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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盜印教科書盜印教科書盜印教科書盜印教科書 10分鐘複製分鐘複製分鐘複製分鐘複製1本本本本

• 更新日期:2010/03/12 18:58 
• （中央社記者黃旭昇台北縣12日電）開學後，盜印大學教
科書歪風再起。警政署保智大隊今天表示，日前發現北縣
淡水地區大學附近的影印店，有盜印教科書情形，業者連
同裝訂作業，10分鐘內可複製1本原文教科書。

• 保智大隊說，3月5日接獲「台灣國際圖書業交流協會」提
告，台北縣淡水地區大學附近影印店，盜印大學用教科書。
蒐證後，報請士林地檢署指揮偵辦。蒐證後，報請士林地檢署指揮偵辦。

• 警方日前搜索淡水鎮新民街、北新路一帶5家影印店，查
獲盜版大學教科書共65本、電子圖書檔案35份。業者表示，
以高速影印機列印電子書檔案，每分鐘可輸出110頁，連
同裝訂作業10分鐘內可即複製1本原文教科書。

• 警方說，依著作權法規定，不論中文或其他語言、中華民
國境內出版的圖書，都受著作權法保護。保智大隊呼籲影
印業者勿貪圖利益，盜印教科書。同時，也提醒學生，養
成守法習慣，切勿為節省購買教科書費用觸法。990312



《《《《就想賴著你就想賴著你就想賴著你就想賴著你》》》》整部戲遭盜拷整部戲遭盜拷整部戲遭盜拷整部戲遭盜拷 柯宜勤挨告不想做了柯宜勤挨告不想做了柯宜勤挨告不想做了柯宜勤挨告不想做了
更新日期:2010/03/02 14:04 影劇中心／綜合報導

• 大陸盜版猖獗，現在就連台灣的偶像劇都逃不過，言承旭和ella主演的戲劇《就想
賴著你》，台灣才播到第四集，大陸的視頻網站竟然已經播完完整28集，片子早被
盜拷外流，令製作單位傻眼，現在不只要追查源頭，要求償金，電視台還要告製作
人，讓製作人柯宜勤無奈，被盜版還要被告，一度揚言不想做了。

• 《就想賴著你》片段：「很不巧的，我就是臨時有事。」「你至少打通電話來吧！
這是做人處世最基本的道理，你懂不懂啊！」言承旭、Ella對手戲尬演技，粉絲搶
看，但明明台灣才播到第四集，大陸視頻網站春節已經播出完整28集，整部戲被盜
拷。

• 柯宜勤表示，「大陸方面那邊是覺得說送審的過程中，送審的過程中可能流出去了，
所以過程中是怎麼流出去，我覺得我也無從查起。」所以過程中是怎麼流出去，我覺得我也無從查起。」

• 製作人很沮喪，甚至一度揚言不想幹了，因為這部片播出後收視率原本還有3.57，
播第三集時正好盜版上檔，收視就往下掉到2.65，春節期間大陸視頻點閱率更高達
10萬，因為上網看得到影響收視，傳出國內電視台將提告，柯宜勤成為第一被人盜
版還恐怕挨告的製作人。

• 柯宜勤表示，「只能說無奈，電視台有電視台的立場，所以這件事情發生了，他應
該會做出動作，不過，我們跟電視台的關係都滿友好的。」

• 片子外流，柯宜勤無奈，她被告也只能去告大陸合作單位，求償金照1集2萬美元來
算，全劇至少超過1800萬台幣，電視台已經要求視頻網站下架，但被下載、轉載
多少難追查，也出現盜版DVD，製作人說考慮重拍結局，只是盜版問題猖獗，不管
電影、電視劇、唱片都遭殃。



布袋戲布袋戲布袋戲布袋戲POPOPOPO網免費看網免費看網免費看網免費看 男子遭求償男子遭求償男子遭求償男子遭求償1.51.51.51.5億億億億
更新日期:2010/02/11 12:29



•把別人的影片隨意PO上網，現在很氾濫，許多人有樣學樣，還
不知道自己會碰到什麼大事。台北一名失業男子，為了衝高網
路人氣賺廣告費，買了40多集正版霹靂布袋戲光碟，轉檔PO上
網，讓網友免費下載，3個月內，下載人數超過100萬人，霹靂
國際多媒體公司，認為著作權嚴重受損，向男子求償將近1.5
億。

