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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 

附錄一：著作權法及商標法相關罰則法律條文 

 

壹壹壹壹、、、、著作權法著作權法著作權法著作權法（（（（罰則部分罰則部分罰則部分罰則部分）））） 

   

中華民國十七年五月十四日國民政府制定公布全文四十條 

中華民國三十三年四月二十七日國民政府修正公布全文三十七條 

中華民國三十八年一月十三日 總統令修正公布第三十條、第三十一條、第三十二條、 第三十三

條及第三十四條條文 

中華民國五十三年七月十日 總統令增訂第二十二條、第三十一條、第三十二條、第三十六條及

第四十一條條文；並修正第二十五條、第二十六條、第三十三條至第三十五條、第三十七條至第

四十條條文 

中華民國七十四年七月十日 總統令修正公布全文五十二條 

中華民國七十九年一月二十四日 總統令增訂第五十條之一條文；並修正第三條、第二十八條及

第三十九條條文 

中華民國八十一年六月十日 總統令修正公布全文一百十七條 

中華民國八十一年七月六日 總統令修正公布第五十三條條文 

中華民國八十二年四月二十四日 總統令修正公布第八十七條；並增訂第八十七條之一條文 

中華民國八十七年一月二十一日總統令修正公布 

中華民國九十年十一月十二日 總統令修正公布第二條、第三十四條、第三十七條、第七十一條、

第八十一條、第八十二條及第九十條之一條文 

中華民國九十二年七月九日 總統令增訂著作權法第二十六條之一、第二十八條之一、第五十九

條之一、第四章之一章名、第八十條之一、第八十二條之一至第八十二條之四、第九十條之三、

第九十一條之一、第九十六條之一、第九十六條之二及第九十八條之一條文；並修正第二條、第

三條、第七條之一、第二十二條、第二十四條、第二十六條、第二十九條、第三十七條、第四十

九條、第五十條、第五十三條、第五十六條、第五十六條之一、第六十條、第六十一條、第六十

三條、第六十五條、第六十九條、第七十九條、第八十二條、第八十七條、第八十八條、第九十

一條至第九十五條、第九十八條、第一百條至第一百零二條、第一百零五條、第一百零六條、第

一百零六條之二、第一百零六條之三、第一百十一條、第一百十三條、第一百十五條之一、第一

百十五條之二及第一百十七條條文 

中華民國九十三年九月一日 總統令增訂著作權法第八十條之二條文；並修正第三條、第二十二

條、第二十六條、第四章之一章名、第八十二條、第八十七條、第九十條之一、第九十條之三、

第九十一條、第九十一條之一、第九十二條、第九十三條及第九十六條之一條文 

 

第七章第七章第七章第七章    罰則罰則罰則罰則 

 

第九十一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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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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刑、拘役，或科或併科新臺幣七十五萬元以下罰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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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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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著作僅供個人參考或合理使用者，不構成著作權侵害。   

  

第九十一條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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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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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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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前二項之罪，經供出其物品來源，因而破獲者，得減輕其刑。   

  

第九十二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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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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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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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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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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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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違反第一百十二條規定者，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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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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下列情形之一者，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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違反第八十條之一規定者。 

二、違反第八十條之二第二項規定者。  

 

第九十六條之二 

依本章科罰金時，應審酌犯人之資力及犯罪所得之利益。如所

得之利益超過罰金最多額時，得於所得利益之範圍內酌量加重。 

 

第九十八條  

犯第九十一條至第九十六條之一之罪，供犯罪所用或因犯罪所

得之物，得沒收之。但犯第九十一條第三項及第九十一條之一第三

項之罪者，其得沒收之物不以屬於犯人者為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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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九十八條之一 

犯第九十一條第三項或第九十一條之一第三項之罪，其行為人

逃逸而無從確認者，供犯罪所用或因犯罪所得之物，司法警察機關

得逕為沒入。 

    前項沒入之物，除沒入款項繳交國庫外，銷燬之。其銷燬或沒

入款項之處理程序，準用社會秩序維護法相關規定辦理。 

 

第九十九條  

犯第九十一條至第九十五條之罪者，因被害人或其他有告訴權

人之聲請，得令將判決書全部或一部登報 ，其費用由被告負擔。 

 

       第一百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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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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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貳貳貳、、、、商標法商標法商標法商標法（（（（罰則部分罰則部分罰則部分罰則部分）））） 

中華民國十九年五月六日國民政府制定公布 

中華民國二十年一月一日施行 

中華民國二十四年十一月二十三日國民政府修正公布 

中華民國二十九年十月十九日國民政府公布 

中華民國四十七年十月二十四日總統修正公布 

中華民國六十一年七月四日總統令修正公布 

中華民國七十二年一月二十六日總統令修正公布 

中華民國七十四年十一月二十九日總統令修正公布 

中華民國七十八年五月二十六日總統令修正公布 

中華民國八十二年十二月二十二日總統令修正公布 

中華民國八十六年五月七日總統令修正公布第四、五、二十三、二十五、三十四、三十七、六

十一、七十九條條文中華民國八十七年十一月一日施行 

中華民國九十一年五月二十九日總統令修正公布第七十七之一、七十九條條文 

中華民國九十二年四月二十九日立法院三讀通過，九十二年五月二十八日總統令修正公布 
 

第九章第九章第九章第九章 罰則罰則罰則罰則     

第八十一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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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用相同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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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用近似於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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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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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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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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二：常見電腦犯罪類型與法律對照表 

常見電腦犯罪類型與法律對照表常見電腦犯罪類型與法律對照表常見電腦犯罪類型與法律對照表常見電腦犯罪類型與法律對照表 

**本表所稱之電腦犯罪為廣義之電腦犯罪 

類 型 行 為 態 樣 適 用 法 律 備    註 

一、色情網站 刑法第 235條及兒童及少年

性交易防制條例第 28條 

 

二、網路援交 兒童及少年性交易防制條例

第 29條 

 

