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智慧財產權的概念
人類發揮自我的創意、想法，所衍生出來的產物，
即為智慧財產(註1)。為了保障個人權益，法律賦
予原創者擁有專屬特權(註2) ，任何人皆不得侵害。

認識智慧財產權



依據西元1967年「成立世界智慧財產權組織公約」的規定，
智慧財產權包括：
文學、藝術及科學之創作
演藝人員之演出、錄音物以及廣播
人類之任何發明
科學上之發現
產業上之新型及新式樣
製造標章、商業標章及服務標章，以及商業名稱與營業標記
不公平競爭之防止

認識智慧財產權



認識智慧財產權

文學、藝術及科學之著作

圖片來源：博客來 圖片來源：朱銘美術館官網 圖片來源：積木創意中心網頁

著名繪本畫家幾米的作品 著名繪本畫家幾米的作品 科學樂高積木作品



認識智慧財產權

演藝人員之演出、錄音物以及廣播

圖片來源：奇摩電影 圖片來源：KKBOX 圖片來源：Hit FM官方網頁

Hit FM廣播電台周杰倫音樂作品哈利波特電影作品



認識智慧財產權

人類之任何發明

美國《時代》雜誌本選出了2012年 佳發明：Google眼鏡。

延伸閱讀：Google眼鏡 2.0(企業版Google眼鏡)數位時代電子版
https://www.bnext.com.tw/article/45430/google-glass-2



認識智慧財產權

科學上之發現

Dyson™(戴森™)氣流倍增器是一款有別於傳統風扇的無葉風扇，
採用Air Multiplier™ 專利科技放大周圍的空氣，通過導入和牽引
的物理原理，提供持續的平穩氣流。



認識智慧財產權

產業上之新型及新式樣

iPhone 3 iPhone 8 (預計2017/09/22上市)



認識智慧財產權

製造標章、商業標章及服務標章，以及商
業名稱與營業標記

台灣製產品MIT標章 優良食品GMP標章 星巴克咖啡



認識智慧財產權

不公平競爭之防止（營業秘密）
案例一：若A公司與B公司都是血糖機研發與製造公司，若K先生竊取了A公

司的客戶名單轉賣給B公司，那麼Ａ公司是否可以對B公司以及K先生提
告侵害營業秘密呢？

 由於A公司的客戶名單具商業價值，若在A公司內有保護措施，則A公司
的客戶名單已符合營業秘密法的保護要件，而K先生以竊取方式獲得客
戶名單，則反了營業秘密法。

案例二：若C公司和D公司都是製藥公司，X小姐原本在C公司任職，從C公
司離職後 將任職期間內研發的新藥製程帶到D公司，X小姐是否違反營
業秘密法？

 K小姐使用C公司的資源所開發的新藥製程，若在C公司內有保護措施，
C公司的新藥製程已符合營業秘密法的保護要件，而X小姐離職後將新藥
製程帶到D公司，則反了營業秘密法。



依據1967年「成立世界智慧財產權組織公約」的規定，
智慧財產權包括：
文學、藝術及科學之著作---著作權法
演藝人員之演出、錄音物以及廣播---著作權法
人類之任何發明---專利法
科學上之發現---專利法
產業上之新型及新式樣---專利法
製造標章、商業標章及服務標章，以及商業名稱與營業標

記---商標法
不公平競爭之防止---營業秘密法、公平交易法

認識智慧財產權



智慧財產權立法之目的
是為了讓原創者享有自己的智慧結晶所帶來的成
果，並獲得經濟或名聲上的回報，同時也鼓勵更
多有能力的人願意付出、造服人群，帶來更為美
好、進步、便利的生活。

認識智慧財產權



專利權
立法目的：鼓勵、保護、利用發明與創作，以促
進產業發展。
政府審查機構向發明人授予的在一定期限內生產
、銷售或以其他方式使用發明的排他權利。
專利種類分三種：發明、實用新型和外觀設計。
專利權保護年限：

淺談專利權、商標權、著作權

專利權種類 保護年限(申請日起)

