的藝術、影集、休閒文化
英國飲食(為什麼英國飲食與其他歐洲國家不同?)
英國社會、文化、口音
可以更加了解社會上該業界優秀人士的從業歷程、求學過程。自身的經歷和
經驗讓我受益良多
英國文化的積累，與其所產生的產值
講述外國文化
拓寬國際化視野的階層文化風情







PPT 圖文並茂，有助於更深入課程
英國之政治制度
英國的飲食、Pub 文化、文創產業
貼近現代生活的介紹
接觸一些新解事物，打開視野






飲食文化及文創產業和電影戲劇內容豐富有共鳴性
講師本身在英國的經歷
Time out 網站
英國口音說明












由於本身就蠻喜歡英式文化，在課堂上得知英國大小事
英國人的古怪特色
能更多元展示課程，結合自身經歷，更生動有趣
英國人的運動競賽、戲劇和影集
英國的各類文化、飲食、宗教等等
英國的生活和 Pub Quiz
讓我了解了英國的生活文化
時事參入
英國旅遊資訊
從歷史切入看英國生活











英國文創發達，現今臺灣文創市集也是從英國發想
老師介紹了許多英國不為人知的一面，也讓高中所學的英國有更深的了解
讓我更加了解英國的歷史以及帝國的興衰
講師具有英國留學的背景，能將英國面貌闡述得更為清晰
歐洲各國的古文明和神話傳說
Gap year、文化創意產業
對於英國現況與英國人文的概述
以平常不一樣的授課方法，獲取不一樣的學習情境，還不錯
感受到了不同風格老師的魅力



介紹我過去不知道的英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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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個國家的光明&黑暗面
英國的生活方式，與自己先前的認知不一樣
喜歡英國的建築文化
學姊有自己的留學經驗，視角會比較在地，提到＂社會企業＂的概念，我很
有啟發
＂我們平時看不到的英國＂與平時思維慣性刻板印象不一樣，比較有趣
我覺得英國的階級制度讓我很感興趣，平民到貴族只要努力也可以辦的到
很多視頻讓講課內容有趣且便於理解
對於大家既定得事情有不同的事情探討




British accents. It sounds interesting.
講師介紹英國人時。像是如果不知道要跟英國人聊什麼的時候，聊天氣或者
是認識要人介紹等英國文化
了解到英國原來是兩個島嶼的國家組成的啊!
英國人對生活的態度

2.




協同教學授課讓我最有收穫的內容：
了解英國文化
(個人偏好)電影部分，還有對皇室的淺白了解
英國與想像中不同











英國口音種類好多(影片的欣賞)
關於英國政治、宗教、文化語言等基礎知識
更加的了解英國和想像中的不同
整體都很棒啊~
英國的社會文化、飲食等
讓我對英國有更深入、不同的理解
了解和英國有關係的國家、英國人的生活
國家組成
英國的文創產業











在生活上有幫助
英國王室的歷史
了解到英國的另一面
英國由不同的領土組成，各領土有各自的風格和口音
基本上對歐洲不太瞭解，更認識一個常聽到文學卻不熟的國家都是收穫
外面的世界真大
倫敦生活(time out)
使我對該課程有更生動、真實的理解
認識不一樣的英國




英國有許多的外來移民，有很多不同的語言
能夠學習到地道的當地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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體驗到其他不曾接觸過的英國文化、歷史等
殖民主義、英人性格
皇室家族&飲食難吃的原因
英國小事、大事
英國許多地方跟我們所想像的畫面有許多的不同
對英國各方面的文化、習慣更加了解
了解英國文化更深層的東西
對英國的印象加深、並更加理解他們的文化
講師自己在英國生活的經歷







從簡史在到各方面介紹，能更進一步了解英國
影片搭配講者敘述，豐富有趣
地理的殖民歷史文化
文創產業和社會企業
英國人的生活習慣






Pub 文化、飲食文化、口音差異、皇室家族
雖然國中畢業去過英國，但很少有機會真正了解當地深入的文化
從更多視角了解英國
原來我們所看到的英國不是全然美好的模樣，有好也有不好的，還有令人吃