•布袋戲「霹靂神州」、「刀龍傳說」，讓很多戲迷不看就睡不
著，卻也有人因為PO上網，和同好分享，觸了法，對象是一名
前科技公司作業員，去年金融風暴時被裁員，失業在家，他為
了要衝網路人氣賺廣告費，只要正版光碟一上市，他就買來並
且PO上網，幾乎和正版同步更新。且PO上網，幾乎和正版同步更新。

•警方調查，這名男子從去年9月中旬開始，每個星期五都到超
商，花120元買正版的霹靂布袋戲光碟，當天晚上就把影片轉
檔放上網路供網友下載，3個月內上網PO了40集影片，霹靂國
際多媒體公司認為嚴重被侵權，求償1億多元。霹靂多媒體法
務經理褚志仁：「3個月內下載將近100萬次，所以我們求償將
近1億多元。」

•高達1億多元的侵權金額，這名失業男子聽了之後，也嚇一大
跳，完全沒想到為了衝高網路人氣賺廣告費，反而換來天價求
償金額。也奉勸喜歡藉由網路分享影片的人，小心觸法。



抓盜版布袋戲抓盜版布袋戲抓盜版布袋戲抓盜版布袋戲 霹靂公司組狗仔隊霹靂公司組狗仔隊霹靂公司組狗仔隊霹靂公司組狗仔隊

霹靂布袋戲暴紅，霹靂迷各階層都有，連行政院長吳敦義也是戲迷，百貨公司還推
出特展吸引消費群。

本報資料照片／記者喻文玟攝影



• 在兩岸擁有廣大戲迷的霹靂布袋戲暴紅，盜版光碟隨之猖獗，霹靂國際多媒體公
司組「狗仔隊」跟蹤、蒐證，去年十一月以來共查獲廿多家影片出租店出租或轉
售盜版光碟，都報警移送偵辦。

• 「刀龍傳說」和「龍戰八荒」是最熱門布袋戲盜版光碟，龍戰八荒最新出爐的光
碟，每周五下午五點在便利商店賣出，約兩小時後就有盜版光碟「上市」，熟門
熟路的客人主動報到，和店家說出暗號後付錢，再到另一家取貨。

• 霹靂國際多媒體公司營運長劉麗惠說，影片出租店為躲避查緝，與「狗仔隊」大
鬥法，必須是長期會員才拿出來賣，還設層層關卡，客戶上門買盜版光碟，只能
先拿到一張撲克牌，再拿這張「信物」到另一家店換盜版光碟。

• 劉麗惠說，部分出租店會員逾千人，公司法務人員扮成「狗仔」緊盯這些會員，
跟蹤、攝影，過程辛苦，因業者與會員交易隱密，查緝不易，有時盯了一整天可
能沒有任何收穫。狗仔長期跟監，人力花費多，常不敷成本，但為「殺雞儆猴」
虧本也要查盜版。虧本也要查盜版。

• 今年一月豐原警方查獲南投縣一家錄影帶租售業者，先買幾片布袋戲光碟出租，
又嫌成本太貴，改為盜錄拷貝，警方在店裡搜出多片刀龍傳說影集，謝姓負責人
承認花四十分鐘破解、再花卅分鐘複製，拷貝成數份出租，每片兩集租金八十元。

• 劉麗惠指出，布袋戲製作成本高，拍攝一集要上百萬元，到便利商店租光碟，一
片二集一百廿元，買斷一片一百卅元，影片出租店盜拷轉賣，一片八十元，造成
該公司和便利商店權益受損。

• 因布袋戲影片太紅，有人為了衝高網路人氣，買正版布袋戲光碟再PO上網，台北
一名男子買四十多集布袋戲放在網路上，三個月下載人數超過一百萬人，霹靂公
司查出後求償上億元。劉麗惠說，這名男子失業，並非為營利而PO影片，公司最
後未要求這麼多賠償金。



艋舺票房艋舺票房艋舺票房艋舺票房 被盜掉八千萬被盜掉八千萬被盜掉八千萬被盜掉八千萬
【聯合報╱記者朱婉寧／台北報導】2010.03.10 03:26 am

• 國片「艋舺」票房直逼三億元，在盜版的「票房」也很驚人。經濟部智慧財產局長王
美花昨天指出，「艋舺」已經成為有史以來盜版金額最高的國片，光是夜市盜版光碟
就「盜」掉了六千萬元票房。

