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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3學年智慧財產權相關活動 

•1031學期即將辦理 

–新生智慧財產權宣導(103.09.15) 

–新生法律常識測驗(學務處) 

–新生校園保護智慧財產權第1次評量(數位學習網) 

–二手書募集 (寄發班級信箱) 

–二手書募集、認領及交流活動(寄發班級信箱) 

•1032學期即將辦理 

–新生校園保護智慧財產權第2次評量(數位學習網) 

–二手書募集活動公告(寄發班級信箱) 

–二手書募集、認領及交流活動(寄發班級信箱) 

–校園保護智慧財產權宣導週活動(寄發班級信箱) 



智慧財產權專區1(經濟部智慧財產局) 

1.經濟部智慧財產局(搜尋:智慧財產
權小題庫與智慧財產論壇)  
 
2.「原創e把罩」網路著作權宣導網站 
 
3.原PO是我 ! 創意在我 !  
 

http://www.tipo.gov.tw/
http://www.tipo.gov.tw/ct.asp?xItem=206783&ctNode=6991&mp=1
http://www.tipo.gov.tw/ct.asp?xItem=206783&ctNode=6991&mp=1
http://www.tipo.gov.tw/np.asp?ctNode=7445&mp=1
https://www.copyright2014.com.tw/index.html
https://www.copyright2014.com.tw/index.html
https://www.copyright2014.com.tw/index.html
https://www.facebook.com/copyright.com.tw?ref=hl
https://www.facebook.com/copyright.com.tw?ref=hl
https://www.facebook.com/copyright.com.tw?ref=hl
https://www.facebook.com/copyright.com.tw?ref=hl
https://www.facebook.com/copyright.com.tw?ref=hl
https://www.facebook.com/copyright.com.tw?ref=hl
https://www.facebook.com/copyright.com.tw?ref=hl


智慧財產權專區2(學校首頁) 

圖片來源:自http://www.ctcn.edu.tw/擷取 

圖片來源:自http://www.ctcn.edu.tw/cc/school/school/t7.htm擷取 

http://www.ctcn.edu.tw/
http://www.ctcn.edu.tw/cc/school/school/t7.htm


圖片來源:自http://lib.ctcn.edu.tw/ipr/index.html擷取 

圖片來源:自http://lib.ctcn.edu.tw/擷取 

智慧財產權專區3(圖書館首頁) 

http://lib.ctcn.edu.tw/ipr/index.html
http://lib.ctcn.edu.tw/


智慧財產權宣導相關手冊 
 
單位：學務處 

文件：學生手冊(光碟版) 

內容：學生獎懲辦法 
對象人數：全體新生 
 
 



   1.何謂智慧財產權？ 
智慧財產權是國家對於人類精神活動成果保護的權益總稱。 

但我國法律中並沒有一部法律叫「智慧財產權法」，而是由 

– 專利法 

– 商標法 

– 著作權法 

– 營業秘密法等法律分別就不同的智慧財產權加以保護 

2.著作權與智慧財產權有何區別？ 
著作權是智慧財產權的一種 

– 屬於智慧財產權中對於「文藝性」或「文化層面」精神活動成
果的保護，是與人民日常生活關係最密切的智慧財產權。 

 

 

 

校園智慧財產權保護計畫學生須知1 



   3.哪些是著作權法所不保護的標的？ 
• 著作權法第9條規定 

–Ⅰ.下列各款不得為著作權之標的︰ 

•一、憲法、法律、命令或公文。 

•二、中央或地方機關就前款著作作成之翻譯物或編輯物。 

•三、標語及通用之符號、名詞、公式、數表、表格、簿冊
或時曆。 

•四、單純為傳達事實之新聞報導所作成之語文著作。 

•五、依法令舉行之各類考試試題及其備用試題。 

–Ⅱ.前項第1款所稱公文，包括公務員於職務上草擬之文告、講
稿、新聞稿及其他文書。 

 

 

 

 

校園智慧財產權保護計畫學生須知1 



1. 保護及鼓勵「技術創新」 

• ex：專利法、積體電路佈局保護法 

2. 保障及維護「消費利益」、「交易競爭
秩序」   

• ex：商標法、公平交易法之不公平競爭部分 

3. 保護及促進「精神及文化創作發展」 

•   ex：著作權法 

校園智慧財產權保護計畫學生須知1 



 
 

