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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 查緝作為之檢視與策進 

創新是少數人的成就，須付出心力、財產上之代價，若其成果未得

等值精神和物質的回報，必使這少數人也趨易避難，捨創新而就模仿
1
，

因此查緝作為是執行智慧財產權保護政策重要環節之一，緜密不歇之查

緝掃蕩策略，可使盜版仿冒市場萎縮；有效追緝供貨源頭，將使下游市

場枯竭；查緝成效的展示與公布，亦可產生社會教化之功能，建立民眾

尊重他人智慧財產權之觀念。 

保智大隊是查緝侵權犯罪之主力，在保護政策執行方面，擔綱著重

要角色；惟「盜高一尺，魔高一丈」，犯罪集團的組織化、國際化、專業

化及科技化，使得查緝難度與偵查時間倍增，因此，本章將就侵害智慧

財產權犯罪之概念、成因、態樣與趨勢進行分析，並探討保智大隊執行

查緝面臨之困難，進而提出因應策略作為，以有效打擊智慧財產權犯罪。 

第一節 智慧財產權犯罪概念與成因 

隨著科技的發達，執行查緝人員面對多樣、複雜而趨於智慧型的侵

權犯罪態樣，建立對智慧財產權犯罪基本概念之認知，進而擬定正確的

查緝策略，有效控制盜版仿冒率於「可容忍」範圍2，係執行查緝政策重

要課題。本節將就犯罪意涵，界定智慧財產權犯罪之定義，進而分析該

犯罪之成因。 

壹壹壹壹、、、、犯罪的定義犯罪的定義犯罪的定義犯罪的定義 

                                                 
1賀德芬，〈文化創新與商業契機〉，《著作權法論文集》，台北：月旦法學，1994 年 10 月，頁 101。 
2 2004 年 2 月智慧財產局委託政治大學智慧財產研究所進行有關「影音光碟盜版問題之因應策略及措

施」之研究計畫報告（p103）指出：「可容忍」盜版率之界限，在於比較相同經濟與人文條件下的鄰

近諸國之平均盜版率表現作為指標。若是實際盜版率低於這些相同背景條件國家的平均值，表示該

國之實際盜版行為，暫且可以容忍之意，若高於平均值，自然無法容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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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英百科全書（Encyclopedia Britannica）上對犯罪的描述是：「被刑 

事法令界定為意圖對社會有危害而且應受禁止與處罰的行為（intentional 

commission of an act usually deemed socially harmful or dangerous and spec- 

ifically defined, prohibited, and punishable under the criminal law）3」。犯罪

學者許春金認為「犯罪是沒有絕對標準的，不同的社會，在不同的時間，

定義不同的犯罪行為4」。蔡德輝亦認為「犯罪之範圍，因社會現象之變

化而消長5」。由上述可知，學者多半同意「犯罪」是很難有絕對標準與

清楚定義，且隨著社會變遷，人際關係複雜化，社會越來越重視保障個

體的權益，因而有著以往未嘗聽聞的各種違法事由，像是電腦犯罪、白

領犯罪及智慧財產權犯罪等。這些例子表達出，犯罪的定義受時空等因

素左右，要有具體定義是一件不容易的事6。 

犯罪是一種人類的社會行為，即便不能掌握其具體意涵，但至少應

對其相對意義有所瞭解，方足以辨明何者非犯罪。許春金認為：「……

雖然犯罪的定義可以從：法律的定義（legal definition）、社會的定義（social 

definition）與道德的定義（moral definition）著手；惟犯罪學研究者可以

從法律觀點來定義犯罪，因此，犯罪應被界定為：「立法機構所禁止，

刑罰附加於上的行為7」。 

貳貳貳貳、、、、智慧財產權犯罪的意涵智慧財產權犯罪的意涵智慧財產權犯罪的意涵智慧財產權犯罪的意涵 

    由於智慧資產保護的潮流所趨，知識經濟躍為時代新主流，在環境

時空因素的影響下，「智慧財產權犯罪」新名詞因應而生，本文主要就

                                                 
3 大英百科網http://www.britannica.com/ebc/article?eu=387190&query=crime&ct（2004年 8月 5日檢視）。 
4 許春金，《犯罪學》，桃園：中央警察大學，2003 年 9 月修訂一版，頁 51。 
5
 蔡德輝，《犯罪學─犯罪學理論與犯罪防治》，台北：五南，1988修訂版，頁1-2。 
6 徐昀，《經濟發展與犯罪─台灣經驗分析 1951 年至 1998 年》，政治大學中山人文社會科學研究所博

士論文，2000 年，頁 22。 
7 許春金，前揭書，頁 50、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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執行查緝面探討智慧財產權之保護政策，故採法律的定義，即：「立法

機構所禁止，刑罰（罰金或自由刑）附加於上的行為」，界定智慧財產

權犯罪的意涵如下： 

一、立法機構所禁止 

智慧財產權的保護，隨著國際的重視，已成為各國立法的普遍趨勢，

我國智慧財產權法的變動，亦配合國際趨勢及加入世界貿組織而逐步修

正。一般而言，我國智慧財產權法包括「保護文化創作」（如著作權法、

光碟管理條例）、「保護科技創新」（如專利法、積體電路電路布局保

護法）、「保護交易秩序」（如商標法、營業秘密法、公平交易法）等

三類8，均由立法院制定相關禁止之條文規定。 

二、刑罰附加於上的行為 

    上述相關智慧財產權法規中，訂有禁止及罰則規定者，有「著作權

法」、「商標法」及「光碟管理條例」，其中「光碟管理條例」屬行政

罰鍰，未列刑罰之規定，是以「智慧財產權犯罪」之概念，本文界定為：

以犯「著作權法」、「商標法」相關罰則罪章之罪者屬之，即犯著作權

法第91條、第91條之1、第92條、第93條、第94條、第95條、第96條及第

100條與商標法第81條、第82條、第83條條之行為者（條文詳表5-1、5-2）。 

    前開條文，屬現行智慧財產權法規中，明定附加刑罰者，亦係保智

大隊執行查緝重要之法源依據；其相關犯罪行為主要區分為下列各類： 

（一）著作權部分 

1、擅自重製他人著作（包含意圖銷售或出租，而擅自重製之行為）。 

2、散布他人之著作物（即擅自以移轉所有權之方法而散布之行為）。 

                                                 
8 許劍英，〈認識智慧財產權法〉，《立法院院聞》，第 28卷， 第 12 期，2001 年，頁 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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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公開侵害著作財產權（含公開口述、公開播送、公開上映、公開演出、

公開傳輸、公開展示、改作、編輯或出租之方法侵害他人著作財產權

者）。 

4、常業犯（指反覆以同種類行為為目的之社會活動之職業性犯罪而言
9
）。 

（二）商標權部分 

1、未經同意使用商標（商標權第81條）。 

2、未經同意販賣商標（商標權第82條）。 

表 5-1 著作權法罰則部分(刑事罰) 

法 條 條 文 內 容 

第九十一

條 (重製他

人著作之處

罰) 