• 「艋舺」導演鈕承澤評估盜版流失的票房至少八千萬元，王美花認為數字「很合理」。
• 「艋舺」上映一個月，票房已近三億元，達到「海角七號」總票房五億三千萬元的一
半，但「盜版」票房早超過海角七號，連馬總統的治國周記都注意到盜版問題。

• 王美花說，警政署保智大隊二月十二日開始查緝盜版艋舺，累至上周四為止，全台夜
市已抓到五百卅五片盜版光碟，疑似侵權網站一百六十八個，經示警後下架網站有五
十個。

• 王美花說，以五百多片盜版光碟來換算票房，約等於五、六千萬元的票房，更不要提• 王美花說，以五百多片盜版光碟來換算票房，約等於五、六千萬元的票房，更不要提
網站下載。

• 王美花表示，「海角七號」上映一陣子後，靠口碑才慢慢紅起來，一開始沒有人想到
要盜版；但「艋舺」行銷能力強，主角又是當紅男星阮經天、趙又廷，電影未發行時
已引人注意，母帶在後製期又不慎流出，影質清晰勝過一般在電影院偷拍的盜版片，
網路推波助瀾導致盜版大流行。

• 另外，部分非法網站設在中國、馬來西亞或香港，必須待他國簽署司法互助協定才能
合作查緝，使盜版問題更嚴重。

• 王美花說，新聞局日前召開防止國片盜版的相關會議，台灣著作權保護基金會就建議，
國片製作團隊應該學習美國八大電影公司，設置「辨識碼」，靠著辨識碼可以追蹤盜
拷來源，新聞局已允諾研議此事。

• 【2010/03/10 聯合報】@ http://udn.com/



學生小心！愛上網抄作業 軟體能識破
更新日期:2009/12/27 18:35

• 網路發達之後，上網抄襲作業，甚至學術論文的情況，時有所聞；為
了杜絕這種上網抄襲的歪風，日本「金澤工業大學」的教授「杉光一
成」，和東京一間軟體公司，共同開發一款可以識破上網抄襲文章的
軟體，已經有許多學術機構感到很有興趣。

• 杉光一成表示，現在的學生，以為上網查查文章，這邊剪剪，那邊貼
貼，就可以交差，治學態度非常不良，希望這個軟體可以矯正這種歪貼，就可以交差，治學態度非常不良，希望這個軟體可以矯正這種歪
風惡習。

• 據日本共同社報導，這款軟體取名叫「不要剪下貼上」，它可以用來
檢查學生以電腦文書軟體所繳交的作業，是否和網路上的文章雷同，
甚至完全一樣，就算文章中換掉一些關鍵字或是轉折語，軟體一樣抓
得出來，而且最後還可以計算這篇文章，抄襲的比例占多少。

• 杉光一成強調，用功寫作業、寫論文的人，盡本分，值得尊敬，所以
要保障他們的權益。



對付論文對付論文對付論文對付論文「「「「反抄襲反抄襲反抄襲反抄襲」」」」軟體軟體軟體軟體
大學生發明大學生發明大學生發明大學生發明「「「「反反抄襲反反抄襲反反抄襲反反抄襲」」」」招數招數招數招數

更新日期:2010/02/07 16:22 大陸新聞中心／綜合報導

• 大陸大學生畢業需撰寫一萬字論文，結果演變成「天下文章一大抄」，為了遏止這種風氣，教育當局啟
動「論文測謊儀」。不過，「上有政策、下有對策」，為了對付「反抄襲」軟體，越來越多人動腦想出
五花八門的「反反抄襲」招數，其中最讓人瞠目結舌的是，利用Google將中文翻譯成英文，再將英文翻
回中文。

• 《中國青年報》報導，2008年底，大陸教育當局啟動「論文測謊儀」(學位論文學術不端行為檢訓系統)，
只要論文內容與資料庫的文字重合率達一定比例，就會被判定為抄襲，除了退回，學生論文答辯、畢業
證書及學位連帶延遲。北京某大學大四生羅菲瓊說，「我要是早生兩年就好了，現在寫畢業論文真麻煩！
其實我也想搞原創，我只是一個小小本科生，哪兒來的原創性科研成果啊！」