• 影印資料前請先參考本校「影印服務規則」 

• 根據著作權法第48條及51條規定，供個人或家庭
非營利之目的，在合理的範圍內，得利用圖書館
及非供公眾使用之機器重製已公開發表之著作 

• 至於合理的範圍包括應閱覽人供個人研究之要求，
（得）重製（影印）已公開發表著作（例如教科
書）之一部份或期刊中之單篇著作，每人以1份
為限 

校園智慧財產權保護計畫學生須知2 



校園智慧財產權保護計畫學生須知3 

• 依著作權法第65條規定，若學生需利用他
人享有著作權的教科書，而所用的部分若
占教科書整體的比例不大，對市場影響有
限，若客觀上可認為是合理範圍，則影印
教科書的一部分於上課使用，不會有侵權
問題 

• 影印整本教科書，視為超過合理使用範圍，
構成侵害著作權 



• 影印是重製的方法之一，未經授權影印教
科書，又未符合合理使用的規定時，即為
非法重製他人著作的侵權行為 

• 教學課程需要，要播放影片需使用公播版
之影片(黃標/公播授權/單場次授權)或取得
所有權人同意，並不得直接使用家用版 

• 發現學生非法影印、下載時予以勸告輔導。
情節重大者請委由生活輔導組處理 

校園智慧財產權保護計畫學生須知4 



智慧小寶典1 

• 著作的利用是否合於合理使用，其判斷的基準為何？ 
(1) 著作利用的目的是營利性，還是非營利性  
(2) 著作是否已公開發表  
(3) 著作利用的量佔整個著作的比例高還是低  
(4) 著作利用的結果是否會造成市場替代效應 



智慧小寶典2 

• 將上班老師的上課內容錄音/錄影後，放到網路上拍賣，
這可是違法的喔！！ 
老師的上課內容是「語文著作」，受到著作權法保護，
要錄音或拍賣，都要經過老師的同意才可以。 



智慧小寶典3 

• 學校偶爾會由各社團舉辦「電影欣賞」，因為涉及「公
開上映」行為，所以要用已經取得公開上映授權的「公
播版」來播放才行喔。 



智慧小寶典4 

• 未經他人同意或授權，將音樂放在部落格內供人免費試
聽或下載，是侵害重製權及公開傳輸權的行為喔！！ 



智慧小寶典5 

• 將目前正熱烈上映的電影檔案放到網路上供人下載，會
處3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科或併科新台幣75萬元
以下罰金。 
罰金可是很高的，不要任意觸法囉！！ 



智慧小寶典6 

• 並不是只要註明作者、出處，就可以隨意使用他人著作
喔。 
註明作者、出處是利用人在主張合理使用他人著作時，
依著作權法所課予的「義務」，並非只要註明作者、出
處，即屬於「合理使用」。 



智慧小寶典7 

• 買盜版軟體灌在自己的電腦裡面，或是要商家代灌盜版
軟體在自己電腦裡面，都是侵害著作權的行為喔！ 
讓我們一起支持使用正版軟體吧～ 



智慧小寶典8 

• 未經著作人的同意，就將其著作公開發表，會侵害著作
人的「公開發表權」喔。 



智慧小寶典9 

• 音樂著作的詞與曲係屬兩個獨立的著作，如果都要利用，
應分別取得詞與曲之著作財產權人的同意喔！ 



智慧小寶典10 

• 未經著作權人的授權而抄襲別人的研究報告，是一種侵
害著作權的行為！ 我們的智慧應該用在創作，而不是抄
襲！ 



著作權相關問題之說明1 

• 圖書館可以運用數位科技進行資料保存嗎？ 

– 圖書館將其館藏進行數位化保存的行為涉及
著作權法賦予著作人之「重製權」，原則上
需先取得著作財產權人之授權或同意後，始
得為之。 

– 館藏著作之著作財產權期間已經屆滿（著作
財產權的保護期間係存續於著作人終身加死
亡後50年或著作公開發表後50年。），或符
合著作權法合理使用之情形，則無須事先取
得著作財產權人授權同意。 