驚的部分
英國的殖民地(以前不知道有這麼多)，了解社會企業是什麼
很多畢業的大學生都需背債 NT200 萬
認識真實的英國，不是幻想中的
英國飲茶文化小講究，晚上倫敦活動很多
講師分享的
好用網站
英國的形象常給人皇族、尊爵的感覺，但現實的英國也充滿了階級的不平
等、高學貸的壓力
使我明白眼中繁榮的英國背後也有不為人知的秘辛









認識階級制度、飲酒文化、休閒生活，重新認識英國。(社企－希望台灣能
更好）
了解現在世界文化的改變，擴展國際觀
有關原本普遍大眾與實際上文化的差異
如果不知道如何和英國人聊天，就聊天氣
大英國協到底是哪裡跟哪裡
接露英國真實的樣貌，了解許多有趣的風俗和習俗、生活習慣
深厚文化樣貌&幽默感、社會企業
英國的新聞



社會文化(社會企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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許多非實踐不能獲取的知識
大咖以演舞台劇為榮
社會文化、教育還是生活上都有收穫，也了解英國的博物館之類等等
打破了我對英國的刻板印象
精細化的知識
種族文化上的差異，但是讓我見到不一樣的世界
了解到了英國的階級分類
英國地理位置與分布
英國的各種面貌







英國大航海時代 = 大海賊時代，英國的各階級與社會髒亂面
我沒有去過英國，所以老師所提到的內容讓我覺得很有收穫
吸收到上課以外不同的教學內容
英國的暴動
搶答題






對於一些迷思有了解答
英國對自己的利益不會放手
從普通人的視角了解了英國
英國大學的文化






文化方面的附加內容
英國的社會階級與排外性
英國原本飲食文化不發達，相反飲酒文化發達
對英國的歷史、宗教、飲食等都有更深的認識也更了解英國&得到一些可以
查詢活動的網站 ex. Time out

3.




協同教學授課對我最大的影響是：
多學習一些東西
讓我對英國的幻想…一部分破滅，一部分更嚮往
了解外界生活，為留學做意見










不同老師上課的方式也不一樣，老師在英國念書時間很長，介紹的英國文化
真的很豐富
年輕人應該常出去看看，增加自己的所見所聞
對英國有不同面向的深入了解
讓我更了解英國的生活、文化，而不是還停留在"想像"中的英國
對外國文化有不同的看法，應移除刻板印象才能學得更多
對英國階級問題的瞭解
知道最近英國新聞和文化背景
更活潑的認識西方文化




讓我也好想去英國留學
原來外面的世界很大，還有很多我不知道的東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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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怪的英國人(習慣、生活)、英國人文化展現
從歷史、飲食、生活、文化面探討、介紹，使我更了解英國
對我價值觀的影響
知道更多外國文化
以為英國食物很好吃，但是好像不是，甜點比較好吃
了解更加多元的文化
對他國文化有更深的了解
深入了解英國各方面的外顯及內隱的文化特色
瞭解了英國在地文化，是透過講師的自身經驗去看英國!很棒!







推翻對英國的印象
了解較貼近現代、生活上的相關了解
一張滿滿的 A4 筆記
說了一些平時老師不會不會說的細節
改變，讓自己有不同的看法






英國的教育是首屈一指的
以多媒體為媒介，多方位展示
讓我再度引起了去英國的渴望
對英國更有興趣



對於英國有更深層的了解，像是一直存在的階級制度、高漲得令人傻眼的學
費
深刻的了解英國不為人知的另一面
不會想去英國留學了 XD
更多國際文化涵養
認識英國另一面向，不是只有英國皇室貴族，還有很多令人感興趣的文化
第一次從文創產業看英國
知道完英國的真實，讓我在台灣感覺很幸福，也很慶幸吃的食物是如此的美
味
一個國家一定不只有表面的樣子，要了解就必須多方面的探詢

