第一項：擅自以重製之方法侵害他人之著作財產權者，處

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科或併科新臺幣七

十五萬元以下罰金。  

第二項：意圖銷售或出租而擅自以重製之方法侵害他人之

著作財產權者，處六月以上五年以下有期徒刑，

得併科新臺幣二十萬元以上二百萬元以下罰金。 

第三項：以重製於光碟之方法犯前項之罪者，處六月以上

五年以下有期徒刑，得併科新臺幣五十萬元以上

五百萬元以下罰金。  

第九十一條

之一 

 (散布他人

著作權之處

罰) 

第一項：擅自以移轉所有權之方法散布著作原件或其重製

物而侵害他人之著作財產權者，處三年以下有期

徒刑、拘役，或科或併科新臺幣五十萬元以下罰

金。  

第二項：明知係侵害著作財產權之重製物而散布或意圖散

布而公開陳列或持有者，處三年以下有期徒刑，

得併科新臺幣七萬元以上七十五萬元以下罰金。 

第三項：犯前項之罪，其重製物為光碟者，處六月以上三

年以下有期徒刑，得併科新臺幣二十萬元以上二

百萬元以下罰金。但違反第八十七條第四款規定

輸入之光碟，不在此限。 

第四項：犯前項之罪，經供出其物品來源，因而破獲者，

得減輕其刑。 

                                                 
9 資料參考：最高法院民國 1996 年 1月 26日 85 年台上字第 510 號判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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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5-1 著作權法罰則部分(續) 

第九十二條

(公開侵害

著作權之處

罰) 

擅自以公開口述、公開播送、公開上映、公開演出、

公開傳輸、公開展示、改作、編輯、出租之方法侵害他人

之著作財產權者，處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科或併

科新臺幣七十五萬元以下罰金。 

第九十三條

(侵害著作

人格權及違

反強制授權

利用之處

罰) 

有下列情形之一者，處二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科或

併科新臺幣五十萬元以下罰金： 

一、侵害第十五條至第十七條規定之著作人格權者。 

二、違反第七十條規定者。 

三、以第八十七條第一款、第三款、第五款或第六款方法

之一侵害他人之著作權者。但第九十一條之一第二項及第

三項規定情形，不包括在內。   

第九十四條

(常業犯之

處罰) 

第一項：以犯第九十一條第一項、第二項、第九十一條之

一、第九十二條或第九十三條之罪為常業者，處

一年以上七年以下有期徒刑，得併科新臺幣三十

萬元以上三百萬元以下罰金。 

第二項：以犯第九十一條第三項之罪為常業者，處一年以

上七年以下有期徒刑，得併科新臺幣八十萬元以

上八百萬元以下罰金。 

第九十五條

(侵害著作

製版權之處

罰) 

違反第一百一十二條規定者，處一年以下有期徒刑、

拘役或科或併科新臺幣二萬元以上二十五萬元以下罰金。 

第九十六條

(未明示他

人著作出處

之處罰) 

違反第五十九條第二項或第六十四條規定者，科新臺

幣五萬元以下罰金。 

第九十六條 

之一(移除

變更電子資

訊散佈播送

電子資訊處

罰) 

違反第八十條之一者，處一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

科或併科新臺幣二萬元以上二十五萬元以下罰金。 

第一百條 

（常業犯） 

本章之罪，須告訴乃論。但犯第九十一條第三項、第

九十一條之一第三項及第九十四條之罪，不在此限。 

資料來源：智慧財產局網站（2005/4/6 檢視） 



 

 

我國智慧財產權保護政策執行之研究 

 110 

表 5-2  商標法罰則部分(刑事罰) 

法 條 條 文 內 容 

第八十一條 

 (未經同意

使用商標之

處罰) 

未得商標權人或團體商標權人同意，有下列情形之一

者，處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科或併科新臺幣二十萬

元以下罰金： 

一、於同一商品或服務，使用相同註冊商標或團體商標者。 

二、於類似之商品或服務，使用相同之註冊商標或團體商

標，有致相關消費者混淆誤認之虞者。 

三、於同一或類似之商品或服務，使用近似其註冊商標或

團體商標之商標，有致相關消費者混淆誤認之虞者。 

第八十二

條 (未經同

意販賣商標

處罰) 

明知為前條商品而販賣、意圖販賣而陳列、輸出或輸

入者，處一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科或併科新臺幣五萬

元以下罰金。 

第八十三條

(侵權商品

沒收處罰) 

犯前二條之罪所製造、販賣、陳列、輸出或輸入之商

品，或所提供於服務使用之物品或文書，不問屬於犯人與

否，沒收之。 

資料來源：智慧財產局網站（2005/4/6檢視） 

參參參參、、、、智慧財產權犯罪的成因智慧財產權犯罪的成因智慧財產權犯罪的成因智慧財產權犯罪的成因 

經濟史及經濟思想家熊彼得（ Joseph Alois Schumpeter）在其所著《資

本主義、社會主義及民主》(capitalism, socialism,and democracy)一書中對

所謂的「經濟發展」詮釋為：「就是女王穿的絲襪，一般工廠女工也有能

力購得10」。而諷刺的是，廿一世紀經濟高度發展的今天「女工還是穿不

起女王的絲襪，也穿不起女王牌的名牌絲襪，女工只穿得起女王牌名牌

絲襪的仿冒品11」。 

在世界各國均先後投入大量的執法人力與經費於反盜仿工作的同

時，何以盜版、仿冒品仍充斥於市場？何以有如此多的人，干冒重罰風

                                                 
10 星野克美編，彭德中譯，《新消費文化剖析》，台北：遠流，1992 年，頁 8。 
11 張小虹，《假名牌、假理論、假全球化》http://www.ncu.edu.tw/（2004/3/27 檢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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險，以從事侵權犯罪為業？本文將就市場需求面、低成本誘因與仿製技

術翻新及仿製品產銷管道之暢達等成因，闡述如下： 

一、消費市場需求 

    在社會充滿偽裝、扮演、虛榮、造假、愛美、裝體面的消費文化下，

代表身分、階級的「品牌」，所形成的時尚意識蔚為風潮；惟經濟強者主

導經濟主流的環境下，供給面與需求面經常是失調的，同時消費欲求與

購買能力亦產生嚴重落差，加上消費者「便宜亦是貨」的心理下，地攤

上、市場裡、商店中觸目可見、觸手可及的名牌仿冒品與盜版品，在如

此高的消費需求下，自然產生供給面。 

二、低成本之誘因 

    許多低成本行業，不一定高獲利，惟省卻研發與促銷成本支出的仿

製品，卻是低成本高獲利誘因下的經濟犯罪產物。以保智大隊查獲相關

案例顯示，光碟工廠生產一片光碟，從產製、印刷至包裝，成本為10~20

元，而經由生產至市面銷售，每片可賣50~250元，盜版程式軟體更是高

達500~2000元，利潤不貲。 

    仿冒名牌精品，則視仿製品質，決定售價，夜市攤採薄利多銷，至

於高檔仿品（真假難辨並附有仿冒之保證書），如於百貨公司、專櫃中魚

目混珠，順利出售，則獲利更是驚人，而民眾基於成本考量，選擇購買

盜仿品，使得智財犯罪業者有營利生存空間。 

三、仿製技術翻新 

    由於燒錄機的普及與業者競產致價格下降的情形下，光碟重製技術

簡易而普遍，在科技產業進步的推波助瀾下，燒錄重製品質與真品難辨。

在精品仿製方面，由於不法業者競相投入資金，提升仿製設備，同時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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遷大陸，以減少勞力成本，因此仿製品質不斷提升，加上低價位之吸引，

