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保護智慧財產權宣導 

 宿舍網路經理 製作 

簡報內容詳閱 
本校網站智慧財產權專區 



1. 何謂智慧財產權？著作權與智慧財   
 產權有何區別？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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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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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何謂智慧財產權？著作權與智慧財   
 產權有何區別？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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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哪些是著作權法所不保護的標的？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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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此，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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我有一篇散文想要發表，要怎麼  
   樣可以取得著作權的保護？ 
 



4.沒有在著作上標示作者姓名， 
 是不是就不受著作權法保護？ 

 • 沒有標示作者姓名的著作，一樣受到著作
權法的保護。 
 

• 這是因為著作權法有關於著作權保護的要
件，只要求必須是文藝性質的作品、有一
定具體的表達、具有原創性、創作性，而
且不是法律規定不予保護的標的就夠了，
並沒有要求著作在發表時，必須要標示作
者的姓名。 

 
• 因此，即使是沒有標示作者姓名的著作，
一樣受到著作權法保護。 
 



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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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一般市面所購買的CD 唱片，可能包含
哪些種類的著作？ 

 • 一般流行音樂的CD 唱片，可能就包含
了 
–「語文著作」 

–「美術著作」 

–「攝影著作」 

–「音樂著作」 

–「錄音著作」 

–「表演」 

–「改作著作」 

–「編輯著作」 

 

 



• 一張CD 唱片可能收錄10 幾首歌曲，每首
歌曲都是獨立的音樂著作與錄音著作，因
此，若說一張CD 唱片中包含40 或50 幾個
獨立的「著作權」並不為過，我們在買
「一張」CD 時，其實是在享受著許多不同
作者的創作成果，音樂產業其實不折不扣
是「著作權產業」。 

6.一般市面所購買的CD 唱片，可能包含
哪些種類的著作？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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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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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就像雕刻大師朱銘在流著汗水把各種材質
敲打、切割、雕琢成藝術品，這些藝術品
就是屬於朱銘大師的心血結晶，朱銘大師
也擁有著作權。 

8. 著作權是屬於誰的？ 
 



9. 防盜拷措施是什麼？ 

所謂「防盜拷措施」 

 

 依著作權法第3 條定義 

◦ 指著作權人所採取有效禁止或限制他人擅
自進入或利用著作之設備、器材、零件、
技術或其他科技方法。 

 

 



10.消費者購買破解防盜拷措施後 
  的機器使用，會有什麼責任？ 

  著作權法第80 條之2 規定 
◦ Ⅰ. 著作權人所採取禁止或限制他人擅自進入著
作之防盜拷措施，未經合法授權不得予以破解、
破壞或以其他方法規避之。 

 

◦ Ⅱ. 破解、破壞或規避防盜拷措施之設備、器材、
零件、技術或資訊，未經合法授權不得製造、輸
入、提供公眾使用或為公眾提供服務。 

 

 



10.消費者購買破解防盜拷措施後 
  的機器使用，會有什麼責任？ 

• Ⅲ. 前二項規定，於下列情形不適用之： 
–  一、為維護國家安全者。 
–  二、中央或地方機關所為者。 
–  三、檔案保存機構、教育機構或供公眾使用之圖    
            書館，為評估是否取得資料所為者。 
–  四、為保護未成年人者。 
–  五、為保護個人資料者。 
–  六、為電腦或網路進行安全測試者。 
–  七、為進行加密研究者。 
–  八、為進行還原工程者。 
–  九、其他經主管機關所定情形。 
 

• Ⅳ.  前項各款之內容，由主管機關定之，並定期檢
討。 
 



1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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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此，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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侵害他人著作權時，需要負什麼 
   樣的責任？ 

 



接著用漫畫來實際舉例一下。 



１-關於P2P軟體下載 



簡單介紹P2P軟體。 

  BitTorrent（以下簡稱BT）、Emule為
新一代的P2P（點對點）共享傳輸軟體，依
其設計的功能，每個使用者在利用此軟體下
載他人著作的同時又可支持別人下載。 
  因此，「下載的人越多，速度越快」
（例如使用BT軟體傳輸電影最快僅需五分鐘，
即可完整下載一部電影），此一特性，使BT
軟體推出以來成為網路上資料交換相當受歡
迎的工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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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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T、Foxy等點對點式的軟體！ 
   
但是未經合法授權或同意就利用BT、Emule、
Foxy等點對點(P2P)式軟體下載，必定嚴重影
響電影的票房、專輯的銷售，使影院、唱片
公司等產業受到嚴重打擊。而樣的連鎖骨牌
效應會讓好的電影和音樂創作消失，最後受
害的還是利用人及消費者。 



漫畫2－部落格引用文章及圖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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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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網路傳播快速的特性使得網友可以很
容易的瀏覽和欣賞他人創作的文章、音樂
或影片，為保障著作人辛苦創作的成果，
我國著作權法以保障著作權人享有把自己
著作放在部落格或網路上散布，提供別人
瀏覽、觀賞、聆聽或下載的權利，這是權
利人獨享的權利。使用人應依照「使用者
付費」及「授權利用」的市場供需制度，
應經著作權利人的合法授權後，才可以使
用。 



 以上資料來源 

◦ 經濟部智慧財產局  

 

◦ 經濟部智慧財產局 阿吉的智慧財產秘笈 

 

 



疑似侵權或資安專屬檢舉信箱 

 

 

abuse@mail.nptu.edu.tw 



E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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