認識英國生活中有好有壞的一面，真心覺得英國人個性十分特別(幽默、有
創意、嚴謹)
讓我更容易認識不同國家的禮儀文化，更容易吸收他們的知識
有更強烈的感覺想到英國旅遊
體驗不同的上課方式
英國曾經殖民的地方
雖然沒有去過英國，但透過老師的分享，好像離英國更近了一點點
貼近英國本土文化
實踐出真知



讓我了解世界的大，不該侷限自己的眼光，有機會要多了解其他國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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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於時事的關注度提高，對於西方文化有更深一層的認識
之後如果有機會，我會非常想到英國生活或讀書，並希望能增進英文
拓寬視野
瞭解了英國文創
發現世界真的很大
會想去國外走走
改變英國的認識
英國酒文化讓人大開眼界，還有文創產業方面的
堅定去英國讀延的決心






對英國文化提升很大的興趣
英國的文化介紹的很詳細，我看到另外很不一樣的英國
Gap Year ；社會企業:公益結合商業
英美差異文化

4.

其他意見與建議：






上課方式多元一點，不要侷限在演講、授課方式
其實以後放映影片可以縮小，因放全屏看不到字幕
更多國家的介紹
師生互動










覺得可以講更深度的東西
喇叭聲音稍為有點太大
能集中某一點，深度上加強
老師好 Q
投影效果可以再更好一些幫助後排同學上課
牧羊人派、炸魚薯條、烤牛肉可以多介紹一點
望協同教學老師可以分享更多自身經歷，不要太照本宣科
能夠多認識其他各國












Perfect!
PPT 的字可以在大一些
可以定時更換坐位，或給多一點準備上課的時間(因為在 10 樓)
老師可以再有自信一點~反正你講的我們都相信是真的
希望有機會能接受到更多來自各國的知識與資訊
選擇更為生動的授課方式
英國的品牌、產品
影片可以開全螢幕
可印刷筆記
很棒的一次講座!




PPT 製作有點不太合理，跳轉的時候會有慌亂啦
可以更有條理些，條件有點多而且展示有點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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希望時間不要過長

 希望時間不要過長
 可以變成一門通識給同學去做選擇
B、辦理情形與執行成效說明
用 2012 年倫敦奧運作為開場，以英國國旗的演變講述英國簡史，從大航海時
代到殖民主義的影響，其中舉例許多時勢例子。宗教與現代英國文化特色提到
了當時英國來台傳教。社會階級制度帶來的影響及暴動。英國面臨到的問題及
原因。學生特別對英國的文化感到興趣，例如階級意識及英國皇室。大英博物
館內收藏了許多世界各國的文物，學生也紛紛認同英國強權的帝國主義下掠奪
許多資源，從文化出發，英國深厚的文創歷史。在這堂課，學生了解到真正的
英國，而不是電影上的英國。

A、104-1 協同教學意見調查表
授課教師歸屬系所：通識教育中心
課程名稱：西方文明與現代社會
授課教師：李功勤
協同教師：吳文倩
一、滿意度量化統計
問項

題目

平均滿意度

1

我認為課程進度與協同教學時間安排得宜恰當

4.35

2

我認為協同教學內容充實精彩，對課程學習有正向提升

4.38

3

我認為協同教學有助於了解職場生態，提升自我競爭力

4.02

4

協同教學授課很符合我的需求

4.21

5

協同教學授課的整體內容讓我感到滿意

4.42

我希望下次能再安排與課程相關之協同教學授課
個別老師總滿意度：
二、學生意見質化資料
1. 協同教學授課最讓我感興趣的地方是：
 打破對德國的刻板印象，很多生活化的東西
 德國的文化
 有很多德國特色介紹
 除了德國，也了解很多歐洲城市的風俗民情
 各國的文化差異
6