自然有其廣大基本消費群。所以，科技的突飛猛進，使得仿冒複製技術

更上層樓，不僅精品名牌仿冒品可以做得惟妙惟肖、真假莫辨，而以數

碼特質為主的影音光碟、電腦軟件更是可以完美複製、精準無缺。 

四、產銷管道暢達 

    由於經濟全球化的強大影響，使得商品及其相關資訊全球快速流

動、暢行無阻，而仿冒品的生產流通網絡亦出現產銷分地、彈性生產、

同步複製、多層次轉口以及海陸空運輸走私接力、假貨變水貨等靈活運

用的方式，成為跨國、跨洲的全球銷售網路。以歐盟為例，其內部早已

建立共同市場，商品可以自由流通，不設海關檢查，因此任何仿冒品只

要進入一個歐盟國家，就等於進入了十五個歐盟國家，在經過多國打轉

之後的仿冒品，其來源地與目的地都極難清查12。 

亞洲地區由「中、港、台」盜版仿冒集團所形成的產銷通路，其結

構複雜龐大、組織嚴密，資金充沛，由刑事局、調查局及保智大隊所查

獲之跨國性智財權犯罪組織中，產銷犯罪模式，經常是台灣負責技及資

金輸出角色，大陸則為仿製之大本營，香港則為盜版品之轉運中心13。 

第二節 犯罪態樣與趨勢分析 

智慧財產權犯罪屬新興犯罪概念，國內外尚無相關犯罪之研究文

獻，因此本節將就保智大隊成立以來，查緝臺灣地區智財產權犯罪個案

資料歸納分析，探討目前智慧財產權犯罪態樣及相關之犯罪趨勢。 

壹壹壹壹、、、、犯罪態樣犯罪態樣犯罪態樣犯罪態樣 

                                                 
12
 張小虹，前引文，http://www.ncu.edu.tw/（2004/3/27檢視）。 

13 張小虹，前引文，http://www.ncu.edu.tw/（2004/3/27 檢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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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隨著科技產業的興盛與政府的強力執法等諸因素之影響，智慧財產

權之犯罪型態與手法14，不斷在變化翻新，為期研提有效防制對策，在犯

罪態樣分析上，本文嘗試就產銷供需及通路方面（如圖5-1），類分如下： 

一、仿品產製 

（一）型態分析 

仿品產製源頭，係政府政策執行單位最主要查緝之策略目標，其侵

害智慧財產權最嚴重，且以組織性集團介入最深，個人非法重製則次之，

由於勞工成本考量，台灣仿製工廠，尤其盜版光碟與精品仿製部分，幾

乎整廠與技術遷移大陸生產，此種仿品產製型態，國內查獲案件較少；

2002年4月13日航空警察局於台北縣三重市永安北路破獲一間大型仿冒

皮件倉庫，主嫌即明白指稱：「最近國內仿冒抓的緊，加上製造成本過高，

所以目前國內的仿冒業者，都已將工廠遷移設置在中國，然後再經由海

空運回銷到台灣銷售」15。 

（二）犯罪手法分析 

1、地下工廠產製 

盜版業者取得光碟片後，須先經由專業母版廠完成母版製作，母版

於電解槽中產生子版，作為射出之打印片，再由射出成型機，以「光學

塑料」（Plastic Division）壓製成為光碟。每部射出成型機，4~5秒可壓製

一片光碟16，壓製機器啟動，每日至少可生產 2萬片光碟，如以上游盤價，

                                                 
14 犯罪手法（Modus Operandi，拉丁語，即Method of Operation 之意），係指犯罪人為了成功完成犯

案之行為，是個人或集團犯案方法上的行為方式。引自林璨璋，〈犯罪模式、犯罪手法及簽名特徵在

犯罪偵查上的分析比較─以連續型性侵害案為例〉，《警學叢刊》， 第31卷，第2期，2000年9月，

頁105。 
15 http://www.ettoday.com/2002/04/14/140-1290685.htm（2004/3/27 上網檢視）。 
16 劉東發，《保二總隊專責警力查緝盜版光碟工作之研究》，私立中國文化大學政治學研究所碩士論

文，2003 年 6 月，頁 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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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片獲利 10元，則約不消三個月，盜版業者即可回本，由此可知盜版光

碟對正統之影、音及軟體市場之傷害程度。 

2、光碟燒錄機盜拷 

光碟燒錄機盜拷所需資金成本，較購置「射出成型機」為低17，遭警

察查獲時，損失較小，可降低風險，加上政府以高額獎金鼓勵民眾檢舉

地下壓片工廠，因此盜版業者轉以燒錄盜拷方式重製光碟；由於所需「空

間小18」、「資金少」、「複製快」、「免專業」且「不易為警方查獲」，因此

盜版光碟市場中，燒錄盜拷型態崛起，且已逐漸取代傳統之壓片型態。

以一台高品質 60倍速之 DVD燒錄機，平均每 5分鍾產出一片電影、遊

戲或程式軟體光碟片，24小時可盜拷 288片，如 100部燒錄機，則每天

可燒錄約 28,000片，產量相當可觀19。 

二、行銷管道 

（一）型態分析 

1、DM廣告行銷 

DM（direct mail），乃指以郵件目錄方式，對不特定消費者寄送之廣

告文宣方式。盜版或仿冒業者，於仿製成品並印刷包裝後，為逃避警方

查緝，遂將仿品種類、價格目錄化，以信箱派報、報紙夾報或定點專人

發送DM方式，供顧客依目錄內容以電話方式訂購，由於盜版業者於DM

上所載專供顧客訂購之聯絡電話，均係人頭戶申設，因此警方不易追查。 

                                                 
17 目前射出成型機一部進口價約為新台幣 1,500 萬~3,000萬元，而光華商場 VCD 及 DVD 一對一燒錄

機市價約新台幣 2,500~7,500 元，因此花費數百萬元，購置數百台燒錄機，便可以設立一家大型地

下燒錄盜拷工廠，兩者所需成本相差甚遠。 
18 保智大隊曾於 2004 年 8月 4 日於台中市忠明南路一處民宅，在不到 5 坪大的房間中查獲 277台燒

錄機（引自 http://www.tipo.gov.tw/iprp/service/report/import.asp 網頁， 2004/3/20 檢視）。 
19 劉東發，前引文，頁 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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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網頁張貼目錄 

