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校園智慧財產權宣導

宜蘭區網中心 游育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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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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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何謂智慧財產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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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智慧財產是指一般人的創意、商譽和專業技術等腦力勞動的
結晶，如文章、圖畫、音樂、電腦程式等

 為了保護創作者的權益，政府制定了著作權法、商標法

和專利法等保護智慧財產權的法律



著作權法保護智財權的相關規定

 保障著作人
 取得時機： 著作人完成著作時即享有著作權(第10條)

 保障期限： 著作財產權存續於著作人生存期間及其死亡後50年(第30條)

 保障合理使用
 教學使用：學校及其教師若因授課需要，可在合理範圍內重製他人著作(第46條)

 個人使用：個人或家庭不以營利為目的，可在合理範圍內，利用圖書館之機器重製已

公開發表之著作(第51條)

 非營利使用：非營利為目的，未對觀眾收取任何費用，且未對表演人支付報酬者，可

於活動中公開口述、播送、上映或演出他人著作(第55條)



著作權法保護智財權的相關規定

 保障電子著作物

 使用者權限：合法擁有電腦軟體的使用者，可以為了使用上的需要而修改程式，或

為了保存而複製，但不可以將修改後的程式或複製品提供給他人使

用(第59條)

 租賃規定：一般出版品(如書籍、錄影帶)可以出租，但錄音及電腦程式等著作則

不得出租(第60條)

 侵權規定：非法販售或散佈盜版軟體、MP3音樂等，都屬違法行為(第87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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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授權範圍不同的軟體類型

 公共財軟體(publicdomain software)：已超過著作權法保護期限或作者放棄著作權之軟體程式。

由於不具有著作權，使用者不須付費即可複製使用，甚至

更改內容

 免費軟體(freeware)：通常是電腦玩家基於興趣所撰寫出來的軟體程式，由於不以營利為目的，

雖然具有著作權，但允許使用者免費複製及使用

 共享軟體(shareware)：通常是電腦廠商為快速推廣其具有著作權的軟體，採「先試用」的策略，

允許使用者在試用期間，不須付費即可複製及使用。但試用期滿則須付

費購買，才能取得合法的使用權

 自由軟體(free software)：就是開放原始碼軟體(open source software)，此種軟體具著作權，

但允許使用者自由下載與散佈，且可讓使用者自行修改軟體的原始

碼，使軟體的功能更符合自己的需求



軟體的使用限制比較

作者保有
著作權

可免費複製
及使用

開放原始碼 範例軟體

公共財軟體 ● FreeCAD

免費軟體 ● ● PhotoCap

共享軟體 ● 試用期間
無須付費

WinRAR

自由軟體 ● 由軟體開發者
決定是否收費

● OpenOffice



漫畫舉例

圖片來源:經濟部智慧財產局-阿吉的智慧財產秘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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智慧財產宣導短片

 阿吉的尋找保智秘笈之旅

 好東西要跟好朋友分享-阿吉的MP3事件

 影印店老闆的告誡之卷

 笨賊按錯鈴

 大學生們，你們保護著作財產權了嗎?

影片來源: 經濟部智慧財產局、Youtube

http://www.youtube.com/watch?v=xRQ8y7Mst7Q&feature=youtu.be
http://www.youtube.com/watch?v=xhKXTtdnnh4&feature=youtu.be
http://www.youtube.com/watch?v=joRd41I9fYY&feature=youtu.be
http://www.youtube.com/watch?v=iq16W0fmAow&feature=youtu.be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U6bmsArsjms


著作權法Q&A

部落格問題

在自己的部落格張貼未經他人授權的圖片、文章、影片等，是否侵

犯著作權法？

(是的，著作人於著作完成時即享有著作權，若要張貼他人享有著作

權之著作，須事先取得授權)

在自己的部落格中提供他人著作的超連結，會不會侵犯著作權法？

(不一定，如果讓瀏覽者連結到具有合法使用權的網站

則不違法)



著作權法Q&A

 光碟播放及轉讓問題

與全班同學在教室欣賞租來的影片，會不會侵犯著作權法？

(會，因為教室屬公開場合，須購買「公播版」影片或取得

電影公司授權)

將自己購買的合法影音光碟透過網路拍賣，是否侵犯著作

權法？

(不一定，國內購買可以，但若是從國外購買會侵犯到代理

商權益)



著作權法Q&A

檔案下載問題

成為音樂、影片的數位資料網站的會員，並繳交會費，

是否就能合法下載該網站的影音 檔案？

(不一定，如果該網站的檔案未合法取得授權，即使已繳

交會費，下載一樣會侵犯著作權法)