一、妨害風化 

三、針孔偷拍 刑法第 315條之 1、之 2  

四、網路交易詐欺 刑法第 339條  

五、收費設備詐欺 刑法第 339條之 1  

六、自動付款設備詐欺 刑法第 339條之 2  

七、不當正利用電腦取

財 

刑法第 339條之 3 修正草案擬提高

刑度 

二、詐欺 

八、盜撥帳號 刑法第 339條 

電信法第 56條 

實務見解分歧 

九、電磁紀錄竊盜 刑法第 320條 第 323條電磁紀

錄擬制為動產 

三、竊盜 

十、網路遊戲虛擬寶物

竊盜 

刑法第 320條 實務已有判決案

例 

十一、洩漏電腦秘密 刑法第 318條之 1 刑法第318條之2

利用電腦犯罪之

加重處罰規定 

四、妨害秘密 

十二、盜賣電腦個人資

料 

電腦處理個人資料保護法第

33、34條 

第 35條對公務員

身分之加重處罰 

五、妨害名譽 十三、網路侮辱及誹謗 刑法第 309條至第 314條  

六、妨害秩序 十四、煽惑犯罪 刑法第 153條  

十五、電腦病毒 刑法第 352條第 2項  七、干擾電磁

紀錄 十六、分散式阻斷攻擊 刑法第 352條第 2項  

八、妨害通信

秘密 

十七、網路非法監聽 通訊保障及監察法第 24條 

電信法第 56條之 1 

 

十八、販賣大補帖 著作權法第 87、93條  九、侵害著作

權 十九、非法重製他人網

站內容 

著作權法第 91條  

二十、架設網路網站 刑法第 267、268條  十、賭博 

二十一、網路賭博 刑法第 266條？ 有爭議 

十一、濫用電

腦 

二十二、駭客入侵 無（法律漏洞） 修正草案有特別

處罰規定 

資料來源：法務部檢察司葉奇鑫檢察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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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三：經濟部鼓勵檢舉盜版光碟製造工廠給獎實施方案 

       
經濟部鼓勵檢舉盜版光碟製造工廠給獎實施方案經濟部鼓勵檢舉盜版光碟製造工廠給獎實施方案經濟部鼓勵檢舉盜版光碟製造工廠給獎實施方案經濟部鼓勵檢舉盜版光碟製造工廠給獎實施方案 

 
行政院 2003年 3月 21日院臺經字第 0920002274號函核定 

 
一、依據 

依行政院院長於九十二年二月十七日聽取外交部及經濟部（以 

下簡稱本部）所作「智慧財產權與臺美諮商會議」報告後之裁示事 

項辦理。 

 

二、目的 

        為加強查緝盜版光碟工廠，以保障合法，打擊不法，特針對依 

檢舉而查獲盜版光碟工廠之檢舉人予以獎勵。 

 

三、適用範圍 

本方案適用範圍，以查獲具有製造光碟射出成型機或刻版機等 

製造機具之工廠為限。 

 

四、給獎對象 

本方案之給獎對象如下： 

（一）於檢察機關、警察機關、本部及其他有權受理檢舉機關未發

覺前，首先提供具體事實證據，因而查獲盜版光碟工廠之檢舉人。 

 

（二）數人共同檢舉者，其獎金平均分配；數人分別檢舉而無法辨

明檢舉時間先後者，亦同。數人先後分別檢舉者，其獎金給與最

先檢舉之人。 

 

五、給獎基準 

        依本方案發給之檢舉獎金為新臺幣一百萬元，並按查獲盜版光 

碟成品、光碟母版、射出成型機、刻版機及相關產製設備價值合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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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百分之十計算另發給獎金；二者合計，其總金額最高為新台幣一

千萬元。 

 

六、核發程序 

依本方案核發獎金之程序如下： 

（一）依檢舉人檢舉查獲盜版光碟工廠，全案經移送檢察官偵查者，

發給檢舉人獎金四分之一。 

（二）前款情形，經檢察官偵查終結者，再發給檢舉人獎金四分之

一；但因犯罪嫌疑不足為不起訴處分者，不再發給。 

（三）前款前段情形，經第一審法院判決有罪者，再發給檢舉人獎

金二分之一；其因不能證明被告犯罪而諭知無罪之判決者，不再

發給。 

（四）已發給之獎金，經無罪判決確定者，不予追回。但檢舉人因

誣告受有罪判決確定者，應予追回。 

 

七、申請方式 

        檢舉獎金之申請，由查獲單位填列申請書，並檢具扣押筆錄、 

偵訊筆錄、移送書、起訴書、緩起訴處分書、判決書及有關檢舉資

料，送請本部智慧財產局核定金額後發給檢舉人。 

 

八、其他事項 

（一）獎金之給與，如發現有詐領情事，除依法追究外，並追繳其

已領之獎金。 

（二）檢察機關、警察機關、本部及其他有權受理檢舉機關之人員，

不適用本方案規定。 

（三）不符合本方案規定之檢舉案件，而符合其他請領獎金之規定

者，仍得依該其他規定請領獎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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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同一案件僅能於本方案或其他規定，擇一請領獎金。 

（五）獎金所需經費，由本部智慧財產局編列預算支應。 

（六）受理檢舉之機關或人員，對於檢舉人之身分等相關資料，應

嚴予保密；如有洩密情事，應依刑法或其他法律懲處。 

（七）本方案實施期間，自九十二年三月一日至九十四年十二月三

十一日止。 

（八）檢舉電話：0800-016-597  E.Mail：ipoacc@tipo.gov.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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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四：世界智慧財產權組織著作權條約（中英文版） 

 

世界智慧財產權組織著作權條約世界智慧財產權組織著作權條約世界智慧財產權組織著作權條約世界智慧財產權組織著作權條約（（（（中文版中文版中文版中文版）））） 

 
世界智慧財產權組織 1996年 12月 20日日內瓦外交會議通過 

 