發明 20年

新型 10年
新式樣 12年



專利權相關新聞報導

淺談專利權、商標權、著作權

2010/12/13 聯合報 B2版 北縣基隆綜合新聞

新店校區幼保科吳怡萍老師與亞東技術學院陳俊宏老師夫妻檔共同研發保
護學童視力的護眼筆套，參加2010首爾國際發明展勇奪銀牌，為台灣爭
光。



專利權相關新聞報導
台中榮總快速塵蟎試劑獲首爾發明特別獎
大仁科技大學護理系「由輪椅發電機供電之聲控

裝置」首次參加世界發明展獲銀牌
「烤春筍」 肉串結構獲專利權
創意設計國際發明展台灣學生再傳佳績
反控！宏達電控告蘋果5項專利權

淺談專利權、商標權、著作權



商標權
立法目的為保障商標權及消費者利益，以促進工商企業之

正常發展。
我國商標法對於商標權的取得係採註冊保護制度，亦即廠

商用以表彰商品或服務來源的商標，必須依法申請註冊始
能獲得排除他人使用的權利（包括所謂近似商標及類似商
品）。在國內所註冊保護之商標權利，原則上不得在其他
國家主張權利。
權利期間為自商標註冊公告日起為十年，得申請延展，每

次延展期間為十年。註冊後迄未使用或繼續停止使用已滿3
年者，依法即可廢止該商標之註冊。

淺談專利權、商標權、著作權



商標排他權
其他人沒有經過商標權人之同意，不得在同一或類似商品使
用相同或近似的商標，否則即構成商標的侵害。

淺談專利權、商標權、著作權



商標排他權
其他人沒有經過商標權人之同意，不得在同一或類似商品使
用相同或近似的商標，否則即構成商標的侵害。

淺談專利權、商標權、著作權

嬌蕉包與愛馬仕之商標侵權

嬌蕉包商標 愛馬仕商標



商標權相關網路影片、品牌廣告、
新聞報導(點選以下影片名稱，開啟影音宣導)

網路影片-商標的世界1、商標的世界2
品牌廣告-這不是肯德基(塵緣未了)

這不是肯德基(懇親篇)
這不是肯德基( 後一餐)

新聞報導-顏色、氣味、聲音，都算商標混淆就侵權
新聞報導-「愛馬仕」告侵權「嬌蕉包」停售賠償

淺談專利權、商標權、著作權



著作權
立法目的：希望藉由保障著作人著作權益，以調合社會公共利益，

達到促進國家文化發展之目標。(註1)
指法律所賦予著作人對於其所創作的著作的所有權利保護，包括

著作人格權及著作財產權。(註2)
著作權的保護，著作人於著作完成時即享有著作權。
著作權是有期限的權利，一般為著作人之生存期間及其死亡後五十

年，在保護期限過後，著作財產權即歸於失效，而屬公有領域，任
何人皆可自由利用。(註3)

在著作權的保護期間內，即使未獲作者同意，只要符合「合理使用
」的規定，亦可利用。凡此規定皆在平衡著作人與社會對作品進一
步使用之利益。

淺談專利權、商標權、著作權



著作權
所謂著作人格權，就是作者就其創作的著作，享有以人格的利益為
對象的權利。
著作人格權包含：
公開發表權：就是作者就自己所創作的著作，享有自由決定是否公
開發表及如何公開發表的權利。(註1)
姓名表示權：就是作者在著作的原件或其重製物上，或於著作公開
發表時，有表示本名、別名或不具名的權利。 (註2 )
禁止不當修改權（又稱「禁止醜化權」、「同一性保持權」）：就
是作者享有禁止他人以歪曲、割裂、竄改或其他方法改變其著作的內
容、形式或標題，以致於損害作者名譽的權利。 (註3 )

淺談專利權、商標權、著作權



著作權
所謂著作財產權，就是作者或依法取得著作財產權利之
人，對於著作享有著作權法上所規定的專屬權利。
著作財產權包含：
重製權、公開口述權、公開播送權、公開上映權、公開演
出權、公開傳輸權、公開展示權、改作權、編輯權、散布
權、出租權等11種。

淺談專利權、商標權、著作權



侵權案例1-著作權侵權
谷阿莫挨告！

重製非法影片「濃縮電影」侵權
(請點選上述標題文字，開啟著作權侵權新聞案例)



侵權案例2 -著作權侵權
• 「東部小農米」包裝疑抄襲日

原創 遭網友撻伐：拒買
(請點選上述標題文字，開啟著作權侵權新聞案例)



