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智彗財產權基本概念 



智慧財產權的定義 

• 智慧財產權(Intellectual property right) 

    指的是人類用腦力所創造的智慧成
果，此種精神活動的成果，能產生財
產上的價值，形成一種權利，並藉由
法律保護的制度。 

資料來源：林洲富(2012) 



智慧財產權法的種類 

• 廣義：含 商標法、專利法、著作權法、
積體電路布局保護法、營業秘密法、
公平交易法…etc. 

• 狹義：含 商標法、專利法、著作權法。 

資料來源：林洲富(2012) 



專利權 



專利的特性 
   

當我們發明或設計出一種新的物品或方法。 

   

物品或方法是可以被重複實施生產或製造。 

   

經過審查認為符合專利法的規定，給予申請人

在一定期間享有專有排除他人之權。  



專利的種類 

保護年限20年 
物品、方法、微生物皆可申請專利 
具產業利用性、新穎性、進步性 

保護年限10年 
對物品之形狀、構造或裝置有所創新 
具產業利用性、新穎性、進步性 

保護年限12年 
對物品形狀,花紋,色彩透過視覺訴求之創作 

具產業利用性、新穎性、創作性 

發明 

新型 

新式樣 



發明專利 

發明專利 



新式樣專利 

新型專利 

iPod nano 



商標權 

用以區別自己與他人商品或服務的標誌，
以人類智慧所創作表彰於商品或服務上流
通於市面  ，藉由傳媒使民眾知曉熟悉，而
有象徵營業信譽之作用。 



商標的型態 
一般商標 立體商標 

顏色商標 聲音商標 



商標權的取得 

經過主管機關核准註冊後，商標權人即

取得商標，可獨家使用。 

 

商標權期限為10年，得申請延展，每次

延展期間為10年。 



註冊的樣式 

圖形®：表示某個商標經過註冊，並受

法律保護。 

 

圖形™：表示已申請尚未審核通過註冊

的標誌，表明即將成為商標。 





商標的排他權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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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東京奧運標誌確認抄襲 損失1250萬台幣 

左為列日劇院標誌，中為東京奧運會徽，右為西班牙公司設計
的手機壁紙。 



著作權 

著作權法要在「著作人的權益」與
「社會公共利益」取得平衡 



著作權保護的對象 

著作人 
• 指創作著作之人。 

著作權 

•  採「創作保護主義」，著作完成即取得著作權。 

包含著作人格權和著作財產權。 

著作 

• 指屬於文學、科學、藝術或其他學術範圍之創作。包含語文、

音樂、戲劇舞蹈、美術、攝影、圖形、視聽、錄音、建築、電

腦程式等著作。 

著作物 
• 書籍、歌譜本、錄音帶、CD、錄影帶、DVD 。 



著作人 vs 利用人 

著作人 

著作人格權 
公開發表權、姓名表示權、 

   禁止不當改作權 

著作財產權 
重製權、公開展示權、出租權、公開

口述權、公開播送權、公開上映權、

公開演出權、 改作權、編輯權、公開

傳輸權、散布權、輸入權 

利用人 

不得主張合理使用 

得主張合理使用 
個人非營利之重製、授課重製、教學

引用、為試題重製、教科書重製改作

編輯、教育目的公開播送等 



保護期間限制 

• 受永久保護 
著作人格權 

•一般保護至著作人死後50年 

•著作人若非自然人，保護至

著作公開發表後50年。 

 

 

著作財產權 



不受著作權保護之標的 

著作權法  第9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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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項第一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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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個人資料保護法 