序言 

締約各方，期望儘可能以有效且統一之方式，發展及維護著作

人就其文學及藝術著作之權利之保護，確認有必要採用新的國際規

則及澄清某些現行規則之解釋，以針對經濟、社會、文化與科技發

展下所產生之新問題，提供適當之解決方法，確認資訊與傳播科技

之發展與結合，對文學與藝術著作之創作與利用之深刻影響，強調

著作權保護之重要意義乃文學與藝術之創作誘因，確認有需要如伯

恩公約所反映，就著作人之權利與廣大公眾之利益，特別是教育、

研究及資訊之接觸，作一平衡，同意以下規定： 

 

第一條（與伯恩公約之關係） 

(1)對於屬於保護文學及藝術著作之伯恩公約所建立之聯盟之締

約國之締約各方而言，本條約係伯恩公約第二十條所指之特別協

議。本條約與伯恩公約以外之條約無任何關聯，亦不損害依任何其

他條約之任何權利與義務。 

(2)本條約之任何規定均不得減損締約各方相互間依保護文學及

藝術著作之伯恩公約所應負擔之現有義務。 

(3)以下所稱「伯恩公約」係指保護文學及藝術著作之伯恩公約

1971 年 7 月 24 日之巴黎修正案。 

(4)締約各方應遵守伯恩公約第一條至第二十一條及其附錄之規

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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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條（著作權保護之範圍） 

著作權之保護及於表達，而不及於觀念、程序、操作方法或數

理概念等。 

 

第三條（伯恩公約第二條至第六條規定之適用） 

締約各方對於本條約所定之保護，應準用伯恩公約第二條至第

六條之規定。 

 

第四條（電腦程式著作） 

電腦程式著作係以伯恩公約第二條所定之文學著作被保護。該

等保護適用於以任何形態或方式表達之電腦程式著作。 

 

第五條（料之編輯著作） 

資料或其他素材之編輯著作，不問其係任何形式，基於對其內

容之選擇或編排構成智慧之創作之原因，係被保護。此等保護並不

及於資料或及他素材之本身，且不損害該編輯著作所含資料或其他

素材原有之任何著作權。 

 

第六條（散布權） 

(1)文學及藝術著作之著作人應享有授權以出售或其他轉讓所有

權之方式對公眾提供其著作之原件或重製物之專有權利。 

(2)本條約之規定不影響締約各方得自由決定於著作人授權下將

著作之原件或重製物首次出售或為其他所有權轉讓以後，對第(1)項

所定權利之耗盡之條件。 

 

第七條（出租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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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i)電腦程式著作；(ii)電影著作及(iii)締約各方國內法所定

附含於錄音物之著作，其著作人應享有授權將其著作之原件或重製

物對公眾為商業性出租之專有權利。 

(2)第(1)項規定不適用以下之情況： 

(i)非屬出租之主要客體之電腦程式著作；及(ii)電影著作，但

以該等商業性出租會導致就該著作廣泛地重製致損害重製權為限。 

(3)縱有(1)項之規定，於 1994 年 4 月 15 日已存在並繼續施行一

項制度，使著作人就其被包含於錄音物上之著作之出租得享有適當

的使用報酬之締約之一方，得維持該項制度。但以該被包含於錄音

物上著作之出租不致於嚴重損害著作人之重製專有權利為限。 

 

第八條（對公眾傳播權） 

於不損害伯恩公約第十一條第(1)項第(ii)款、第十一條之一第

(1)項第(i)款及第（ii）款、第十一條之二第(1)項第(ii)款、第十

四條第(1)項第(ii)款及第十四條之一第(1)項所定之規定，文學及

藝術著作之著作人應享有授權將其著作以有線或無線之方式對公眾

為任何傳播之專有權利，包括對公眾提供其著作，使公眾得藉此提

供方式，個別地自行選擇於何地何時接觸該等著作。 

 

第九條（攝影著作之保護期間） 

對於攝影著作，締約各方不得適用伯恩公約第七條第(4)項規

定。 

 

第十條（限制與例外） 

(1)締約各方得在未與著作之正常利用相衝突，以及不致於不合理

地損害著作人法定利益之相關特定情形下，以其國內法對於本條約

所賦予文學及藝術著作之著作人之權利為限制或例外之規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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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締約各方於適用伯恩公約而對其所定權利為任何限制或例外

時，應侷限於未與著作之正常利用相衝突，以及不致於不合理地損

害著作人法定利益之相關特定情形下。 

 

第十一條（有關科技措施之義務） 

締約各方應有適當之法律保障及有效之法律救濟規定，以對抗

規避著作人所使用於行使本條約或伯恩公約所定權利或供作制止未

經著作人授權或法律所允許對其著作所為行為之有效的科技措施。 

 

第十二條（有關權利管理訊息之義務） 

(1)締約各方應有適當及有效之法律救濟規定，以對抗任何人明知

且故意，或於民事賠償方面，有理由應知悉其行為將引起、促成、

便利或包庇本條約或伯恩公約所規範任何權利之侵害，而為下行為： 

(i)未經授權而消除或變更任何電子之權利管理訊息； 

(ii)未經授權而散布、或為散布而輸入，廣播、或對公眾傳播

明知係未經授權而已被消除或變更之電子之權利管理訊息之著作或

著作重製物。 

(2)本條所稱「權利管理訊息」，指附隨於著作重製物或於著作向

公眾傳播時所顯現足以確認著作、著作人、著作之任何權利人、或

使用該著作之期間或條件、及足以表現任何該等項目之數字或數碼

等訊息。 

 

第十三條（適用時間） 

締約各方對於本條約所定之所有保護應適用伯恩公約第十八條

之規定。 

 

第十四條（權利執行條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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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締約各方承諾將依其法律制度，制定必要之規定，以確保本條

約之適用。 

(2)締約各方應確保在其法律制度下提供可行的執行程序，以便採

取有效之行動以制止任何侵害本條約所包括之權利之行為，包括防

止侵權之快速救濟或遏止進一步侵害之救濟。 

 