侵權案例3 -著作權侵權
著作權侵權實例介紹(點選以下影片名稱，開啟影音宣導)

違反著作權！下載痞子英雄逾200人挨告

抄襲魔獸？暴雪怒告刀塔傳奇違著作權法

卡通雞蛋糕侵著作權，最高罰500萬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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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校園智慧財產權宣導



校園智慧財產權宣導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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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並不得使用家用版/出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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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校園智慧財產權宣導



校園智慧財產權宣導
老師的教學內容是「語文著作」，受到著作權法
保護，未取得老師授權同意就錄音或攝影，已侵害
其重製權，一定要經過老師的授權同意才可以錄音
或攝影。

同學為求方便抄襲別人的報告與心得，若未經著
作權人的授權同意，而抄襲別人的報告與心得，已
侵害其重製權與編輯權！但即使著作權人同意此行
為亦不可取。



校園智慧財產權宣導

著作的合理使用範圍
著作的利用是否合於合理使用，其判斷的基準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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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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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才是屬於合理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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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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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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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並不適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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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雖然收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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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智慧財產權宣導資源專區
http://lib.ctcn.edu.tw/ipr/index.html

2.看影片學智慧財產權
https://www.youtube.com/channel/UCA
vZRB8QORhE5Oy2cY61YIg

智財權宣導資源專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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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濟部智慧財產局

1.經濟部智慧財產局
(Google搜尋：智慧財產權小題庫與
智慧財產論壇) 

2.2017年「原創我挺你」



智慧財產權網路資源
• 原創我挺你-FB粉絲團(請點選以下照片進入宣導網站)



智慧財產權網路資源
• 看影片學智慧財產權(請點選以下照片進入宣導網站)



智慧財產權網路資源

經濟部智慧財產局-智慧財產權月刊電子書(請點選以下照片進入宣導網站)



學校首頁入口連結
本校智慧財產權專區(請點選以下照片進入宣導網站)

圖片來源:自http://www.ctcn.edu.tw/擷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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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書館首頁入口連結
本校智慧財產權專區(請點選以下照片進入宣導網站)

圖片來源:自http://www.ctcn.edu.tw/擷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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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新消息之重要公文
本校智慧財產權專區(請點選 新消息進入宣導網站)

1.錄音視聽包裹式授權 (106.08.25)
2.影音智財權宣導資料 (106.03.28)
3.智財局著作權宣導網站 (105.06.03)
4.網路著作權宣導資料 (104.04.08)
5.教師授課著作權錦囊 (103.09.02)
6.加強宣導校園尊重… (103.09.02)
7.網路著作權宣導網站 (103.08.27)



智慧財產權宣導相關手冊

單位：教務處(透過各式教學課程宣導)、學務
處(透過每週宣導事項，於班會時間由導師向
全班同學宣導)、課服組(利用學期初新生幹部
訓練宣導智慧財產權)
文件：學生手冊(電子版)

詳見學生手冊法規彙編
內容：學生獎懲辦法(2017.05.01)
對象人數：全體學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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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智慧財產權標語、警語
2.相關宣導海報、文宣、手冊
3.影印服務規則及相關規章辦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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張貼宣導海報、警語、
遵守智慧財產權，不得不法影印



智財權文宣、各式宣導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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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關重要宣導圖書、手冊資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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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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續下頁) 



著作權相關問題之說明5

• (續上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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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保護教科書著作權三不原則
(請點選上述標題文字，開啟智財權宣導影片)

• 不重製：未經權利人同意，將教科書著作以影印機複印、電腦列
印及掃瞄，燒錄到光碟片、拷貝、下載或其它方法直接或間接、永久或
暫時之重複製作，可能構成侵害重製權。

• 不散布：未經權利人同意，將教科書著作之重製物提供公眾交易
或流通、上傳至網路平台、或利用網路轉發給他人，不論有償或無償，
可能構成侵害散布權。

• 不公開傳輸：未經權利人同意，將教科書著作以網路或其他通
訊方法，向公眾提供或傳達著作內容，包括將著作放置在網路、FTP、
社群網站、網路芳鄰、BBS等使公眾得以其各自選定之時間或地點，接
收著作內容，可能構成侵害公開傳輸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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謝謝聆聽
敬請指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