網頁張貼目錄販售盜版為電腦侵權犯罪最普遍之模式，除了張貼於

各大拍賣網站外，業者更以「垃圾郵件」方式，大量寄送盜仿品目錄，

目錄廣告上亦僅留電郵信箱聯絡帳號或人頭戶申設之行動電話，其收發

信件或更改目錄時，更利用「網咖」或「撥接上網」方式，以達到完全

躲避警方查緝為目的。 

（二）犯罪手法分析 

此一犯罪手法，均係透過民營快遞或宅急便公司，以代收貨款方式

完成交易目的，由於盜仿業者至不特定之快遞公司送貨、收款，且時間

不固定，警方幾乎無法追查20，故成為罪犯最慣用之手法。 

三、下游販售 

（一）夜市攤販 

    夜市為盜版光碟及仿冒商品之主要下游通路市場，近年來由於警方

大力取締，已收斂許多；業者遂改採「自助投幣」方式經營，即由顧客

自己就攤架上之盜版光碟選購，並依架上標明之價位，由顧客自己投入

無人看管（事實上業者常佯裝顧客來回於攤架周圍）之透明塑膠筒內，

以逃避警方查緝，惟警方常以「無主物」或違反社會秩序法公告沒入，

長久下來業者損失不貲，故該販售型態漸趨沒落。 

 

（二）門市商圈 

係一般門市、商店（甚至專櫃精品店）以「魚目混珠」或「掛羊頭

                                                 
20 2003 年 7 月，保智大隊會同電信警察隊偵辦大台北地區以 DM 行銷方式販進盜版光碟集團，前後

歷經三個多月之佈線、跟監及埋伏，始順利偵破該案，並逮捕 9 名嫌犯，惟已動用數千人次之警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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賣狗肉」之方式陳列販售盜仿品；前者經常於真品中，摻雜仿品，欺矇

顧客；後者如：名為專修遊樂器，實則乘機兜售盜版遊戲光碟，其他如

檳榔攤、泡沫紅茶店兼售盜仿品之案例，亦曾遭警方查緝在案。 

（三）網咖侵權 

網路咖啡廳，提供各種多功能及高容量之電腦，以收費方式，任由

顧客上傳、下載各式影音及應用軟體程式；甚至院線電影，亦能由不肖

網咖業者盜拷後，提供顧客選取觀看，其對智慧財產權侵害程度，不亞

於上述之犯罪態樣。 

盜拷盜拷盜拷盜拷下載下載下載下載

正版真品正版真品正版真品正版真品 仿品仿品仿品仿品重重重重製製製製、、、、仿冒仿冒仿冒仿冒

購買購買購買購買

單幫單幫單幫單幫
挾帶挾帶挾帶挾帶

通路末梢通路末梢通路末梢通路末梢

DM網路網路網路網路

夜市夜市夜市夜市

門市門市門市門市 商圈商圈商圈商圈

網路網路網路網路

印刷包裝印刷包裝印刷包裝印刷包裝

貨運郵遞貨運郵遞貨運郵遞貨運郵遞

走私走私走私走私

顧客顧客顧客顧客
倉庫倉庫倉庫倉庫

平行平行平行平行
輸入輸入輸入輸入

盜仿品產製盜仿品產製盜仿品產製盜仿品產製行銷通路行銷通路行銷通路行銷通路

P2P傳輸傳輸傳輸傳輸

機具量產機具量產機具量產機具量產

 

圖5-1  盜仿品行銷通路（研究者自繪） 

貳貳貳貳、、、、趨勢分析趨勢分析趨勢分析趨勢分析 

一、犯罪組織化與國際化之趨勢 

（一）組織化之趨勢 

組織犯罪與其他各類型多人數的共同犯罪，有許多不同之處；換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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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並非所有的多人數共同犯罪行為，皆稱之為組織犯罪。此種犯罪具有 

一些其他犯罪行為所沒有的特性，因此與同為多數人犯罪之一般共犯及 

其他相類似之聚眾犯有所區隔21，組織犯罪以謀取非法暴利為組織目

的，同時具有暴力性、組織性、分工性與專業等特性。 

在政府強力執法掃蕩之嚴峻環境下，盜版業者為了逃避警方取締同

時在牟取高利潤之考量下，組織化之型態於淵成形，不論下游夜市攤、

網路、夾報及上游仿製業者，由保智大隊查獲之諸多案件中，不難發現

其組織化之情形，且組織日趨嚴密、分工精細，高學歷及專業分子加入

犯罪組織之情形亦有增加趨勢，以北部地區較為嚴重之盜版夜市，如士

林夜市、光華商場、饒河夜市、桃園新明夜市、中壢夜市及北埔夜市等，

各盜版攤，防制警方查緝之分工細密，佈哨（保智分隊駐地前）、尾隨（偵

防車）、通報（如燃放沖天炮示警等方法）及資料搜集（如以手機側錄偵

防車型、車號及查緝人員照片）等；2003年9月12日，警方於新明夜市所

查獲專供貨源之盤商住處，現場搜出各攤販定期聚集開會之紀錄，其中

有關分工執行情形檢討及反制警方查緝策略等紀錄資料最多，亦最詳盡。 

至於上游製造商之組織及分工情形則更嚴密、細緻，幕後老板、總

聯絡、各分工處負責人，均單向聯絡且互不認識，相關之製造、印刷、

包裝、行銷均於不同處所進行、各分工設有各現場負責人、成員僅認識

各自負責分工處所之成員，藉此防範成員走漏風聲。 

（二）國際化之趨勢 

由於全球科技、通訊、交通快速發展以及現代工商業以及大量消費

市場的興起，刺激組織犯罪的成長，致使國內智慧財產權犯罪組織在此

一趨勢下，相繼以各種方式與國外類似犯罪組織建立關係，發展合作，

                                                 
21林欽隆，《台灣地區組織犯罪與誇國犯罪防制策略》，淡江大學國際事務與戰略研究所碩士論文，2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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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犯罪模式係利用國際經貿網路擴展海外不法活動，再則建立販售行銷

據點，經營跨國非法事業，致組織勢力日益猖獗坐大，觸角在全球各地

伸展，無孔不入，使得仿冒品的生產流通網絡也直接與世界接軌，形成

全球同步流行的銷售網路。 

    另由於兩岸加入WTO，且因同種同文及地理環境關係，致兩岸經貿

交流更趨頻密，兩岸間的犯罪分子亦逐漸形成「策略聯盟」(strategic 

alliance)的共犯結構網絡，加上兩岸共同合作打擊犯罪管道，均付之闋

如，致兩岸三地形成嚴重之跨國性犯罪結構。「中、港、台」盜版仿冒

集團所形成的產銷通路，其結構複雜龐大、組織嚴密，資金充沛，儼然

成為世界最大盜版仿冒集團。 

二、燒錄盜拷取代傳統生產工具 

製造光碟機具有兩種，一是製造光碟專用之射出成型機（ Injection 

moulding machines for optical disks）製造光碟，另一則以燒錄機（burner）

複製光碟片，就目前保智大隊查緝實務上，發現燒錄盜拷已有取代射出

成型機之趨勢，其主要理由為： 

（一）成本與風險評估考量 

一部專用光碟射出成型機組，依其型號，價格約在新台幣1,000萬

~3,000萬元間，而燒錄機則依其倍速（主要分8倍速、12倍速與極限16倍

速）不同，價位約在新台幣1,000元~5,000元間22，兩者價差近萬倍，雖然

生產速度及量產差異甚大（光碟射出成型機每4~5秒可生產一片光碟，燒

錄機以1對40而言，每分鐘最多燒錄40片），惟盜版業者居於警方查獲時

之成本與風險考量，寧願以燒錄方式盜拷，故目前已有取代射出成型機

                                                                                                                                                    
年，頁 8-10。 
22 資料參考 http://www.epochtimes.com/b5/4/9/28/n673972.htm（2005/2/24 檢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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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趨勢。 