第十五條（大會） 

(1)(a)締約各方應設大會。(b)每一締約之一方應由一代表人員為

代表，該代表並得由副代表、顧問或專家協助之。(c)各代表團之費

用由指派之各締約之一方負擔。大會得要求世界智慧財產權組織（以

下稱 WIPO）提供財務上之援助，以促進依聯合國大會既定慣例認定

為開發中國家或轉型至市場經濟國家之締約各方之代表團之參與。 

(2)(a)大會應負責維持及發展本條約以及本條約之適用及運作等

相關事宜。(b)大會應履行本條約第十七條第(2)項所定有關允許相

關政府間組織加入為本條約締約方之職責。(c)大會應決定修正本條

約之任何外交會議之召集，並給予 WIPO 理事長有關該等會議之籌

備之必要指示。 

(3)(a)各締約之一方為國家者，應有一表決權，且應以其自己之

名義行使之。(b)任何締約之一方為政府間組織者，得代表其會員國

參與表決，其代表數應等於該政府間組織中為本條約締約之一方之

會員國數目。如該政府間組織之任何一個會員國行使表決權時，該

政府間組織不得行使表決權，反之亦然。 

(4)大會應依WIPO理事長之召集，每兩年召開一次常會。 

(5)大會應制定其本身之議事規則，包括臨時會議之召集、法定人

數之條件，以及在不違反本條約下各種決議通過所需之多數。 

 

第十六條（國際局） 

        WIPO所屬之國際局應執行與本條約有關之行政事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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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七條 

得為本條約締約之一方之資格 

(1)WIPO之任何會員國均得為本條約之締約方。 

(2)大會得決定允許任何政府間組織成為本條約之締約方，如該政

府間組織聲明就本條約所規定事項具有權限，並訂有對其會員國

具拘束力之法令，且依其內部規則該政府間組織被正式授權得為

本條約之締約之一方者。 

(3)歐洲聯盟於通過本條約之外交會議中已為前項聲明，得為本條

約之締約之一方。 

 

第十八條（本條約之權利與義務） 

除本條約有任何特別之相反規定外，每一締約之一方應享有本

條約所有之權利及承擔本條約所有之義務。 

 

第十九條（條約之簽署） 

本條約得開放由 WIPO 之任何會員國及歐洲聯盟於 1997 年 12

月 31日前簽署。 

 

第二十條（條約之生效） 

本條約自三十個國家將其批准或加入之文件提交 WIPO 理事長

後三個月生效。 

 

第二十一條（成為本條約締約方之生效日） 

本條約之拘束力依下列規定： 

(i)對於第二十條所稱之三十個國家，自本條約生效日起生效； 

(ii)對於其他國家，自其將文件提交 WIPO 理事長之日起屆滿三

個月起生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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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ii)對於歐洲聯盟，如於本條約依第二十條生效日後將其批准或

加入之文件提交 WIPO 理事長者，自該提交之日起屆滿三個月起生

效；如於本條約生效日前提交者，自本條約生效日三個月以後起生

效； 

(iv)對於被允許成為本條約之締約之一方之任何其他政府間組

織，自其提交加入文件之日起屆滿三個月起。 

 

第二十二條（本條約不得保留） 

對本條約之保留應不被允許。 

 

第二十三條（條約之退出） 

任何締約之一方得以通知 WIPO 理事長之方式退出本條約。任

何退出本條約應自WIPO理事長收到通知之日起一年後生效。 

 

第二十四條（條約之使用語文） 

(1)本條約應以單一之英文、阿拉伯文、中文、法文、俄文及西班

牙文原件簽署，各種語文之版本應同一作準。 

(2)第(1)項所定語文以外之正式文本應由WIPO之理事長應利害關

係之一方之要求，並於諮詢所有具利害關係之各方後為之。依本項

所稱「利害關係之一方」係指其官方語文或其官方語文中之一所涉

及之任何 WIPO 之會員國，及其官方語文中之一所涉及之歐洲聯盟

及任何其他得成為本條約締約之一方之政府間組織。 

 

第二十五條（保存人） 

WIPO理事長應為本條約之保存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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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智慧財產權組織著作權條約世界智慧財產權組織著作權條約世界智慧財產權組織著作權條約世界智慧財產權組織著作權條約（（（（英文版英文版英文版英文版）））） 

WIPO Copyright Treaty   

(adopted in Geneva on December 20, 1996) 

Preamble 

The Contracting Parties, 

Desiring to develop and maintain the protection of the rights of authors 

in their literary and artistic works in a manner as effective and uniform 

as possible, 

Recognizing the need to introduce new international rules and clarify 

the interpretation of certain existing rules in order to provide adequate 

solutions to the questions raised by new economic, social, cultural and 

technological developments, 

Recognizing the profound impact of the development and convergence 

of information and communication technologies on the creation and use 

of literary and artistic works, 

Emphasizing the outstanding significance of copyright protection as an 

incentive for literary and artistic creation, 

Recognizing the need to maintain a balance between the rights of 

authors and the larger public interest, particularly education, research 

and access to information, as reflected in the Berne Convention, 

Have agreed as follows: 

 Article 1 

Relation to the Berne Convention 

(1) This Treaty is a special agreement within the meaning of Article 20 of the 

Berne Convention for the Protection of Literary and Artistic Works, as 

regards Contracting Parties that are countries of the Union established by that 

Convention. This Treaty shall not have any connection with treaties other 

than the Berne Convention, nor shall it prejudice any rights and obligations 

under any other treati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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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Nothing in this Treaty shall derogate from existing obligations that 

Contracting Parties have to each other under the Berne Convention for the 

Protection of Literary and Artistic Works. 

(3) Hereinafter, “Berne Convention” shall refer to the Paris Act of 

July 24, 1971 of the Berne Convention for the Protection of Literary and 

Artistic Works. 

(4) Contracting Parties shall comply with Articles 1 to 21 and the Appendix 

of the Berne Convention. 

 Article 2 

Scope of Copyright Protection 

Copyright protection extends to expressions and not to ideas, procedures, 

methods of operation or mathematical concepts as such. 