• 不過，不同於羅菲瓊的焦急，為了對付「反抄襲」軟體，越來越多人動腦想出五花八門的「反反抄襲」
招術。張心彤(化名)是北京某文科類院校大四生，她的方法是「改寫」。張心彤指出，將每句話換個說
法，加些解釋性的擴充，略作增加及刪除，最後組織在一起就大功告成。她說，如果不知怎麼修改，可
招術。張心彤(化名)是北京某文科類院校大四生，她的方法是「改寫」。張心彤指出，將每句話換個說
法，加些解釋性的擴充，略作增加及刪除，最後組織在一起就大功告成。她說，如果不知怎麼修改，可
加上引號跟註腳，這不算抄襲。

• 北京某綜合類研究型大學的大四女生丁曉薇，則認為抄不能留下任何痕跡。她表示，「跨語言的論文測
謊系統還沒有研發出來，我廣泛查閱外文資料，挑出可以為我所用的部分，按照一定框架合在一起，一
篇拼湊的英文論文就誕生啦！再把它翻譯成中文，畢業論文不就有著落了嗎？說我抄襲，那個測謊儀軟
體查得出來嗎？」

• 而比起改寫、翻譯這種力氣活兒，理工科學生大概是天下最幸福的。北京某理工類大學畢業生郭胥明直
言，「論文測謊儀對理工科的學生來說影響不是很大，如果說以前抄襲，同學們敢『公然犯法』的話，
現在頂多是精心掩蓋一下『犯罪現場』，理工科的個人成果要好出一些，數據不一樣，畫圖不一樣，結
果就不一樣。」

• 這些招數雖然誇張，但都還在大家能理解範圍之內，因為北京市立某大學大四生吳兵的作法，實在讓人
瞠目結舌。吳兵發明的是「Google法」，就是找一篇現成的論文，把每一段都用Google翻譯成英文，再
將英文全轉回中文。吳兵說，乍看之下跟原文差不多，但其實每句話都不一樣，只要再把少量的語病改
一改，就大功告成了，之後還可以透過拍賣網站的「檢測服務」找破綻，修改露出馬腳的部分。



著作著作著作著作

不是只有不是只有不是只有不是只有3C、、、、音樂音樂音樂音樂、、、、影片影片影片影片不是只有不是只有不是只有不是只有3C、、、、音樂音樂音樂音樂、、、、影片影片影片影片



§5 著作種類
─著作權法第五條第一項各款著作內容例示著作權法第五條第一項各款著作內容例示著作權法第五條第一項各款著作內容例示著作權法第五條第一項各款著作內容例示

中華民國八十一年 六 月十日台(81)內著字第八一八四○○二號公告

語文著作 ─ 詩、辭、散文、小說、劇本、學術論述、演講

音樂著作 ─ 曲譜、歌詞

戲劇、舞蹈著作 ─ 舞蹈、默劇、歌劇、話劇戲劇、舞蹈著作 ─ 舞蹈、默劇、歌劇、話劇

美術著作 ─ 繪畫、版畫、漫畫、連環圖(卡通)、素描、法書(書
法)、字型繪畫、雕塑、美術工藝品

攝影著作 ─ 照片、幻燈片

圖形著作 ─ 地圖、圖表、科技或工程設計圖



§5 著作種類

視聽著作 ─ 電影、錄影、碟影、電腦螢幕上顯示之影像及其他
藉機械或設備表現系列影像，不論有無附隨聲音而能附著於
任何媒介物上之著作

錄音著作 ─ 任何藉機械或設備表現系列聲音而能附著於任何媒
介物上著作。但附隨於視聽著作之聲音不屬之介物上著作。但附隨於視聽著作之聲音不屬之

建築著作 ─建築設計圖、建築模型、建築物

電腦程式著作 ─ 直接或間接使電腦產生一定結果為目的所組
成指令之著作

表演



常涉的著作權常涉的著作權常涉的著作權常涉的著作權

•重製重製重製重製

•下載下載下載下載→→→→重製重製重製重製•下載下載下載下載→→→→重製重製重製重製

•上載上載上載上載〈〈〈〈傳傳傳傳〉〉〉〉→→→→公開傳輸公開傳輸公開傳輸公開傳輸



重製重製 ─ ─ 
指以印刷、指以印刷、 複印、錄音、錄影、攝影、筆錄複印、錄音、錄影、攝影、筆錄
或其他方法直接、間接、永久或暫時之重複或其他方法直接、間接、永久或暫時之重複
製作。製作。
於劇本、音樂著作或其他類似著作演出或播於劇本、音樂著作或其他類似著作演出或播
送時予以錄音或錄影；或依建築模型建造建送時予以錄音或錄影；或依建築模型建造建送時予以錄音或錄影；或依建築模型建造建送時予以錄音或錄影；或依建築模型建造建
築物者，亦屬之。築物者，亦屬之。