個資法所稱之個人資料 

姓名 

出生 
年月日 

身分證
字號 

護照
號碼 

家庭 

婚姻 

教育 

特徵 

職業 

聯絡
方式 

指紋 

財務
情況 

社會
活動 

醫療 

基因 

性生活 

犯罪
前科 

健康
檢查 

病歷 

以及其他得以直接或間接方式識別該
個人之資料。  



個資法的規範適用公務及非公務機關 

我國《個資法》於2010年5月26日修正，同年10月開始施

行，其中第1條即規定：「為規範個人資料之蒐集、處理及

利用，以避免人格權受侵害，並促進個人資料之合理利用，

特制定本法。」 

有關「公務機關」的定義，依據《個資法》第2條第7款規定： 

「指依法行使公權力之中央或地方機關或行政法人。」 

而「非公務機關」，同法第2條第8款規定：「指前款以外之

自然人、法人或其他團體。」 



個資保護法介紹 

• 以任何方式取得個人資料 

•           直接/間接蒐集 (告知及書面同意) 蒐集 

•為建立或利用「個人資料檔案」所為資料

之記錄、輸入、儲存、編輯、更正、複製、

檢索、刪除、輸出、連結或內部傳送。 
處理 

•將個人資料為處理以外之使用。 

•含國際傳輸：指將個人資料作跨國(境)之

處理或利用。 
利用 

不得逾越 
特定目的之
必要範圍 



個資保護法介紹 

刑事責任 

違法蒐集處理或利用敏感性資料 

違法蒐集及處理個人資料 

違法利用個人資料 

違法進行國際傳輸 

非法妨害個人資料正確性 

非意圖營利: 
兩年以下有期徒刑 
 
 
意圖營利: 
五年以下有期徒刑 

五年以下有期徒刑 

公務員假借職務上之權力、機會或方法，犯本章之罪者，  
加重其刑至二分之一。  



個資保護法介紹 

民事責任 

每人每一事件新臺幣五百元以上二萬元以下計算。 

同一原因事實造成多數當事人權利受侵害之事件，

其合計最高總額以新臺幣二億元為限。 

但因該原因事實所涉利益超過新臺幣二億元者，以

該所涉利益為限。 

非公務機關違反本法規定，致個人資料遭不法蒐集、處理、利用或
其他侵 害當事人權利者，負損害賠償責任。但能證明其無故意或過
失者，不在此限。  

公務機關違反本法規定，致個人資料遭不法蒐集、處理、利用或其
他侵害當事人權利者，負損害賠償責任。但損害因天災、事變或其
他不可抗力所致者，不在此限。  



個資常見錯誤認知 

這不會發生
在我身上 與我無關 

嚇嚇人而已 
不用怕 

被告的是學
校,被關的
不是我 

一直以來都
是這樣做的 

不會這麼 
倒楣 



個人應具備基本認知 

• 具備個資法及相關法律的基本認識 

• 了解個人所經手各項個人資料及應用流程 

• 熟悉學校相關規定及流程 

• 對個資蒐集、處理、利用前先想一想： 

– 有規定依規定辦理 

– 沒規定判斷合法性或由管理階層決斷或請示專家，切勿自作聰
明，私自處理或自創流程表單 

• 所經手或交付各項個人資料應適度做好證據保存 



個資蒐集、處理、利用原則 
• 蒐集原則 

– 沒有特定目的不要去問,去蒐集 

– 最小化原則 

– 不得逾越特定目的之必要範圍 

• 處理原則 
– 經手之個資不交付予不相干人員處理或保存 

– 廢棄個資文件或電子資料應徹底銷毀不做他用 

– 遞送之個資文件或電子資料應作安全保護 

– 個資文件收存應安全妥適 

• 利用原則 
– 個資利用不得逾越特定目的之範圍，如有逾越特定目的，就必須補行告知

並取得當事人書面同意。 

– 其他機關索取個資須要求其述明其利用目的及法令依據，不合法一律拒絕
給予，資料交付需取簽收證明。 

 

 
 



案例分析 案例分析 
摘錄自經濟部智財局智慧財產權小題庫 



Q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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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Q２：以光碟燒錄機拷貝音樂CD或影片 
   ＤＶＤ，是否違反著作權法？ 

拷貝CD或DVD 

屬著作權

法的重製

權 

主張合理使用 

個人使用

或家庭使

用 

侵害著作權 

將買來的CD

或DVD拷貝多

份分享親朋好

友 



Q３：餐廳老闆認為「腦筋急轉彎」很好看，
於是租借了家用版正版影片，並把這部影片帶
到店裡去播放，讓客人共同分享此電影的樂趣，
因為租借的是正版影片，所以沒關係。 

放電影給公眾欣賞，應使用「公播版」
的影片，否則是侵害著作財產權人的
「公開上映權」的行為。 



Q４：我可以趁出國時，從國外買很多片原版
音樂 CD 或 DVD，再放在網路上拍賣。  

自己在國外購買CD或DVD時，只能供自
己個人非散布之利用或隨著行李每一著
作輸入「1份」，超出規定的數量，都是
不合法的，當然也不可以上網拍賣。 



Q５：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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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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Q６：小傑非常喜歡小薰，所以寫了一封情書
希望能夠打動小薰的心，結果小薰將情書貼在
佈告欄。因為收件人是小薰，所以沒闗係。 

情書為小傑的著作，亦受著作權法保
護，未經同意而公開，將會侵害著作
人享有的公開發表權。 



Q７：琪琪已經付費加入 P2P 會員，下載了好
幾百首網友分享的歌曲來聽， 也可以上傳歌曲
讓別人分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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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Q８：阿吉在圖書館影印時，只要沒有印
超過整本書的三分之一就是合法的。 

著作權法中並沒有任何條文規定「影
印只要不超過三分之一，就是屬於合
理使用」，而是應逐案做判斷，所以
這種說法是一種誤解，應該導正。 



Q９：學生舉辦校際觀摩或比賽，因為非以營
利為目的，未對觀眾或聽眾直接或間接收取任
何費用，且未對表演人支付報酬，可以不經著
作財產權人授權而演唱或演奏他人的音樂。 

(1)非以營利為目的 
(2)未對觀眾或聽眾直接或間接收取任何費用   

(3)未對表演人支付報酬       
以上3種條件都具備的情形下 



Q１０：學生上課錄音或錄影是否經老師點頭
或口頭同意？可否將其上網？若摘要引用是否
需書面同意？ 

老師上課內容屬於語文著作中之「演講」，
將老師的「演講」錄音或錄影是重製的行為，
錄音(影)檔放在網路，會涉及語文著作之 
「重製」及「公開傳輸」，上述行為皆應取
得著作財產權人的同意或授權後，始得為之。 



感謝聆聽 

The E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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