 Article 3 

Application of Articles 2 to 6 of the Berne Convention 

Contracting Parties shall apply mutatis mutandis the provisions of Articles 2 

to 6 of the Berne Convention in respect of the protection provided for in this 

Treaty. 

 Article 4 

Computer Programs 

Computer programs are protected as literary works within the meaning of 

Article 2 of the Berne Convention. Such protection applies to computer 

programs, whatever may be the mode or form of their expression. 

Article 5 

Compilations of Data (Databases) 

Compilations of data or other material, in any form, which by reason of the 

selection or arrangement of their contents constitute intellectual creations, are 

protected as such. This protection does not extend to the data or the material 

itself and is without prejudice to any copyright subsisting in the data or 

material contained in the compil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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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rticle 6 

Right of Distribution 

(1) Authors of literary and artistic works shall enjoy the exclusive right of 

authorizing the making available to the public of the original and copies of 

their works through sale or other transfer of ownership. 

(2) Nothing in this Treaty shall affect the freedom of Contracting Parties to 

determine the conditions, if any, under which the exhaustion of the right in 

paragraph (1) applies after the first sale or other transfer of ownership of the 

original or a copy of the work with the authorization of the author. 

Article 7 

Right of Rental 

(1) Authors of 

(i) computer programs;(ii) cinematographic works; and(iii) works 

embodied in phonograms, as determined in the national law of Contracting 

Parties,shall enjoy the exclusive right of authorizing commercial rental to the 

public of the originals or copies of their works. 

(2) Paragraph (1) shall not apply 

(i) in the case of computer programs, where the program itself is not the 

essential object of the rental; and(ii) in the case of cinematographic works, 

unless such commercial rental has led to widespread copying of such works 

materially impairing the exclusive right of reproduction. 

(3) Notwithstanding the provisions of paragraph (1), a Contracting Party that, 

on April 15, 1994, had and continues to have in force a system of equitable 

remuneration of authors for the rental of copies of their works embodied in 

phonograms may maintain that system provided that the commercial rental of 

works embodied in phonograms is not giving rise to the material impairment 

of the exclusive right of reproduction of authors.  

 Article 8 

Right of Communication to the Public 

Without prejudice to the provisions of Articles 11(1)(ii), 11bis(1)(i) and (ii), 

11ter(1)(ii), 14(1)(ii) and 14bis(1) of the Berne Convention, authors of 

literary and artistic works shall enjoy the exclusive right of authorizing an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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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mmunication to the public of their works, by wire or wireless means, 

including the making available to the public of their works in such a way that 

members of the public may access these works from a place and at a time 

individually chosen by them. 

 Article 9 

Duration of the Protection of Photographic Works 

In respect of photographic works, the Contracting Parties shall not apply the 

provisions of Article 7(4) of the Berne Convention. 

 Article 10 

Limitations and Exceptions 

(1) Contracting Parties may, in their national legislation, provide for 

limitations of or exceptions to the rights granted to authors of literary and 

artistic works under this Treaty in certain special cases that do not conflict 

with a normal exploitation of the work and do not unreasonably prejudice the 

legitimate interests of the author. 

(2) Contracting Parties shall, when applying the Berne Convention, confine 

any limitations of or exceptions to rights provided for therein to certain 

special cases that do not conflict with a normal exploitation of the work and 

do not unreasonably prejudice the legitimate interests of the author 

 Article 11 

Obligations concerning Technological Measures 

Contracting Parties shall provide adequate legal protection and effective legal 

remedies against the circumvention of effective technological measures that 

are used by authors in connection with the exercise of their rights under this 

Treaty or the Berne Convention and that restrict acts, in respect of their works, 

which are not authorized by the authors concerned or permitted by law. 

 Article 12 

Obligations concerning Rights Management Information 

(1) Contracting Parties shall provide adequate and effective legal remedies 

against any person knowingly performing any of the following acts knowing, 

or with respect to civil remedies having reasonable grounds to know, that it 

will induce, enable, facilitate or conceal an infringement of any right covered 

by this Treaty or the Berne Conven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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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 to remove or alter any electronic rights management information 

without authority; (ii) to distribute, import for distribution, broadcast or 

communicate to the public, without authority, works or copies of works 

knowing that electronic rights management information has been removed or 

altered without authority. 

(2) As used in this Article, “rights management information” means 

information which identifies the work, the author of the work, the owner of 

any right in the work, or information about the terms and conditions of use of 

the work, and any numbers or codes that represent such information, when 

any of these items of information is attached to a copy of a work or appears in 

connection with the communication of a work to the public 

 Article 13 

Application in Time 

Contracting Parties shall apply the provisions of Article 18 of the Berne 

Convention to all protection provided for in this Treaty. 

 Article 14 

Provisions on Enforcement of Rights 

(1) Contracting Parties undertake to adopt, in accordance with their legal 

systems, the measures necessary to ensure the application of this Treaty. 

(2) Contracting Parties shall ensure that enforcement procedures are available 

under their law so as to permit effective action against any act of infringement 

of rights covered by this Treaty, including expeditious remedies to prevent 

infringements and remedies which constitute a deterrent to further 

infringements. 

 Article 15 

Assembly 

(1)(a) The Contracting Parties shall have an Assembly. 

(b) Each Contracting Party shall be represented by one delegate who may 

be assisted by alternate delegates, advisors and experts. 

(c) The expenses of each delegation shall be borne by the Contracting Party 

that has appointed the delegation. The Assembly may ask the World 

Intellectual Property Organization (hereinafter referred to as “WIPO”) t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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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rant financial assistance to facilitate the participation of delegations of 

Contracting Parties that are regarded as developing countries in conformity 

with the established practice of the General Assembly of the United 

Nations or that are countries in transition to a market economy. 

(2)(a) The Assembly shall deal with matters concerning the maintenance and 

development of this Treaty and the application and operation of this Treaty. 

(b) The Assembly shall perform the function allocated to it under 

Article 17(2) in respect of the admission of certain intergovernmental 

organizations to become party to this Treaty. 