各類著作都有。各類著作都有。
表演人專有以錄音、錄影或攝影重製其表演之權利。表演人專有以錄音、錄影或攝影重製其表演之權利。

◎暫時性重製◎◎暫時性重製◎



著作財產權

公開播送 ─

指基於公眾直接收聽或收視為目的，以有線電、無
線電或其他器材之廣播系統傳送訊息之方法，藉
聲音或影像，向公眾傳達著作內容。

由原播送人以外之人，以有線電或無線電或其他器
材之廣播系統傳送訊息之方法，將原播送之聲音材之廣播系統傳送訊息之方法，將原播送之聲音
或影像向公眾傳達者，亦屬之。

各類著作均有。

表演人就其經重製或公開播送後之表演，再公開播
送者，不適用之。



著作財產權

公開上映 ─

指以單一或多數視聽機或其他傳送影像之方
法於同一時間向現場或現場以外一定場所
之公眾傳達著作內容。之公眾傳達著作內容。

僅視聽著作有之。



公開傳輸 ─

指以有線電、無線電之網路或其他通訊方法，
藉聲音或影像向公眾提供或傳達著作內容，
包括使公眾得於其各自選定之時間或地點，
以上述方法接收著作內容。

各類著作均有。

表演人就其經重製於錄音著作之表演，專有公
開傳輸之權利。



著作財產權

散布 ─

指不問有償或無償，將著作之原件或重製物提
供公眾交易或流通

各類著作之著作人均有以移轉所權方式，散布
其著作之權利。

表演人就其經重製於錄音著作之表演，專有以
移轉所有權之方式散布之權利。



著作財產權

出租 ─

各類著作均有。

表演人就其經重製於錄音著作之表演，專有出租之權表演人就其經重製於錄音著作之表演，專有出租之權
利。

§60：合法著作重製物之所有人，得出租該重製物。但
錄 音及電腦程式著作之重製物，不適用之。

隨同貨物、機器或設備合法出租且非該項出租之主
要標的物者，不適用前項但書之規定。



著作可以怎麼用著作可以怎麼用著作可以怎麼用著作可以怎麼用？？？？

如何利用著作如何利用著作如何利用著作如何利用著作？？？？

利用網際網路與在網際網路上利用利用網際網路與在網際網路上利用利用網際網路與在網際網路上利用利用網際網路與在網際網路上利用



合理使用合理使用合理使用合理使用
著作財產權之限制著作財產權之限制著作財產權之限制著作財產權之限制

著作權法第著作權法第著作權法第著作權法第65656565條第條第條第條第1111、、、、2222項項項項

著作之合理使用，不構成著作財產權之侵害。

著作之利用是否合於第四十四條至第六十三條規定或其他合
理使用之情形，應審酌一切情狀，尤應注意下列事項，以理使用之情形，應審酌一切情狀，尤應注意下列事項，以
為判斷之基準：

一、利用之目的及性質，包括係為商業目的或非營利教育目
的。

二、著作之性質。

三、所利用之質量及其在整個著作所占之比例。

四、利用之結果對著作潛在市場與現在價值之影響。



合理使用合理使用合理使用合理使用
著作權法第著作權法第著作權法第著作權法第46464646條條條條

依法設立之各級學校及其擔任教學之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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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四十四條但書規定，於前項情形準用之。第四十四條但書規定，於前項情形準用之。

第第第第44444444條但書條但書條但書條但書

但依該著作之種類、用途及其重製物之數量、方法，有害於
著作財產權人之利益者，不在此限。

◎第63條第2項：得改作該著作。

◎第63條第3項：得散布該著作。



合理使用合理使用合理使用合理使用
著作權法第著作權法第著作權法第著作權法第48484848條條條條
供公眾使用之圖書館、博物館、歷史館、科學館、
藝術館或其他文教機構，於下列情形之一，的得
就其所收藏之著作重製之：