著作權相關問題之說明2 

• 從網路下載圖片，然後在上面加一些圖形或        
文字做成海報，這樣會違反著作權法嗎？  
– 從網頁上將他人電腦軟體、歌曲、圖片或文章下載回

自己的電腦，或將自己手頭上的電腦軟體、歌曲、圖
片或文章上載到學校的FTP站上，都是一種重製行為 

– 電腦軟體、歌曲、圖片或文章都是受著作權法保護的
著作，除非有可以主張合理使用的情形，否則應經各
類著作之著作財產權人同意或授權，才不致構成著作
權侵害。 

– 從網路下載圖片，然後在上面加一些圖形或文字做成
海報，如未經著作財產權人同意或授權，可能侵害重
製權或改作權。  



著作權相關問題之說明3 

• 將音樂著作製成MP3音樂檔，置於網路上供人下
載，是否違反著作權法？ 

– 著作權法第三條第一項第五款前段規定：「重製：指
以印刷、複印、錄音、錄影、攝影、筆錄或其他方法
直接、間接、永久或暫時之重複製作。」將音樂著作
製成MP3音樂檔，其製作方式雖係將音樂著作數位化並
藉由電腦程式播放，惟其與一般CD或錄音帶之差異，
僅係音樂著作附著之方式不同，仍屬重製的行為。 

– 不論是將其製成光碟或置於網路上供人下載，如所利
用之著作係屬受著作權法保護之音樂著作，應先徵得
音樂著作著作財產權人之同意或授權，否則可能侵害
其重製權。  



著作權相關問題之說明4 

• 學生上課錄音或錄影是否經老師點頭或口頭同意
即可作成筆記？可否將其上網？若摘要引用是否
需書面同意？  
– 老師講課時所完成之著作是屬於語文著作中之「演講」（著作權

法第五條第一項各款著作內容例示第二項第一款），將老師的
「演講」錄音或錄影是重製的行為（參見著作權法第三條第一項
第五款） 

– 重製是著作人專有的權利（著作權法第二十二條），所以學生上
課要將老師所講的課錄音或錄影，是應該經過老師的同意，點頭
或口頭同意均可 

– 又按一般社會慣例來說，老師講課常常會允許甚至要求學生做筆
記，所以可以認為老師講課是屬於默示同意學生做筆記、錄音或
錄影的，除非老師明白表示不同意。但應僅限於自己使用，作成
的筆記不可再將其上網。  



著作權相關問題之說明5 

• (續) 學生上課錄音或錄影是否經老師點頭或口頭
同意即可作成筆記？可否將其上網？若摘要引用
是否需書面同意？ 

– 引用是一種部分重製的行為（參見著作權法第3
條第1項第5款） 

– 為報導、評論、教學、研究等，在合理範圍內，
得引用已公開發表之著作（著作權法第52條）， 
是合於上述情形時，即勿須徵求老師的同意，
但須明示出處（著作權法第64條） 



常見錯誤著作權概念1 

• 沒有營利行為就不會侵害著作權？   

  －著作權法有關合理使用的判斷基準，是否營利只是其中
一個小的判斷基準而已，並不是唯一基準。有許多不是
以營利為目的之行為，還是會造成著作權人很大損失。 

  －例如：把一首MP3放在網站上供網友無償下載，和把
MP3提供收費下載，若是都沒有經過著作權人的同意，
所造成的損害因為無償的情形下載的人多，恐怕損害還
比較大。 

  －著作權法在判斷是否構成侵權時，重點並不在於利用人
是否有營利行為，而是在於著作權人是否受有損害，因
此，千萬不要認為自己利用他人著作時沒有營利行為，
就不會侵害著作權。  



常見錯誤著作權概念2 

• 只要註明出處、作者，就是合理使用？  
– 很多人都知道使用他人的著作，必須要註明出處、作
者，但是，這是利用他人著作時，無論是基於尊重著
作人格權或是遵守著作權法第64條規定，都必須要做
的事。但並不是說，只要我們註明出處、作者，就都
是合理使用。 

– 舉例來說，如果我們只要註明出處、作者，就可以任
意重製金庸的射鵰英雄傳，那麼著作權人的權利則無
從主張。 

– 正確的概念應該是只有符合著作權法第44條到第63條
及第65條第2項有關合理使用規定，才是合法的「合理
使用」行為，而且，還有一個義務，就是必須要依第
64條規定註明出處、作者，並不是只要註明出處、作
者，就是屬於合理使用！  



常見錯誤著作權概念3 

• 轉載網路上的文章、照片，是幫作者的忙，當然
是多多益善？  
– 作者將文章或照片等張貼在網路上時，並不代表作者
「當然」同意網友可以任意轉載或作其他利用，就很
像作者透過出版社發行書籍，並不代表同意購書人可
以任意影印書籍一樣 