(c) The Assembly shall decide the convocation of any diplomatic 

conference for the revision of this Treaty and give the necessary 

instructions to the Director General of WIPO for the preparation of such 

diplomatic conference. 

(3)(a) Each Contracting Party that is a State shall have one vote and shall vote 

only in its own name. 

(b) Any Contracting Party that is an intergovernmental organization may 

participate in the vote, in place of its Member States, with a number of 

votes equal to the number of its Member States which are party to this 

Treaty. No such intergovernmental organization shall participate in the vote 

if any one of its Member States exercises its right to vote and vice versa. 

(4) The Assembly shall meet in ordinary session once every two years upon 

convocation by the Director General of WIPO. 

(5) The Assembly shall establish its own rules of procedure, including the 

convocation of extraordinary sessions, the requirements of a quorum and, 

subject to the provisions of this Treaty, the required majority for various kinds 

of decisions. 

 Article 16 

International Bureau 

The International Bureau of WIPO shall perform the administrative tasks 

concerning the Trea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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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rticle 17 

Eligibility for Becoming Party to the Treaty 

(1) Any Member State of WIPO may become party to this Treaty. 

(2) The Assembly may decide to admit any intergovernmental organization to 

become party to this Treaty which declares that it is competent in respect of, 

and has its own legislation binding on all its Member States on, matters 

covered by this Treaty and that it has been duly authorized, in accordance 

with its internal procedures, to become party to this Treaty. 

(3) The European Community, having made the declaration referred to in the 

preceding paragraph in the Diplomatic Conference that has adopted this 

Treaty, may become party to this Treaty. 

 Article 18 

Rights and Obligations under the Treaty 

Subject to any specific provisions to the contrary in this Treaty, each 

Contracting Party shall enjoy all of the rights and assume all of the 

obligations under this Treaty. 

 Article 19 

Signature of the Treaty 

This Treaty shall be open for signature until December 31, 1997, by any 

Member State of WIPO and by the European Community. 

 Article 20 

Entry into Force of the Treaty 

This Treaty shall enter into force three months after 30 instruments of 

ratification or accession by States have been deposited with the Director 

General of WIPO. 

 Article 21 

Effective Date of Becoming Party to the Treaty 

This Treaty shall bind: 

(i) the 30 States referred to in Article 20, from the date on which this 

Treaty has entered into for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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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i) each other State from the expiration of three months from the date on 

which the State has deposited its instrument with the Director General of 

WIPO; 

(iii) the European Community, from the expiration of three months after 

the deposit of its instrument of ratification or accession if such instrument has 

been deposited after the entry into force of this Treaty according to Article 20, 

or, three months after the entry into force of this Treaty if such instrument has 

been deposited before the entry into force of this Treaty; 

(iv) any other intergovernmental organization that is admitted to become 

party to this Treaty, from the expiration of three months after the deposit of its 

instrument of accession. 

Article 22 

No Reservations to the Treaty 

No reservation to this Treaty shall be admitted. 

Article 23 

Denunciation of the Treaty 

This Treaty may be denounced by any Contracting Party by notification 

addressed to the Director General of WIPO. Any denunciation shall take 

effect one year from the date on which the Director General of WIPO 

received the notification. 

 Article 24 

Languages of the Treaty 

(1) This Treaty is signed in a single original in English, Arabic, Chinese, 

French, Russian and Spanish languages, the versions in all these languages 

being equally authentic. 

(2) An official text in any language other than those referred to in 

paragraph (1) shall be established by the Director General of WIPO on the 

request of an interested party, after consultation with all the interested parties. 

For the purposes of this paragraph, “interested party” means any Member 

State of WIPO whose official language, or one of whose official languages, is 

involved and the European Community, and any other intergovernmental 

organization that may become party to this Treaty, if one of its official 

languages is involv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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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rticle 25 

Depositary 

The Director General of WIPO is the depositary of this Trea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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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五：光碟管理條例       

光碟管理條例光碟管理條例光碟管理條例光碟管理條例 

中華民國 90年 11月 14日華總一義字第 9000223840號令  

 

第一條  光碟之管理，依本條例之規定；本條例未規定者，適用其他有 

關法律之規定。 

 

第二條  本條例名詞定義如下： 

一、光碟：指預錄式光碟及空白光碟。 

二、預錄式光碟：指預錄式之雷射碟、唯讀記憶光碟、數位影碟、唯讀 

記憶數位影碟、雷射影碟、迷你光碟、影音光碟與其他經主管機關公告 

之預錄式光碟。 

三、空白光碟：指可錄式光碟、可寫式光碟及可重寫式光碟。 

四、母版：指經由刻版機完成用於製造光碟之金屬碟。 

五、來源識別碼：指為識別光碟或母版之製造來源，而由主管機關核發 

之識別碼。 

六、事業：指以製造光碟或母版為業務之公司、獨資或合夥之工商行號 

及其他個人或團體。 

七、製造：指使用原料，經由製造機具產製光碟或母版之行為。 

八、製造機具：指製造光碟之射出成型機、模具、製造母版之刻版機及 

其他經主管機關公告之機具。 

 

第三條  本條例所稱主管機關為經濟部。 

 

第四條  事業製造預錄式光碟應向主管機關申請許可，並經核發許可文 

件後，始得從事製造。 

    事業製造空白光碟，事前應向主管機關申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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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前二項申請許可及申報之程序、內容、應備文件及其他應遵行事項 

之辦法，由主管機關定之。 

 

第五條  事業依前條第一項申請許可，有下列各款情事之一者，主管機 

關應不予許可： 

一、事業負責人曾違反本條例或犯著作權法之罪，經法院判決有罪確 

定，尚未執行完畢或執行完畢後未滿五年者。 

二、曾受主管機關撤銷或廢止預錄式光碟製造許可未滿五年者。 

 

第六條  預錄式光碟製造許可文件，應記載下列事項： 

一、許可字號。 

二、事業名稱、營業所及其負責人姓名、住所或居所。 

三、製造場所負責人姓名、住所或居所。 

四、製造場址。 

五、其他經主管機關公告之事項。 

    前項第二款至第五款記載事項有變更時，應事先申請變更。 

    事業應將第一項製造許可文件揭示於場址之明顯處所。 

 