德國飲食
打工度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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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40
4.29











歐洲各國文化特色差別
養狗稅
文化分享，照片分享
德國的建築
德國節慶的習慣、飲食
講師的個人經歷
打工度假的旅遊內容、文化
德國的戰爭特色文化
可以了解德國各地的風情文化，看到各種照片覺得很有趣







德國文化的不同，人文風情特色很有趣。星期日大家都休息
學姊的演講很幽默、新穎
土耳其
德國的食衣住行
德國的高鐵、塗鴉






德國啤酒節，東西德之不同
平日的街景，假日的休息
巴黎竟然是屎尿之城 XD
德國實際驗經過












個人學生經歷
街頭表演
柏林的照片、風貌
可以了解不同地方，不同類型的文化、思想
德國之文化屬實令人著迷
了解更多西方文化
古蹟出租
可以深度了解德國生活、文化，之前課程有做相關主題，但只認識皮毛而以
有獎徵答很特別，照片很豐富
內容更多元，可以學到更多知識











用親身經歷來講援，不會枯燥
青少年畢業後頭髮染的五顏六色，在路邊乞討，尋找自我
能更深入了解當地人民的生活
該怎麼獨立在德國找資源，交通資訊、住宅資訊
德國的佚事，一些文化的小細節，還有街頭文化
PPT 的內容充滿許多的實拍照，使我身歷其境
打工旅遊的優劣
德國特殊文化，和臺灣很不同
各個德國的街景、文化等等有很多的照片讓人身歷其境



福利制度、德國街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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想像中的德國 VS 實際上的德國
教師的個人體驗與書籍的文字不同，真實感較高
德國女性身高很高
聖誕節竟然如此冷清

2.





協同教學授課讓我最有收穫的內容：
德國人真得很愛喝酒。熱衷於修復也挺讓人印象深刻
去外國升學或工作的途徑
德國各地的文化風情，深入的了解德國特殊風情
真實的德國其實跟我們的既定印象不太一樣







多方角度了解德國
德國的一些文化，打工度假能獲得甚麼
德國的文化、稅收等
歐洲各國文化和觀光景點
了解德國、法國的真實文化






了解德國人並非我們口中的德國人
德國與其他國家(法國)比較
不管去甚麼國家還是要學他們的語言
破除對國家的迷思









德國原來豬腳也有不同烹調方式，德國各項法律規範都很嚴謹
對當地地鐵的標誌跟內部更了解
法國和德國文化和想像中不同
失業救濟金居然有 1000 歐！比學姊的薪水還多
對此國家有更內部了解，不會只有刻板印象
德國店舖開的時間，復活節巧克力兔、藥草茶在德國的盛行
有些顛覆我對德國固有的印象，看到它的另外一面目(臺灣也有自己好的地
方，不用太羨慕別的國家)
使我對德國文化有了更多的見解，以及許多德國社會的真實化











Working Holiday 語言最重要
內容會更細化吧
德國的真實情況與臺灣人迷思
外語能力很重要，想像學姊一樣去國外
不為人知的德國小祕辛
超高稅租與完善生活政策形成的德國文化，一方面 SOP 讓人有序，另一方
面卻展現其文化性格強烈反差(矛盾)，值思考。(如:對迷茫青年的寬容與制
度上的嚴格)
德國街景、塗鴉、古蹟




打工換宿
青年優惠，和德國人的個性有所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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讓我了解了"打工度假"的概念，並產生很大興趣
稅收很高
由去過德國的學姐講述他眼中的德國，突破我原以為的想法
德國不同與我們的制度
主講者有很多的建議，跟想法讓我覺得很有收穫
不同的講者所來的經驗總能勾勒出不同的悸動
德國的二手市集
德國沒有冷氣
德國人只吃麵包當主食







透過文化現象了解文化實質
對未來前往柏林旅行、學習都有幫助
了解德國和其他歐洲國家的差異
日常生活的文化，將來有機會去的話可以應用在生活上
很生活化的德國






法國羅浮宮的真面目，德國的各種民情，及各種在旅遊中所遇到的各種文化
真實的見聞，突破固有觀念的
德國的歷史與現代
德國衣食住行的常識，節目，青年福利政策，知名建築





對歐洲有不同的看法，德國竟是物價最低的地方，街頭塗鴉好大好神奇
炒房炒樓，青年優惠
打工度假相關資訊，接觸新文化的態度

3.