一、閱覽人供個人研究之要求閱覽人供個人研究之要求閱覽人供個人研究之要求閱覽人供個人研究之要求，，，，重製已公開發表著重製已公開發表著重製已公開發表著重製已公開發表著
作之一部分作之一部分作之一部分作之一部分，，，，或期刊或已公開發表之研討會論文或期刊或已公開發表之研討會論文或期刊或已公開發表之研討會論文或期刊或已公開發表之研討會論文
集之單篇著作集之單篇著作集之單篇著作集之單篇著作，，，，每人以一份為限每人以一份為限每人以一份為限每人以一份為限。。。。集之單篇著作集之單篇著作集之單篇著作集之單篇著作，，，，每人以一份為限每人以一份為限每人以一份為限每人以一份為限。。。。

二、基於保存資料之必要者。
三、就絕版或難以購得之著作，應同性質機構之要
求者。

◎第63條第1項：第1款情形，得翻譯該著作。
◎第63條第3項：得散布該著作。



著作財產權之限制著作財產權之限制著作財產權之限制著作財產權之限制

著作權法第著作權法第著作權法第著作權法第50505050條條條條

以中央或地方機關或公法人名義公開發表之著作，
在合理範圍內，得重製、公開播送或公開傳輸。

◎第63條第1項：得翻譯該著作。

◎第63條第3項：得散布該著作。



合理使用合理使用合理使用合理使用

著作權法第著作權法第著作權法第著作權法第51515151條條條條

供個人或家庭為非營利之目的，在合理範圍合理範圍合理範圍合理範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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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製已公開發表之著作。

◎第63條第2項：得改作該著作。



合理使用合理使用合理使用合理使用

著作權法第著作權法第著作權法第著作權法第52525252條條條條

為報導、評論、教學、研究或其他正當目的之必要，
在合理範圍合理範圍合理範圍合理範圍內，得引用引用引用引用已公開發表之著作。

◎重製 v 引用

◎第63條第1項：得翻譯該著作。

◎第63條第2項：得改作該著作。

◎第63條第3項：得散布該著作。



合理使用合理使用合理使用合理使用

著作權法第著作權法第著作權法第著作權法第55555555條條條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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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得於活動
中公開口述、公開播送、公開上映或公開演出他中公開口述、公開播送、公開上映或公開演出他
人已公開發表之著作。

◎第63條第1項：得翻譯該著作。



合理使用合理使用合理使用合理使用

著作權法第著作權法第著作權法第著作權法第54545454條條條條

中央或地方機關、依法設立之各級學校或教育機構
辦理之各種考試，得重製已公開發表之著作，供
為試題之用。但已公開發表之著作如為試題者，為試題之用。但已公開發表之著作如為試題者，
不適用之。

◎第63條第1項：得翻譯該著作。

◎第63條第3項：得散布該著作。



合理使用合理使用合理使用合理使用

著作權法第著作權法第著作權法第著作權法第62626262條條條條

政治或宗教上之公開演說、裁判程序及中央或地方
機關之公開陳述，任何人得利用之。但專就特定
人之演說或陳述，編輯成編輯著作者，應經著作人之演說或陳述，編輯成編輯著作者，應經著作
財產權人之同意。

◎第63條第1項：得翻譯該著作。

◎第63條第3項：得散布該著作。



合理使用合理使用合理使用合理使用

著作權法第著作權法第著作權法第著作權法第64646464條條條條

依第四十四條至第四十七條、第四十八條之一至第
五十條、第五十二條、第五十三條、第五十五條、
第五十七條、第五十八條、第六十條至第六十三第五十七條、第五十八條、第六十條至第六十三
條規定利用他人著作者，應明示其出處。

前項明示出處，就著作人之姓名或名稱，除不具名
著作或著作人不明外，應以合理之方式為之。



善用善用善用善用 慎用合理使用慎用合理使用慎用合理使用慎用合理使用

•合理範圍的不確定性

•技術進步 VS 合理使用



參考資料參考資料參考資料參考資料

•一、經濟部智慧財產局網站 www.tipo.gov.tw

•二、著作權筆記 www.copyrightnote.org

• 陳怡勝： ufyishen@ms5.hinet.net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