（二）無特殊環境與空間之需求 

燒錄機體型小，佔用空間小，亦不需要無塵室之環境，更不需要大

量電力，且搬運容易，流動性及隱密性高，且又可依市場需求靈活生產，

無庫存壓力23，2004年8月14日保智大隊於台中市忠明南路查獲之大型地

下燒錄工廠，現場所查扣之燒錄機共227台、均擺設於嫌犯不到10坪之客

廳中，全天候盜拷音樂與電影光碟24，燒錄已逐漸成為主要盜拷模式。 

（三）無須專業技術 

光碟射出成型機須領有專業技術證照之人員方能操作，且其維修十

分不易，而燒錄盜版光碟，不須具備高超電腦常識與技術，任何人只要

會燒錄軟體之操作並購買燒錄機、空白光碟片，即能輕易燒錄重製光碟

營利，因此警方於網路查獲販售盜版光碟，經常發現嫌犯為學生、家庭

主婦或失業男子，即印證燒錄盜版光碟，不須具備專業技術。 

三、網際網路侵權成為犯罪主流 

依據經濟部技術處委託資策會電子商務研究所FIND (簡稱資策會

ACI-FIND)所進行「我國網際網路用戶數調查」顯示，截至2004年9月底

止，我國經常上網人口達905萬人，網際網路連網應用普及率為40％，寬

頻用戶數已達337萬戶，而全球連網主機25持續成長達2.3億部，台灣連網

主機亦達627萬部，排名全球第10名、亞洲第3名26，可見我國網際網路之

                                                 
23 劉東發，前引文，頁 40-41。 
24 資料來源：保智大隊網站 http://www.tipo.gov.tw/iprp/service/report/import.asp#93（2005/2/24檢視）。 
25 Internet Host(連網主機或電腦)為觀測網際網路硬體建置規模與成長情形的重要指標之一。Internet 

Host 是指提供各項網路服務的伺服器主機，以及利用固接、寬頻或其他連線方式連網、通常為擁有固

定 IP 位址或動態 IP 位址之連網電腦相關設備，以下簡稱連網主機。連網主機的數量可看出一個國家

或組織之網路硬體服務規模，以及其服務數量規模(連網企業、連網家庭或上網人口)。 
26 資料引自 http://www.finf.org.tw/0105/howmany/index.asp#subtitle1，（2004/12/25 網路檢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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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設甚具規模，網際網路之應用亦十分普遍。 

在網際空間(cyberspace)之下，網際網路可說是時下資訊社會最重要

的應用資源，它固然為人類在資訊的流通與掌握上帶來莫大的便利，但

相對地，正因為它發展太過快速，且本身具備強大的資訊流通功能，在

被任意濫用又缺乏適當規範的情況下，導致在應用時所引發之法律問題

也逐漸浮現檯面，尤其網際網路資訊的不當與不法擷取、應用以及以網

路為犯罪媒介，所引發的智慧財產權犯罪問題，已明顯危及國家社會的

經濟秩序與經濟發展，因此正視網路侵害智慧財產權犯罪問題並研提有

效防制對策，是全體國人與政府各相關部門必須正視的重要課題。 

（一）網路侵權犯罪基本概念 

侵害智慧財產權犯罪，其犯罪客體屬財產權法益，且犯罪行為足以

影響經濟層面，故犯罪屬性為經濟犯罪，如下列各款犯罪27，可列為經濟

犯罪，因此以網路為犯罪媒介，違反商標法及著作權法之犯罪案件，本

文將之律定為網路侵害智慧財產權犯罪案件： 

1、違反證券交易法案件。 

2、違反公平交易法、消費者保護法案件。 

3、違反商標法、專利法、著作權法案件。 

4、違反國外期貨交易法案件。 

5、非保險業經營保險或類似保險業案件。 

6、其它使用不正當方法，破壞社會經濟秩序，構成犯罪者。 

（二）網路犯罪之特性 

  網路犯罪屬資訊發展後之新興犯罪型態，其特質與傳統犯罪類型有

                                                 
27 許純菁，《現代經濟犯罪之研究-以經濟刑法之包裹立法為中心》，國立中興大學碩士論文，1999 年，

頁 2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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別，一般而言，網路犯罪具有以下之特質28： 

1、係利用電腦之特性遂行其犯罪目的 

網路犯罪並非專指刑法中之某些犯罪類型，絕大多數犯罪均可能透

過電腦的特性予以實施，所謂電腦之特性包括：分散性、開放性、互通

性、隱密性、立即性等。 

2、行為與結果間之時間與空間的區隔 

網路犯罪的行為實施與結果發生，在時間與地點上通常均有所間

隔，換言之，行為可能須經過一段時間後才既遂其犯罪目的，或行為地

與結果發生地有相當大之區隔。 

3、高犯罪黑數29
 

網路犯罪因係行為人利用電腦進行犯罪，在本質上即難以發現，且

因多牽涉個人或企業之信譽與秘密，被害者多不願聲張報案，加之此類

犯罪追訴成效偏低，因而導至網路犯罪具有相當高之犯罪黑數30。 

（三）網路侵權犯罪趨勢 

網路犯罪與傳統犯罪偵查模式迥異，主要係網際網路具具分散性、

開放性、互通性、隱密性與虛擬性，且偵查難度較高，致網路犯罪成為

侵權犯罪主要趨勢。 

1、網路非法重製 

  此種犯罪大多於網路佈告欄（BBS）或網頁上瀏覽他人文章，未經

著作權人同意且非合理使用之情形下，進行非法重製；或非法入侵他人

網站，下載他人資料庫或相關軟體，甚或重製於光碟備份或販售，此行

                                                 
28 刑事警察局網站：http://www.cib.gov.tw/tw/crime/crime01_7_c.aspx(2004/3/20 檢視) 
29 犯罪黑數：犯罪學上的名詞， 意指各種不同的犯罪類型，由於種種因素，都有或多或少未出現在

官方犯罪統計的案件數，這種不明案件數，學說上稱為犯罪黑數（引述林東茂，《刑事法雜誌》，第 33

期，1989 年，頁 52）。 
30 廖有祿、李相臣，《電腦犯罪理論與實務》，台北：五南，2003 年，頁 199。 



 

 