– 有關於轉載的問題，著作權法第61條規定，「揭載於
新聞紙、雜誌或網路上有關政治、經濟或社會上時事
問題之論述，得由其他新聞紙、雜誌轉載或由廣播或
電視公開播送，或於網路上公開傳輸。但經註明不許
轉載、公開播送或公開傳輸者，不在此限。」 

– 著作權法對於網路內容的轉載的合理使用，採取二個
嚴格的標準： 
• 第一個必須是「有關政治、經濟或社會上時事問題之論述」，
如果是一般性的學術論述、散文、食記、笑話、照片、影片等，
並沒有第61條的適用 

• 第二個必須是著作權人沒有聲明不許轉載、公開傳輸。  



常見錯誤著作權概念4 

• 電視節目本來就是免費提供給大家看，錄下來放
上Youtube也沒什麼問題？  

– 錯過電視節目的時間，直接上Youtube就可以看到了，
非常的方便。雖然電視節目本來就是免費的，但是，
電視台必須向節目製作公司取得公開播送的授權才能
播放，這樣的授權並沒有包括同意接收訊號的觀眾可
以重製、公開傳輸 

– 觀眾只能夠依據著作權法第51條規定在合理範圍內重
製，但是「公開傳輸」也不是第51條所可以含括的範
圍，不太可能依第51條主張合理使用 

– 簡單來說，依據現行的著作權法，把電視節目錄下來
放到Youtube上應該會構成侵權 



常見錯誤著作權概念5 

• 只要收到著作權人通知後把侵權的內容移

除，就不會構成侵權責任？  
– 許多人為了避免將他人著作放置在部落格上可能構成
著作權的侵害，經常會在上面加註「若分享內容有侵
害您的著作權，請來信或留言告知，我將儘速移除相
關內容」，並且認為只要著作權人來信通知時加以移
除，即不會有侵權的責任 

– 著作權侵害的責任，並不會因為事後停止或排除侵害
就免責，著作權人還是可以就已發生的侵權行為追究
責任 



侵權案例1-著作權侵權 

• 金魚圖案涉抄襲 蔣友柏被訴【記者連線報導】 

• 橙果公司員工蘇尹曼被控仿冒他人創作的金魚圖案，幫客戶在喜餅禮盒上設計圖騰，
台北地檢署調查認為，橙果涉嫌抄襲，昨天上午將橙果公司負責人蔣友柏依違反著作
權法起訴。蔣友柏隨即出面駁斥抄襲的指控，並反控對方「誣告」、「威脅」，求償
1000萬元。 昨日蔣友柏在記者會上火力全開，左批台灣法律真爛，右批檢察官是
「文化流氓」。蔣友柏說，一開始對方提出300萬和解金，這次居然提出500萬元的和
解金，他拿出一堆證據證明自己的清白，但檢察官非但不採信，還要求他和解，以免
浪費行政資源。著作權法處罰的對象包含法人及法人代表，雖然著手仿冒、重製的不
是蔣友柏本人，但他依法需負連帶法律責任；橙果因案被告違反著作權法，曾一度被
處分不起訴，但台北地檢署重查後發現橙果侵權，將蔣友柏、橙果公司、蘇尹曼起訴。 

台北地檢署起訴指出，蘇尹曼受雇於橙果設計公司，蘇未經陳玥呈的同意，擅自重製
陳玥呈創作的金魚圖案在禮盒上，由丹比公司以此圖案製作「設計師系」喜餅「琉金
一捻紅」喜餅的包裝。蘇尹曼開庭辯稱，設計概念是她個人的發想，否認抄襲，不過
檢察官詳細比較兩個圖案的差別性，仍然認定出自同一個設計想法，認定橙果公司侵
權。  

• 【2010-05-11/Upaper/4版/焦點】本則新聞擷取自http://www.udndata.com/library/ 



侵權案例1-著作權侵權 
金魚圖抄襲案 智財法院認定金魚抄襲 蔣友柏判賠65萬元 

 
原文網址: 智財法院認定金魚抄襲 蔣友柏判賠65萬元 | 
ETtoday社會新聞 | ETtoday 新聞雲 
http://www.ettoday.net/news/20111112/6679.htm#ixzz2eIaK
XwFn  
Follow us: @ETtodaynet on Twitter | ETtoday on Facebook 
【記者蕭白雪／台北報導】 

