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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考資料

100-1 E-Learnig Work Shop (演講 Sep. 28, 2011) 

演講資料也會過一陣子會放在台大開放式課程影音平台

http://case.ntu.edu.tw/castudio/ 

或者台大教學發展中心  http://ctld.ntu.edu.tw/

數位教材智慧財產權處理原則- 以開放課程為例

益思科技法律事務所劉承慶律師

中華民國著作權法

http://www.dgbas.gov.tw/ct.asp?xItem=10144&ctNode=2287

文後加註（3-1）代表該段文字引自該法第三條第一項



著作的定義

指屬於文學、科學、藝術或其他學術範圍之創作。（3-1）

其保護僅及於 ，而 、程序、

製程、系統、操作方法、概念、原理、發現（10-1）

該著作之表達 不及於其所表達之思想

原創性：10 個幼稚園小朋友以一顆蘋果為對象作畫

                 這 10 無分美醜，皆享有著作權保障 

文藝性：與純粹的實用性相對，

                 ex. 複製 一把椅子（可量產）

                 ex. 仿製名牌包 （僅違反商標法）

有形性：ex. 一群人開會錄音紀錄

                         整理過的會議記錄 -> 紀錄人

                         完整的錄音 -> 該發言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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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張包含該書的攝影照：攝影著作，著作權屬於攝影師

一本實體書： 不含著作權，僅僅閱讀不造成侵權

一張主體為該書封面的攝影照：

圖形著作，著作權屬於封面設計者或出版商

灰色地帶

儘量不要直接使用網路找到的圖片，

或 可以最大程度避免侵權問題。

無著作權，不直接將來源不明的圖片放到

投影片中而改給連結可以迴避侵權問題

ex. MIT opencourse

自行繪製

自行拍攝 網址

連結

合理使用（65-1）、比例原則

是否侵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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著作種類

一般著作：語文 攝影

圖形 視聽 電腦程式

著作。音樂著作。戲劇、舞蹈著作。美術著作。 著

作。 著作。 著作。錄音著作。建築著作。 著作（5）

衍生著作：編輯（7）、表演（8）、改編衍生（6）

非著作權作用的對象：

憲法、法律、命令或公文及相關譯著

（9-1）單純為傳達事實之新聞報導所作成之語文著作。（9-3）

標語及通用之符號、名詞、公式、數表、表格、簿冊或時曆。 （9-3）

直接剪貼書上的數據表格是否侵權？

若為純粹數據無整理的表格不構成侵權（但要滿足著作人格權）

最好重新繕打或重新安排表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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著作人格權

不可轉讓、永久保護（學術倫理）（15）

公開發表權（15-1）：

姓名表示權（15-2）：

禁止扭曲變更權（15-3）：

較類似道德規範  ex. 當保護對象逝世、就算侵犯著作人格權也不會被

原作循法律途徑要求賠償

第一次發表（或者選擇不發表）的權利 

匿名、署名（學術倫理）

禁止以變造手法導致原著作人 損害  ex. 惡搞電影字幕名譽

任意轉載資料通常不會有侵犯著作人格權的機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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著作財產權

係指利用著作的方式

重製權（22）： 

公開傳輸權（26-1）

ex. （教育目的則有 65-1來平衡）

ex. 聆聽 非法來源的音樂，暫時性重製不違反重製權（22-2）

ex. 將包含無授權資料的投影片放到網路上 

影印書籍資料侵犯重製權

網路上

ex. 將包含無授權資料的投影片放到 ，僅供修課學生下載

       

 

公開：針對 ，唯一有不確定的地方在於多數的定義

             ex.  透過 e-mail list 大量轉寄 v.s. 逐一轉寄

侵犯重製權

仍然可能侵犯重製權

或 多數

加密 FTP 上

特定 不特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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著作財產權歸屬

著作人格權、著作財產權：

口頭授權（無錄音） 電子紀錄（一般 e -mail）

未明確聲明則默認為著作人

未完成之部份著作（比如書、畫作）則已完成部份若有

自存在之始即受著作權法保護(滿足原創、文藝與有形性)

雇傭與聘用關係則依 來決定是否屬於原著作人（11、12）

著作財產權的可讓與（完全轉嫁）或授權（有限制使用）

與 不具法律效力

應以實體文書來處理授權

契約

授權約定不明處、推定為未授權（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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著作財產權歸屬

ex. 課堂學生作業、報告的著作權？

若課堂一開始有明確要求學生必須提供授權供教師使用、則可放入教材

（但是仍要注意該生提供之材料是否有侵害他人權利之虞、斷然使用仍

然有風險）

ex. 實驗室研究生的研究成果、原始數據與論文？

實驗室等同於資方、學生與實驗室領導者有聘僱關係; 
通常會

有保密協定限制研究人員跳槽同領域實驗室時在一定時間不得將原單位

的成果散佈出去。事實上論文與實驗紀錄通常是共同著作（19），在

沒有保密協定的情況下

、除非契約

已經事先約定（ex. 比如說聘僱行政人員、工程師在契約中不具論文著

作的作權）

若契約中明確表

示實驗紀錄必須於離職時交還實驗室歸檔、則財產權在實驗室。

未經共同著作人同意任意散佈仍然會侵犯人格權

中的公開發表權。學生掛名的資格預設上仍然由人格權保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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著作財產權時限（現行）