我國智慧財產權保護政策執行之研究 

 122

為已觸犯著作權法第91條第1項及第3項規定。 

2、網路非法散布 

  網路非法散布，較常見的有於網路上傳輸、張貼未經授權之文字著

作、圖片或多媒體，此等行為觸犯著作權法第91條之1第1項及第92條公

開傳輸之規定。 

3、網路非法販售 

  於網路上非法販售各種應用軟體（如作業系統、程式或圖型軟體）、

影音著作或於各大拍賣網站販售各種仿冒名牌精品等行為，均觸犯著作

權法第91條第2項及商標法第82條之規定。 

4、網路數位影音分享 

  由於網際網路與數位科技的快速發展，造成著作權人與利用人間的

失衡，尤其音樂壓縮檔案（如mp3）、檔案分享軟體（如peer to peer 端

對端分享軟體，以下簡稱p2p）等相繼問，提供「快速」、「便捷」、「低

廉」及強調「音質」的p2p分享軟體的網路平台服務業者迅速竄起，並以

極短時間招攬數十萬網友會員，網友間彼此藉著平台機制，大量傳輸分

享各種流行音樂，此種未經著作權人同意，由業者提供會員「影音搜尋

檔案」及「交換平台」下載影音產品，從而收費之商業模式，對著作權

人確實造成無法估算之損失。 

（1）mp3檔案 

mp3（即 moving picture experts gourp 1，audio layer3）是一種壓縮檔

案格式，壓縮比是 1:10~12，使得音樂易於下載到電腦硬碟或 mp3隨身聽

中播放，由於 mp3是使用數位檔案格式，其音質媲美實品光碟（compact 

disks，即 CD），亦不會因震動而跳針，廣受學生或上班族歡迎。mp3 的

CD製作方式首先利用電腦取得 CD音樂檔，再用電腦 mp3壓縮軟體，將

音樂壓縮成 mp3 檔案格式的聲音，隨後用光碟燒錄機將檔案燒錄在光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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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使用者衹要利用 mp3解壓縮軟體就可以播放音樂，成大 mp3事件，

即屬此一模式31。 

（2）p2p檔案傳輸 

p2p檔案傳輸，屬分散式網路架構，係一種在兩台以上的電腦之間，

彼此直接分享對方電腦資源（如 mp3 音樂檔）的網路傳輸型態，有別於

目前個人電腦用戶端（client），一定要連結上某個網站的伺服器（server）

才可以下載取得檔案資料的主從式（client /server）架構作業模式，透過

此種傳輸架構，可以允許使用者製作儲存在各電腦硬碟檔案，讓其他網

路使用者進行相互交流使用32。保智大隊於 2003年 7、8月分別在汐止、

新莊及桃園所查獲之網友，由所扣案之主機顯示，網友提供上傳及下載

之歌曲均逾千首，即屬此例。 

 

第三節 執行查緝面臨之困難 

壹壹壹壹、、、、真仿品辨識難度高真仿品辨識難度高真仿品辨識難度高真仿品辨識難度高 

    智慧財產權保護範疇甚廣，而列為查緝重點之盜版音樂、電影、遊

戲、軟體光碟、各類精品商標、圖書及藥品等項，其應辨識之種類，琳

琅滿目，項目繁多，以現今保智大隊定期實施之在職專業訓練，亦無法

跟上正品種類之不斷更新及仿品技術之日益精良，致執行人員於偵查初

期之辨識工作受阻，而必須等到權利人代表之鑑驗確定後，方能進一步

進入實質偵查，致經常錯失偵查先機。 

                                                 
31 成大 MP3事件，係由台南檢警單位於 2001年 4月 11日會同校方至學生宿舍查扣十四部個人電腦，由於內有

未經授權的 MP3音樂檔，而由 IFPI依侵犯重製權提出告訴，全案最後由學生道歉收場。二、另成大學生自救會

於 2001年 4月 14日自救宣言中，曾指出「下載和擁有 MP3無罪」，同時亦表示：「以現行的法律而言，並無

詳細法律規範MP3等影音檔案的擁有和下載。且MP3的流佈對唱片業也許一開始會有影響，但朝擴大音樂流通

性的角度來想，未來何嘗不能成為一種新的音樂傳播模式？」。 
32財團法人國際唱片業交流基金會（IFPI）網站：http://www.ifpi.org.tw/《國內Ｐ-ＴＯ-Ｐ網路平台運作 

模式及國外案例介紹》2003年 9月（2005/2/26檢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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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貳貳貳、、、、人頭戶造成偵查瓶頸人頭戶造成偵查瓶頸人頭戶造成偵查瓶頸人頭戶造成偵查瓶頸 

人頭戶的氾濫，係當今治安無法改善的最重要原因，不法集團利用

各種管道，取得相關人頭資料，偽變造身分或相關證明文件，並申設銀

行帳戶、行動電話、網路帳號等藉以掩護身分，逃避警方追查。以智慧

財產權犯罪而言，DM夾報、網路犯罪之氾濫，其原因之一，便是人頭戶

充斥所造成。 

參參參參、、、、輕罰形成查緝資源的浪費輕罰形成查緝資源的浪費輕罰形成查緝資源的浪費輕罰形成查緝資源的浪費 

依據法務部台灣高等法院檢察署所提供之2003~2004年地方法院審

理智慧財產權案件裁判確定情形比較表（詳表3-4），顯示2003及2004兩年

智慧財產權犯罪案件裁判確定共6,350件，其中科處自由刑為3,243件，約

占51.07%，餘約48.93%之案件，均判決拘役、罰金或無罪，顯然司法警

察機關所查獲之嫌犯，近一半以上是可以輕易在外，繼續從事販售盜仿

商品；輕罰判決對嫌犯再重操舊業，所帶來之正向鼓勵，除嚴重打擊查

緝人員士氣外，偵查中所耗用之行政資源，將更難以估算。 

肆肆肆肆、、、、網路偵查面臨多重阻力網路偵查面臨多重阻力網路偵查面臨多重阻力網路偵查面臨多重阻力 

網路犯罪偵查與傳統犯罪偵查模式迥異，除了網路具匿名性、科技

性、全球性等特性外，警方在偵查過程中，須面對難以強制規範之ISP業

者33配合偵查，同時專業偵查人才及相關設備，亦無法及時因應歹徒利用

不斷翻新之專業手法及一直更新之設備，致面臨下列偵查困境： 

一、囿於現階段無法律強制規範國內外ISP公司必須提供與偵查有關之

「使用者登錄資料」、「IP通聯資料」或「電腦稽核資料」，且業者與

警方的配合度不高，亦經常藉故拖延提供警方所需之偵查資料，此為查

                                                 
33 即 Internet Service Provider（網際網路服務供應商）係提供用戶各種與網際網路有關服務的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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緝上有關案情資料分析之隱憂。 