 
 
 
 
 
 
 
 
 
 
 
 
 
 
 

陳玥呈昨拿出畢業成果展海報，
控訴金魚圖案遭橙果抄襲。洪振

生攝  

橙果為丹比餅盒設計的金魚圖樣（圖）
與陳玥呈繪製（左圖）雷同，被檢方認
定侵權。洪振生攝  

http://www.ettoday.net/news/20111112/6679.htm#ixzz2eIaKXwFn
http://www.ettoday.net/news/20111112/6679.htm#ixzz2eIaKXwFn
http://www.ettoday.net/news/20111112/6679.htm#ixzz2eIaKXwFn
http://www.ettoday.net/news/20111112/6679.htm#ixzz2eIaKXwFn
http://www.ettoday.net/news/20111112/6679.htm#ixzz2eIaKXwFn
http://www.ettoday.net/news/20111112/6679.htm#ixzz2eIaKXwFn
http://www.ettoday.net/news/20111112/6679.htm#ixzz2eIaKXwFn
http://www.ettoday.net/news/20111112/6679.htm#ixzz2eIaKXwFn
http://www.ettoday.net/news/20111112/6679.htm#ixzz2eIaKXwFn
http://www.ettoday.net/news/20111112/6679.htm#ixzz2eIaKXwFn
http://www.ettoday.net/news/20111112/6679.htm#ixzz2eIaKXwFn
http://www.ettoday.net/news/20111112/6679.htm#ixzz2eIaKXwFn
http://www.ettoday.net/news/20111112/6679.htm#ixzz2eIaKXwFn
http://www.ettoday.net/news/20111112/6679.htm#ixzz2eIaKXwFn
http://ec.tynt.com/b/rw?id=bGee2M3Q0r4iaCacwqm_6r&u=ETtodaynet
http://ec.tynt.com/b/rf?id=bGee2M3Q0r4iaCacwqm_6r&u=ETtoday


侵權案例2 -著作權侵權 

• po酪梨文沒招呼 農委會道歉【記者湯雅雯／台北報導】 

• 知名網路作家酪梨壽司，昨在臉書上抱怨，農委會在未經她同意下，
全文轉貼她兩篇文章，讓她傻眼，不少網友也大罵農委會知法犯法。
農委會則強調是出於善意引用，絕不是惡意抄襲。農委會酪梨主題
館引用酪梨壽司的兩篇「酪梨食譜」，雖然上頭有註明「摘自」酪
梨壽司的日記，不過她本人認為農委會「不打一聲招呼就幾乎整碗
捧去」，還在網頁下方標明「本網站為行政院農委會版權所有，所
刊載之內容均受著作權法保護」，讓她感到錯愕又諷刺。 不少網友
直呼「太扯了」，大罵政府剽竊文章還提著作權，還有網友建議提
告；也有網友擔心證據「消滅」，立刻幫酪梨截圖備份。農委會農
試所所長陳駿季得知消息後，立即從台中搭高鐵趕到農委會說明，
他坦言同仁確有疏失，沒有徵得當事人同意就不對；他會盡快透過
管道，和人在日本的酪梨壽司取得聯繫，親自向她致歉。 

• 【2011-08-10/聯合報/B2版/北市綜合新聞】本則新聞擷http://www.udndata.com/library/ 



侵權案例2-著作權侵權 
po酪梨文沒招呼 農委會在官網上向酪梨壽司致歉。  

 
 
 
 
 
 
 
 
 
 
 
 
 
 
 
 

酪梨壽司公開農委會致歉信
（上框）和自己回信（下框）。
翻攝網路 

農委會在官網上向酪梨壽司致歉。
翻攝網路 



再次提醒!!! 

•不重製 
–在網上將文章、圖畫、音樂或影片上載，下載，轉貼，傳送，儲

存，均涉有重製的行為 

•有授權 
–重製別人著作，放在網站上提供給大家瀏覽，觀賞或聆聽，要取

得重製及公開傳輸的授權 

•不共享 
–透過網路交換軟體將儲存在電腦中別人的著作檔案，主動提供網

友下載或將資訊貼上網讓大家共享時，須注意 

•不轉寄 
–在網路上以E-mail轉寄他人所創作的文章、圖畫、音樂、影片等

著作，可能會侵害他人「重製」 、「公開傳輸 」權，須小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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敬請指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