協同教學授課對我最大的影響是：
對德國產生深厚興趣
了解德國的衣食住行
讓我對到歐洲打工度假很有興趣
勇於出國闖一闖的精神，令人佩服
柏林和想像的完全不一樣！！！











打工度假更能了解文化
出國旅遊需要注意許多東西，也可以看到不同的風土民情
打工旅遊的一些注意事項，更是認識文化的最好途徑
德國、法國等的文化，德國的執著與上進心！相當值得臺灣學習的！
激發我想要去旅行的心
有除了旅行之外的途徑了解一個文化
推打工非遊學
更生動、細膩的了解德國文化
讓我對德國有了基礎的認識，知道了打工度假這件事




有很多歷史故事藏在現在所謂的風景場所，有點悲傷又神奇
對德國又有不一樣的了解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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想實際體驗打工旅遊
更想到國外一趟了
理解德國人的心態
想親身體驗當地文化
有想要出國增廣見聞，學習新文化的衝動
對某些國家改觀
是個值得一遊的國家，但我不會長久居留。應該是跟我性格不合吧！
體會到德國的美，與以前都不知道的習俗
讓我對出國的夢想更加確定






一生至少去一次打工度假
語文的重要
用輕鬆的角度，不是只有課本的內容，更生動
用輕鬆的角度，去感受主講人所說的不同國家的文化，並且知道多方面的文
化知識，很有收穫






讓我蠻想嘗試打工渡假，還有學習語言
要趁文化衝突未消失前快點去柏林
激起我出國打工旅行，開開眼界的想法，也讓我想更加充實自我
從文化不同之處啟發臺灣&德國的差異











在地化式地接觸其文化，反思自身文化並拓廣心眼的視野
有想要前往歐洲探險的想法跟動機
關於布拉格的幻想小落差
德國治安很好
有時實際去過才知道甚麼是現實，聽完對德國有更深的了解
認識了德國，這是一個我不熟悉的國家，透過這堂課有點了解了
了解一個地方的文化最快的方法就是生活在那裏
感受不同的上課氛圍，就像佛勒斯甘的巧克力一樣，永遠不曉得今天有甚麼
驚喜
德國的一些制度，像是失業救濟金讓青年不怎麼積極找工作





打破原本的印象，如法國浪漫→屎尿城
直接感受做為觀光客看各國的風情
最直接的文化親身體驗分享

4. 其他意見與建議：
 結合過去與現在，…對他，或與鄰近國家對他
 燈關多一點，投影片可能會更清晰
 無，相當喜歡協同教學！




TOO FLAT
很喜歡這一次的德國介紹，收穫很大
論述能力不錯，後期更需章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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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ank You 學姊
老師的 TA 都有點兇><好可怕><圖片和視頻不太清晰…
可以在有類似介紹其他國的課



Very Good!

B、辦理情形與執行成效說明
從食、衣、住、行徹底了解德國文化，同學可以從經驗分享裡瞭解德國道地啤
酒文化節，平常德國人剛硬、正直的個性但假日只喜歡躺在草地上，喝著啤酒
享受陽光。1990 年東歐變天，蘇聯解體，共黨的高牆擋不住民主的浪潮，柏
林圍牆倒塌讓東西德合併，牆邊上的塗鴉仍留著，彷彿靜靜地訴說那段德國不
願提起的納粹歷史。