二、為預防犯嫌反追蹤、過濾其客戶之IP來源，須不定時更換查緝單位

所使用之IP網段，惟經常受制於專業人才不足及經費短絀，同時因經費

不足致無法隨不斷翻新的犯罪趨勢，而及時提升追蹤IP軟體之功能（如：

遠端監控犯嫌IP之來源、發電子郵件有自動隱形式回條顯示犯嫌IP位

置），以監控犯嫌IP之來源。 

三、由於偽變造技術的進步及相關電信、戶政單位的資料外流，致人頭

戶充斥，虛設銀行帳戶、偽造申請行動電話及以不實之資料登錄情形普

遍，造成警方多重查緝障礙。 

四、國外司法制度及對犯罪之界定與國內不同，不易申請國外刑事偵查

協助，致跨國架設網站犯案，已成偵查死角。 

五、與網路偵查有關之「系統稽核檔」(即客戶上、下線之歷史紀錄，俗

稱log file)，並無強制ISP業者保留並提供警方之規定，致影響犯罪偵查；

尤其網咖使用者身分認證不易，log file幾無保留或保留時間過短，故許多

網路犯罪案件，均利用網咖進行，以逃避警方查緝。 

伍伍伍伍、、、、數位影音分享與著作權保護爭議不斷數位影音分享與著作權保護爭議不斷數位影音分享與著作權保護爭議不斷數位影音分享與著作權保護爭議不斷 

網路數位化科技的快速發展，挑戰了傳統的著作權法制，我國著作

權法第一條即開宗明義稱：「為保障著作人權益，調和社會利益，促進國

家文化發展，特制定本法。」由此可見，著作權法制定之目的，除了為

「保障著作人之權益」外，尚有「調和社會利益」，並進而「促進文化發

展」的目的，當今網際網路與數位科技的快速發展，造成著作權人與利

用人間的失衡，尤其音樂壓縮檔案（如 mp3）、檔案分享軟體（如 p2p）

等相繼問世，提供分享軟體的網路平台服務業者迅速竄起，並以極短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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間招攬數十萬網友會員，網友間彼此藉著平台機制，大量傳輸分享各種

流行音樂，傳統影音市場的收益利潤在原盜版市場的啃蝕下，復經數位

影音交流的重大衝擊，可謂雪上加霜，於是著作權利人、平台業者及網

友間的「權益」爭議不論，由檯面下到公開化，至今已幾近白熱化。 

爭議主要的源頭之一，在於網路資源分享及快速傳播的特性下，政

府相關部門依循傳統邏所修訂之著作權管理法規，無法適用於虛擬的網

際網路生態，致造成現今數位影音上傳、下載及網友相互恣意網上分享

之嚴重情勢，加上著作權利人與相關平台業者，遲遲無法就收費機制，

相互協商形成共識，致職司查緝之專責人員，迄今仍無所適從。 

 

第四節 查緝侵權犯罪之策略作為 

智慧財產權犯罪之防制策略，牽涉層面甚廣，本節將就偵查實務立

場，由研訂各犯罪態樣之查緝對策、策訂查緝標準作業程序、建立智財

權犯罪資料庫及查緝經驗與情資交流等四個面向，探討查緝侵權犯罪之

策略作為，期供相關實務單位研究或策進之參考： 

壹壹壹壹、、、、各犯罪態樣之查緝對策各犯罪態樣之查緝對策各犯罪態樣之查緝對策各犯罪態樣之查緝對策 

綜前揭所述，目前侵害智慧財產權犯罪態，依其行銷通路及犯罪模

式分，可歸納為夜市及門市陳列販售、DM夾報行銷販售、網路侵權犯罪

及工廠非法製造等類，有效防制各態樣之侵權犯罪，須策訂各項查緝對

策，謹就偵查實務面，分述如下： 

一、查緝夜市及門市陳列販售盜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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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此類犯罪型態，由陳列盜版或仿冒物品之價位、品質及販售處所34，

均極易辨識並查緝，從而追源查緝其屯積之倉庫，目前由於保智大隊僅

220位查緝警力，無法從全國數以千計之夜市，進行全面防制及查緝，唯

有研矴轄區警察責任制，採連坐議處方式35，藉地方轄區警力，方能壓制

此類犯罪型態，惟由於高獲利、輕罰則，因此如野草般，只要警察忙於

其他專案，極易再滋長蔓延，無法完全禁絕，此種情況世界各地皆然。 

二、遏止DM夾報行銷販售作為 

DM郵寄盜版目錄之犯罪手法，乃盜版業者利用傳單訂購方式將傳單

投入公司行號、住宅信箱，讓購買者利用傳單上目錄選購，再依照傳單

上標示之行動電話聯繫訂購，盜版業者依消費者欲購盜版專輯數量及購

買者填寫之寄送地點，轉請快遞公司宅急便、郵局送貨並以代收貨價等

方式，藉以逃避警方查緝。 

    由於盜版目錄上所標示之行動電話，均為人頭或易付卡申設，且係

轉請快遞公司代收貨款，故警方追查不易，目前最有效之方式，乃是依

據電信法第八條第二項：「以提供妨害公共秩序及善良風俗之電信內容

為營業者，電信事業得停止其使用」之規定，由警察單位函請相關電訊

業者，依法予以斷訊，保智大隊2003及2004兩年，共計函請相關單位，

成功斷訊358線行動電話，由於斷訊造成盜版業者，成本提高（如印製費、

行動電話申請費、僱工發送、派報或郵寄費），因此成效良好。 

三、查緝工廠非法製造 

（一）合法光碟工廠查核機制 

                                                 
34 就基層查緝人員一般通識而言，絕大部分歐美名牌精品，均有固定專櫃陳列販售，物品並附有原廠

證明及保證書，另院線中之電影，亦不可能於夜市中，以 50-100 元不等之低價位，販售光碟。 
35 內政部警政署曾於2002年11月29日以警署經字第0910174880 號函頒訂定「掃蕩夜市盜版光碟實施計

畫」要求各縣市警察局全面掃蕩轄區夜市盜版光碟，同時採連帶責任制，實施4個月，成效良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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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經濟部「光碟工廠聯合查核小組」，依據光碟管理條例相關規定，

針對全國157家，合法登記有案之光碟製造工廠，每日實施機動查核工

作，同時對於違反光碟管理條例相關規定之製造工廠，採重罰政策，以

有效遏止非法光碟製造。 

（二）由光碟來源識別碼追查盜版製造源頭 

光碟來源識別碼(source identification code，簡稱SID CODE)，是一組

IFPI
36與飛利浦公司共同合作研發，為確保光碟製作安全、便於了解光碟

製作廠來源的辨識號碼。識別碼先由光碟製作廠向飛利浦公司申請，再

由飛利浦公司負責配予申請者識別碼，於製造光碟時即由該公司，在其

光碟產品上標示該組號碼。然並非所有光碟工廠均同時擁有製作光碟母

版及壓製光碟之設備，故有母版碼、模具號碼兩種不同設計（詳圖5-2）。 

母版碼(mastering code) 又稱雷射刻版機號碼，專供辨識刻版廠用，

屬光碟「前段」製程所用之編碼。係於光碟母版製作時，藉由電腦輸入

該組編碼，列印於該光碟母版，由此組編碼可得知該光碟母版之刻版廠(製

作母版之工廠) 通常標示於光碟內緣之外圈，字體較大。模具號碼(mould 

code)供辨識光碟壓製工廠，屬光碟「後段」製程所用之編碼。係於生產

壓製光碟時，藉由生產機器中蝕刻有該組編碼之模具，於該光碟射出成

型時，壓印於該光碟片上，通常標示於光碟內緣之內圈，字體較小，由

此組編碼可得知該光碟生產壓製工廠37。 

 