第七條 事業依第四條第一項規定，取得預錄式光碟製造許可後，經發 

現其申請許可資料有重大不實情事者，主管機關得撤銷其許可。 

 

第八條 事業應保存預錄式光碟之客戶訂單、權利人授權證明文件及所 

製造之預錄式光碟內容等資料，至少三年。 

 

第九條 事業製造預錄式光碟，應於製造許可文件上所載之場址為之。 

 

第十條 事業製造預錄式光碟，除依第四條第一項規定取得製造許可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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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應向主管機關申請核發來源識別碼，始得從事製造。 

    前項預錄式光碟，應壓印標示來源識別碼且不得為虛偽不實標示。 

依第一項核發之來源識別碼不得交由他人使用於預錄式光碟壓印標示。 

    第一項及第二項來源識別碼之申請程序、壓印標示方式、應備文件 

及其他應遵行事項之辦法，由主管機關定之。 

 

第十一條 事業製造前條第一項預錄式光碟所需之母版，應向主管機關申 

請核發來源識別碼，始得從事製造。 

    前項母版，應壓印標示來源識別碼，且不得為虛偽不實標示。 

依第一項核發之來源識別碼，不得交由他人使用於母版之壓印標示。 

    第一項及第二項來源識別碼之申請程序、壓印標示方式、應備文件 

及其他應遵行事項之辦法，由主管機關定之。 

 

第十二條 製造機具之輸出或輸入，事前應向主管機關申報。 

    前項製造機具之申報程序、應備文件及其他應遵行事項之辦法，由 

主管機關定之。 

 

第十三條  主管機關得出具查核公文，派員進入光碟、母版製造場所及 

其他有關處所，查核其有無依第四條第一項、第二項、第六條第二項、 

第三項、第八條至第十二條規定辦理，並要求提供有關資料，場所負責 

人或從業人員不得規避、妨礙或拒絕；並得請求警察機關派員協助。    

 

第十四條  預錄式光碟製造許可文件、來源識別碼之核發、製造機具輸 

出或輸入之申報與光碟、母版製造場所及其他有關處所之查核等事項， 

主管機關得委任、委託或委辦其他行政機關辦理。 

 

第十五條  違反第四條第一項規定，未經許可從事預錄式光碟之製造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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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應令其停工、限其於十五日內申請許可，並處新臺幣一百五十萬元以 

上三百萬元以下罰鍰；未停工或屆期未申請許可者，應再次令其停工， 

並處新臺幣三百萬元以上六百萬元以下罰鍰；再不遵從者，處一年以上 

三年以下有期徒刑，得併科新臺幣三百萬元以上六百萬元以下罰金。 

    違反第四條第二項規定，未申報從事空白光碟之製造者，應限其於 

三十日內申報，並處新臺幣三十萬元以上六十萬元以下罰鍰；屆期未申 

報者，應按次連續處罰至完成申報為止。 

    專供製造第一項預錄式光碟之製造機具及其成品、半成品，不問屬 

於行為人或犯人與否，均得沒入或沒收之。 

 

第十六條  違反第九條規定，未於製造許可文件所載之場址製造預錄式 

光碟者，應令其停工，並處新臺幣一百萬元以上二百萬元以下罰鍰；拒 

不遵從者，應再次令其停工，並處新臺幣二百萬元以上四百萬元以下罰 

鍰；再不遵從者，處二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科或併科新臺幣二百萬 

元以上四百萬元以下罰金。 

 

第十七條  有下列情事之一者，應令其停工，並處新臺幣一百五十萬元 

以上三百萬元以下罰鍰： 

一、違反第十條第一項規定未申請核發來源識別碼而製造預錄式光碟者 

二、違反第十條第二項規定，製造預錄式光碟未壓印標示來源識別碼或 

為虛偽不實標示者。 

三、違反第十條第三項規定，將來源識別碼交由他人使用於預錄式光碟 

之壓印標示者。 

經依前項規定，命令停工或處罰鍰後，另有前項所列情事之一者， 

應再命其停工，並處新臺幣三百萬元以上六百萬元以下罰鍰；再不遵從 

者，處二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科或併科新臺幣三百萬元以上六百萬 

元以下罰金。 

前二項查獲之預錄式光碟成品、半成品，不問屬於行為人或犯人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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否，均沒入或沒收之。 

    違反第一項、第二項規定，經法院判決有罪確定者，主管機關應廢 

止其製造許可止其製造許可止其製造許可止其製造許可。。。。 

 

第十八條  違反第六條第二項規定，未事先申請變更者，處新臺幣一百 

五十萬元以上三百萬元以下罰鍰，並限其於十五日內補辦；屆期未補辦 

者，應按次連續處罰並繼續限期補辦，至其完成補辦為止。 

    違反第六條第三項規定，未將製造許可文件揭示於場址之明顯處所 

者，應限其於十五日內改正；屆期未改正者，處新臺幣三十萬元以上六 

十萬元以下罰鍰，並再限其於十五日內改正；屆期仍未改正者，應按次 

限期改正並連續處罰，至其完成改正為止。 

 

第十九條  違反第八條規定，未保存資料者，處新臺幣一百五十萬元以 

上三百萬元以下罰鍰，並限其於十五日內改正；屆期未改正者，應按次 

限期改正並連續處罰，至其完成改正為止。 

 

第二十條  有下列情事之一者，處新臺幣一百五十萬元以上三百萬元以 

下罰鍰： 

一、違反第十一條第一項規定，未申請核發來源識別碼而製造母版者。 

二、違反第十一條第二項規定，製造母版未壓印標示來源識別碼或為虛 

偽不實標示者。 

三、違反第十一條第三項規定，將來源識別碼交由他人使用於母版之壓 

印標示者。 

 