A、104-1 協同教學意見調查表
授課教師歸屬系所：通識教育中心
課程名稱：生活中的智慧財產
授課教師：張柏涵
協同教師：張謀勝
一、滿意度量化統計
問項

題目

平均滿意度

1

我認為課程進度與協同教學時間安排得宜恰當

4.34

2

我認為協同教學內容充實精彩，對課程學習有正向提升

4.29

3

我認為協同教學有助於了解職場生態，提升自我競爭力

4.08

4

協同教學授課很符合我的需求

4.13

5

協同教學授課的整體內容讓我感到滿意

4.27

我希望下次能再安排與課程相關之協同教學授課
個別老師總滿意度：
二、學生意見質化資料
1. 協同教學授課最讓我感興趣的地方是：
 藥品商標的相關例子
 一樣的法律觀點由不同的方式陳述能夠讓人更了解
 網路平台上資訊的著作權
 藥物和專利衝突事件
 專利權相關文書
 藥品認識
6




藥品的專利
不同的法律事件非常有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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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32
4.24











真實案例
平時對藥品、醫療方面的法則(規)、財產權之 類
藥品相關法規
多元教學
藥品商標、專利
兩個老師、酷
可以看影片了解電影後的背景
和法律相關的案例解說
老師講的內容有所不同







不同的專業人士是否能提出不同的觀點
藥事法
各種專利權
介紹了藥品專利權的種類
臺灣藥品所涉及的智慧財產權




有許多案例的內容比從新聞上得知的更詳細
課程內容

2.


協同教學授課讓我最有收穫的內容：
藥品與智慧財產權











教的內容更加深入，對於藥品的智財有進一步的認識
對於藥品的著作權有更深了解
更了解專利權
學名藥和原廠藥。藥的專利權
正版與盜版藥
在常見的智慧財產權的小地方可以更了解
對智慧財產權有更多的認識
成藥解析
法規的約束對象及限制










藥品與智慧財產權
藥物商標
不同的教學方式
了解創作之餘也要注意原創性與獨立品牌的問題
更了解藥品與智慧財產權之間的關係，認識了認知以外的藥品與其基本規範
等
智慧財產權深入淺出的探討
商標再強調說明
了解各種不同的自身權利




對藥品專利權有更多認識
專利權的判斷與認定的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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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以清楚了解專利權的內容，分辨哪種為專利權法保護的對象
對專利權更了解
藥品與智慧財產權略論

3.






協同教學授課對我最大的影響是：
了解更多相關知識
知道了很多藥的訊息，以及智財跟藥品的關連
可以更清楚結合所學於生活之中
不同的老師可以不同觀點來看案件
專利權的認識







了解買藥的正確性
對於藥品有更深入的了解
自己的智慧財產權保護
得到收獲
對於藥品說明書






增加本課程的內容，學習額外的知識
了解更多智慧財產權
了解藥品的商標、專利等
領略了法律的結構和邏輯推演的概念，學習到許多知識









對藥有了一定了解
買一送一的概念，希望以後有更多類似的福利
補充老師上課沒細講的部分
更進一步的了解
對藥品專利權有更多認識
更了解關於藥品的專利權方面的知識
老師用不同的上課方式來講述枯燥的法律條款

4.


其他意見與建議：
上課能夠再活潑一點







上課方式可更多元
投影內容圖像化可幫助學生更有效記住內容
Good job！
內容有點太艱深無法立即吸收
記得不太清楚，希望可以對某某課題做更深入的講解。此外，希望聽到更多
案例
謝謝老師用心的教導我們，還有詳盡的 ppt
有些專有/專業名詞不明白，對了解內容有一些小困難，希望可以小小解釋




B、辦理情形與執行成效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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邀請現在永然聯合法律事務所服務的張謀勝律師，以自身接觸過的案子，用生
活化之講學方式，介紹網路侵權問題，及藥品專利權等議題，使得修課學生能
更加認識智慧財產權，並對新聞上常見的案例能得知的更詳細，了解創作之餘
也要注意原創性與獨立品牌的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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