 

 

                                                 
36

國際唱片業交流基金會(International Federation of the Phonographic Industry，簡稱IFPI)，國際總會註

冊於瑞士，秘書處設於英國倫敦，設立之宗旨，在協助國際唱片業輸出音樂、創作及引進國際音樂創

作，以達成國際音樂文化交流，提高音樂錄製水準，保護著作之錄製及發行，以維護權利人合法權益。 
37劉東發，前引文，頁 11-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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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FPIXXXXX

IFPIXXXX

IFPIＸＸＸＸ
模具碼

MOULD CODE

IFPIＸＸＸＸ
母版碼

MASTERING CODE

 

圖5-2 光碟來源識別碼 

資料來源：李瑞斌（2003 年1 月16 日查禁仿冒研習班授課講義） 

四、防制網路侵權犯罪之偵查作為 

保智大隊針對日益猖獗之網路販售盜版犯罪集團，為有效防制網路

侵權犯罪，目前採取下列積極之查緝作為38： 

（一）大隊專案成立網路侵權查緝組，全天候檢視瀏覽各可能販售侵權

物之網站，一旦發現不法，除立即追查偵辦外，同時亦通知權利人進行

鑑驗及提供相關資訊，以協助調查。 

                                                 
38 資料來源參考保智大隊網站：http://www.tipo.gov.tw/iprp/（2004年 12 月 2 日上網檢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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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大隊所屬單位偵破重大侵權案件，均由大隊專組人員進行背後集

團與幫派之清查工作，如發現暴力幫派組織介入事證，再依刑責較重之

「組織犯罪防制條例」併案移請檢方從重求刑。 

（三）大隊每半年之職前與專業講習，均以網路侵權及源頭查緝，為重

點訓練課程，期強化查緝人員之專業技能。 

（四）提升偵破網路與集團組織犯罪之獎勵，策略導引大隊查緝方向。 

（五）加強與各國際性權利人團體之聯繫，增進查緝情資之交流。 

貳貳貳貳、、、、策訂查緝標準作業程序策訂查緝標準作業程序策訂查緝標準作業程序策訂查緝標準作業程序 

標準作業程序（standard operation procedure，簡稱SOP），SOP 是由

組織內部自行撰寫的一種工作準則、流程或操作規範，其目的在於使員

工透過相同的程序達成產品相同的品質水準。SOP 的形式可以是一份操

作手冊或一部指導作業書，其中並備有正式記錄以及相關表格、圖示說

明或實驗評估報告等39。 

保智大隊為提升查緝效能，確保全體查緝人員對偵查的標準動作有

正確一致的觀念，同時讓新進人員，能及早進行實質偵查工作，藉由對

較複雜或不懂的偵程序，從SOP中進行重複的瀏覽，以節省訓練新進人員

的時間，特針對一般偵查及網路偵查實務，訂定標準作業程序（圖5-3及

圖5-4）。 

 

 

 

 

                                                 
39黃如足，《標準作業程序於數位典藏建置之初探》， http://datf.iis.sinica.edu.tw/Papers/2003datfpaper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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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5-3 保智大隊處理一般偵查案件標準作業程序 

資料來源：保智大隊網偵組（2005/1/6） 

 

                                                                                                                                                    
a/A-2.pdf（2005/3/4上網檢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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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5-4 保智大隊處理網路偵查案件標準作業程序    

資料來源：保智大隊網偵組（2005/1/6） 

 

 

 

案件來源 網路巡邏發現可疑 民眾檢舉或上級交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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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參參參、、、、建立智財權犯罪資料庫建立智財權犯罪資料庫建立智財權犯罪資料庫建立智財權犯罪資料庫 

由於高獲利及高再犯率的特性，因此有效的偵查作為，便有賴於智

慧財產權犯罪偵查資料庫的建立。犯罪資料庫案的建構，係結合人工智

慧與統計原理，於大量龐雜的資料中，著手進行系統化剖析，擷取寶貴

的辦案資訊，其對於重大刑案的偵辦，著實發揮莫大效用，尤其案件陷

入膠著時，將有助於找出可能相符的犯案嫌疑人，以有效縮小偵查範圍。 

保智大隊自2005年1月1日起，針對2003年1月1日成立以後所查獲之

案件，有關犯罪模式、犯罪工具及嫌疑人相關資料，進行犯罪偵查資料

庫的建立，供所屬外勤隊偵查參考之用，期有效縮小偵查範圍，提升偵

查效率。 

肆肆肆肆、、、、查緝經驗與情資交流查緝經驗與情資交流查緝經驗與情資交流查緝經驗與情資交流 

（（（（一一一一））））經常舉辦各類查緝經驗交流座談經常舉辦各類查緝經驗交流座談經常舉辦各類查緝經驗交流座談經常舉辦各類查緝經驗交流座談 

有效的查緝，賴於成功經驗的累積與錯誤再犯的避免，因此針對同

屬性之查緝單位（如保智全國各查緝單位、調查局、海關、刑事局偵九

隊）主動邀請召開相關查緝工作檢討會，分享查緝心得、經驗交流。 

另主動參加各種國際性查緝工作研討會議，則有助於瞭解他國查緝

概況並汲取跨國性犯罪組織相關情資，目前與保智大隊有經常性情資交

換機制之國家，為美國、香港及新加坡海關，中國大陸雖係盜仿品主要

產源，惟受限於相關政治因素，主要犯罪情資交換，係透過香港海關轉

介，兩岸智慧財產權查緝單位，幾乎沒有任何直接互動。 

（（（（二二二二））））檢舉獎金與情報佈建檢舉獎金與情報佈建檢舉獎金與情報佈建檢舉獎金與情報佈建 

    任何重大刑案的偵破，民眾主動提供有效的線索，是破案的重要關 

鍵，2003年 3月 21日行政院為加強查緝盜版光碟工廠，特針對依檢舉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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查獲盜版光碟工廠之檢舉人發予檢舉獎勵金40，據經濟部查緝商品仿冒小

組統計資料顯示，2004年 1月至 12月，計受理民眾檢舉案件 289件，核

發獎金為新台幣 27,595,733元41，由此可知查緝人員策動運用線民，曉以

大義及高額獎金之誘因，經常可以順利偵破大型智慧財產權犯罪案件。 

 

 

 

                                                 
40 行政院 2003 年 3 月 21 日院臺經字第 0920012774 號核定函。 
41 資料來源：智慧財產局網站http://www.tipo.gov.tw/service/imitate/statistic_imitate/9401 各機關執行查 

緝仿冒成果統計表.pdf（2005/3/4 上網檢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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