著作權法Q&A

著作權法所保護的著作包括哪些種類？

語文著作 美術著作 攝影著作 圖形著作

視聽著作 錄音著作 建築著作 電腦程式著作

表演 改作(衍生)著作 編輯著作



著作權法Q&A

 我有一篇散文想要發表，要怎麼樣可以取得著作權的保護？

我國著作權法採用「創作保護主義」，只要符合著作權法對著作保護的要件，於

該著作創作完成時起，即受著作權法保護，無須另外進行註冊或登記。

著作權法第10 條規定

著作人於著作完成時享有著作權。但本法另有規定者，從其規定。

當自己所創作的文章或小說，在寫完的那一刻起，不需要做任何其他行為，就自動受到著作權法

的保護，即使還沒有對外發表也是一樣。



著作權法Q&A

什麼情形下會構成「抄襲」？

目前司法實務對於著作「抄襲」的認定，確實符合人民一般的法律感情。

如果你要指稱我抄襲你的著作，你要證明我曾經看過或參考（接觸）你的著作，

而且二個人的著作要很像（實質相似），才會構成著作抄襲。



著作權法Q&A

著作權是屬於誰的？

依據著作權法第10 條規定

著作權應該是屬於創作著作之人。

就是實際從事著作創作活動的人。這確實是著作權法的原則，著作的著作權是屬

於從事該著作創作的人。



著作權法Q&A

 侵害他人著作權時，需要負什麼 樣的責任？

侵害著作權的行為，可能會有民事及（或）刑事責任。

至於什麼是侵害著作權的行為？

舉凡利用他人著作的行為，有違反著作權法規定或未經著作權人同意或授權，而且不

屬於合理使用的情形，就會侵害他人著作權。

並不是只要在校園內、非營利的行為，就不會侵害著作權，基本上，只要有利用

到他人的著作，就要注意尊重他人著作權，除非屬於合理使用，否則，就可能須

負侵害著作權的責任。



時事探討

 【谷阿莫】6分鐘看完腦力100的電影《露西》

 【谷阿莫】5分鐘看完2017鋼鐵人戲份很多的電影《蜘蛛人：返校日》

 【谷阿莫】我被警方搜查之著作權合理使用原則在網路上的適用

 呱吉聊合理使用原則與谷阿莫

影片來源: Youtube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MNsZuJgz-1s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1ZZZCkZLiKQ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7icUXwJRaXQ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v2e6FcL7iVw


有獎徵答
題目來源:經濟部智慧財產局-智慧財產權小題庫

 是非題

1.小花使用翻譯軟體將ㄧ篇英文文章翻譯成中文，小花對該篇文章有著作權。

【答案: × 說明：使用翻譯軟體所翻譯之文章不具原創性，非屬著作權法所保護之「著作」。】

2.當著作人死亡後，我們可以立刻將他的小說隨意改拍為電影。

【答案: × 說明：著作財產權存續期間是著作人的生存期間加上其死後50年，在著作財產權存續期

間，將他人的小說隨意改拍為電影，會侵害著作財產權人的「改作權」。】

3.在自己經營的部落格上以「複製網址連結」之方式分享Youtube網站上的影片，

不會涉及侵害著作權。

【答案: ○ 說明：於部落格上單純轉貼Youtube影片網址超連結，而未將影片內容重製在自己的網頁

時，不會涉及著作的重製及公開傳輸。惟如知悉該影片屬於未經著作財產權人同意上傳

youtube網站者， 仍可能構成他人侵害公開傳輸權之共犯或幫助犯。】



有獎徵答

 是非題

4.學校每個月都會由各社團舉辦「電影欣賞」，可以租用一般家用的DVD來播放。

【答案: × 說明：因為涉及「公開上映」行為，須使用已取得公開上映授權的「公播版」來播放。】

5.影印整本書是違反著作權法的行為，所以小雪想了一個idea，就是把圖書館內

自己想看的書分次影印，這樣就沒有問題了。

【答案: × 說明：分次影印的目的還是為了要影印完整的一本書，所以並不在合理使用的範圍，還是

屬於違反著作權法的行為。】

6.撰寫碩博士論文時，可以在合理範圍內引用他人的著作，只要註明出處，就不

會有侵害著作權的問題。

【答案: ○ 】



有獎徵答

 選擇題

1. 法律保障創作和發明，下列那一種行為違反著作權法？

(1)偷看別人的書信 (2)模仿人家的簽名 (3)拷貝電腦遊戲程式送給同學

答案: （３）

2. 阿九付費加入P2P會員，下載了好幾百首網友分享的歌曲來聽，也上傳歌曲

讓別人分享，請問阿九會違法嗎？

(1)當然不會，因為阿九已繳會費了。

(2)繳交會費不等於合法授權，如果上傳或下載行為未經著作權人的授權，仍

然是違法的。

答案: （2）



有獎徵答

 選擇題

3.阿吉在網路上利用BT下載網友分享的整套日劇，請問有違法嗎？

(1)使用BT通常是分散傳，不是全部傳，所以不違法。

(2)利用BT下載網友分享未經權利人授權下載之日劇是違法的，不論傳輸的

型態是一次完整的傳，或是化整為零的傳。

答案: （2）

4.智慧財產權包括哪些權利：

(1)著作權、專利權、商標權 (2)積體電路電路布局及營業秘密

(3)以上皆是

答案: （3）



有獎徵答(加碼)

 是非題

1.合法軟體如果轉售給他人，原軟體的所有權人可以把先前所拷貝的「原備份存

檔」軟體拿來繼續使用。

【答案: × 說明：合法軟體的所有人如喪失原重製物之所有權，除經著作財產權人同意外，應將其重製之備

份銷燬，不得再繼續使用原備份存檔的軟體。】

2.網路上供人下載的免費軟體，都不受著作權法保護，所以我可以燒成大補帖光碟，

再去賣給別人。

【答案: × 說明：免費軟體只是授權利用人免費利用，但通常仍是受著作權法保護的著作，並不表示權利人

拋棄權利。】

3.到攝影展上，拿相機拍攝展示的作品，分贈給朋友，是侵害著作權的行為。

【答案: ○ 】



有獎徵答(加碼)

 選擇題

1.小芬在影印店影印「生活秘辛」1書，影印1整本供自己使用，請問是否違法？

(1)只印1本且供自己使用，所以並不違法。

(2)整本影印已經超出合理使用的範圍（會替代市場），所以會有侵害著作權的

問題。

答案: （2）

2.唱片公司委託小布寫一首歌，在沒有約定著作權歸屬的情形下，請問誰享有這

首歌的著作權？

(1)小布，但唱片公司可以利用這首歌。

(2)唱片公司。

答案: （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