著作人格權：永久、無法轉讓。

著作財產權：

                         

例外：

ex. 一張1910 年的高雄港老照片

ex. 一部 1930 年老電影中某位名歌手的一曲歌

自然人，終生加上死後五十年（30）

法人，公開發表起五十年（33）

著作一律為 後五十年（34）  

若發表日為 2010-50＝1960 之前可合法使用

若否則舉證原作者是否於 1960 年前身亡，仍可合法使用

若該歌手於 1960 年前逝世、則可單獨播放音樂部份

若樂曲著作財產權未過期消滅，仍可引用（34） 公開播放包含畫面的

整段影像與錄音來避免侵犯該歌手之著作財產權

攝影、錄音、視聽 公開發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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著作的合理使用

著作之合理使用，不構成著作財產權之侵害。（65-1）

  ex. 自行撰寫之教材

  ex. 大學課堂教材部份重製

 

        

1. 完全自行創作

2. 滿足（65） 條件

        a)  符合法定條件

        b)  註明出處（著作人格權）

合理使用

 註明出處只是合理使用的附帶義務、並不是註明出處就可以合理使

用，切勿倒果為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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著作的合理使用

依法設立之各級學校及其 ，為學校授課需要，在合理範圍

內，得重製他人已公開發表之著作。（46）

擔任教學之人

利用網路

來散佈無授權資料絕對不會被（46）保護

重製的先決條件為合理使用，絕對不包含公開傳輸權，換言之

（ex. 將部份課程參考書的掃

描放到 FTP 供學生下載）

若是 則必須影印部份課程參考書內容發放給學生 根據合理使用的條件

（65-1）來進一步判定是否有侵權行為。

近來台灣教科書影印猖獗、盜印教科書的處罰很有可能透過修法來加重

刑責。

學生自行影印絕對是不在（65）保障的範圍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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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謂合理使用

一、利用之目的及性質，包括係為商業目的或

二、著作之性質。

三、所利用之 量及其在整個著作所占之 。

 

非營利教育目的。

質 比例

四、利用結果對著作潛在市場與現在價值之影響。

是否損害著作人的利益

透過 通常會被認定網路散佈 影響潛在市場

網路教材 全自製 超連結最好 加上適當 來迴避侵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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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 1977 年美福特總統回憶錄（20 萬字）授權時代雜誌於出版前連載

重要內容，該年 4 月國家雜誌由印刷廠不法取得部份內容、搶先刊載約 

300 字有關尼克森特赦的相關內容，時代雜誌因此拒絕交付出版商半數

尾款，出版社因此向國家雜誌提出著作權損害訴訟

法院對照手稿判定國家雜誌利用部份屬於精隨部份（the heart of the 

work），儘管引用字數僅占不到百分之一、國家雜誌依然敗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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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 智慧財產法院 98 年民著上字第 5 號判決。案例：利用人為教授程

式設計與網頁製作、將昆蟲圖鑑中 1040 件攝影著作與 748 件語文著作

全部重製成網站供眾人瀏覽

符合 65-1 非營利教育目的事實。重製於網頁上的著作部份為 、全

尺寸彩圖則 ，至多使該網站瀏覽

者大致了解圖片所載昆蟲外觀特徵與習性，甚難取代『昆蟲圖鑑』市場

上之地位 （65-4）

縮圖

色彩飽和度、解析度皆遠遜於原始照片

事實上這位教員處於遊走於合法邊緣，法官也許考量到此判例若被告敗

訴也許會打擊教職人員的教學熱誠、正好該教員在圖片重製上採取的措

施可被認定為符合 65-4 的合理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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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理使用的基本原則
實際面：

ex. 未經同意直接剪貼助教上課投影片的圖放到自己作業中

ex. 未註明出處、未獲授權直接轉貼圖片到部落格中

法律上是否站得住腳？

若有瑕疵（刻意踩線），受取締的成本與可能的訴訟損失？

權利所有人是否傾向追訴？

材料引用至少要留下出處、避免不知覺中發生侵權。文字資料依據百分

之五法則並透過改寫確保合理引用，圖片以降低解析度的方式或者乾脆

自行繪製或拍攝以杜絕爭議。

助教不太可能尋法律途徑提出侵權官司、至多口頭警告

被作者抓到可能得花上幾千塊和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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