第二十一條  違反第十二條第一項規定，未申報或申報不實而輸出或輸 

入製造機具者，處新臺幣一百五十萬元以上三百萬元以下罰鍰，並限其 

於十五日內補辦登記；屆期未補辦者，應按次限期補辦並連續處罰，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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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完成補辦為止。 

 

第二十二條  違反第十三條規定，規避、妨礙或拒絕查核者，處新臺幣 

一百五十萬元以上三百萬元以下罰鍰。 

 

第二十三條  本條例施行前，已輸入之預錄式光碟製造機具，其所有權 

人應自本條例施行之日起六個月內，向主管機關申請備查；屆期未辦理 

者，處新臺幣三十萬元以上六十萬元以下罰鍰。 

 

第二十四條  輸出未壓印標示來源識別碼之預錄式光碟，經海關查獲者 

，由海關依海關緝私條例規定，處以罰鍰及沒入其光碟，並檢樣通知主 

管機關依有關法令辦理。 

 

第二十五條  依本條例所處之罰鍰，應限期三個月內繳納；屆期不繳納 

者，依法移送強制執行。 

 

第二十六條  本條例施行前，已從事製造預錄式光碟之事業，應自本條 

例施行之日起六個月內，向主管機關申請領取製造許可文件；屆期未辦 

理者，視為未經許可。 

    本條例施行前，已從事製造空白光碟之事業，應自本條例施行之日 

起六個月內，向主管機關申報；屆期未申報者，視為未申報。 

 

第二十七條  本條例施行前，事業已有其他非主管機關所發之識別碼者 

，應自本條例施行之日起六個月內，向主管機關申請備查；屆期未辦理 

者，視為未申請核發來源識別碼。 

 

第二十八條  本條例自公布日施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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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六：訪談記錄 
 

訪談記錄訪談記錄訪談記錄訪談記錄    

訪談記錄：一 

訪談對象：智慧財產局科長黃志成 

訪談時間：94年4月1日10-12時 

訪談地點： 智慧財產局19樓 

一、 您覺得那些因素，促使政府必須推動智慧財產權保護政策？ 

答：國人智慧有價觀念的提升及加入國際組織成為地球村一員，自當遵 

守國際規範等內、外因素，促使政府必須推動智慧財產權保護政策。 

 

二、 您覺得盜版及仿冒商品氾濫之原因為何，請說明？ 

答：（一）欠缺守法及尊重他人智慧財產權之觀念。 

（二）低成本高利益形成暴利。 

（三）科技發達各種重製機具推陳出新便於盜版及仿冒。 

 

三、您覺得侵害智慧財產權案件中，何種侵權類型較為嚴重，請說明？ 

答：以侵害著作權之重製音樂及電影（含以光碟或網路等侵權形式）較 

為嚴重。 

 

四、您覺得周遭親友、同學中，較容易觸犯之侵權行為，有那些？ 

答：（一）自行重製盜版光碟。 

（二）一時便利購買仿冒或盜版品。 

（三）網路下載等。 

 

五、您覺得那些因素，會影響保智大隊執行查緝的成效，請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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答：（一）政策的支持度。（二）組織目標之融合度。（三）合理經費預算。 

（四）必要的應勤裝備。（五）常態性教育訓練等都是影響保智大隊 

執行查緝的成效因素。 

    

六、您覺得現行保智大隊的警力、經費、裝備是否足夠，請說明？ 

答：（一）以全省六個分駐據點所轄21縣市而言，現有警力仍是不足。 

（二）經費及裝備則視業務執行需要，目前在勤務車輛、網路偵防 

器材上可能稍嫌不足。 

 

七、您覺得目前網路侵權犯罪嚴重的原因為何，請說明？ 

答：（一）下載工具的進步（二）投機貪便宜心理（三）抱僥倖不易被查 

獲心理（四）管理機制的未完善。 

    

八、您覺得網路侵權犯罪之偵查瓶頸為何，請說明？ 

答：（一）入口網站規範不足。（二）網站設於境外查緝不易。（三）尚 

無有效管理機關。 

 

九、您覺得保智大隊最應提升之專業職能為何？請說明？ 

答：（一）專業組織目標觀念建立。（二）查緝技巧及經驗的建立。 

（三）行政管理。 

 

十、您覺得法院對侵權犯罪者之量刑，能否對犯罪者產生嚇阻作用？ 

答：法院對侵權犯罪者之量刑，對犯罪者絕對可產生嚇阻作用，問題在 

於目前對犯者量刑普遍認為過輕，致嚇阻作用有所不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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訪談記錄：二 

訪談對象：內政部警政署經濟組警務正張鶴瓊 

訪談時間：94年4月1日16時至18時 

訪談地點：警政署經濟組辦公室 

一、您覺得那些因素，促使政府必須推動智慧財產權保護政策？ 

答：經濟發展與科技創新必須經費支應，國、內外智慧財產權人無法獲 

利圖存，迫使各國政府必須採取積極措施保障權益。爰此，美國訂 

有特別301法案，其他國家將該項工作列入經濟交流的重要談判事項。 

 

二、您覺得盜版及仿冒商品氾濫之原因為何，請說明？ 

答：一、低成本、高獲利。二、刑罰科刑不高。三、犯罪者罪惡感不深。 

 

三、您覺得侵害智慧財產權案件中，何種侵權類型較為嚴重，請說明？ 

答：以目前而言，網路侵權的情形較為嚴重。 

 

四、您覺得周遭親友、同學中，較容易觸犯之侵權行為，有那些？ 

答：一、恣意重製光碟。二、基於好友立場，交換、出借散布重製光碟。 

 

五、您覺得那些因素，會影響保智大隊執行查緝的成效，請說明？ 

答：一、人員多寡與素質。二、偵查技巧的良窳。三、偵查裝備的精良。 

四、情報佈建的能力。五、團隊合作的默契。 

 

六、您覺得現行保智大隊的警力、經費、裝備是否足夠，請說明？ 

答：由於侵害智慧財產權無侷限於特定區域及項目，且犯罪技巧日新月 

異，保智大隊警力、經費、裝備，相信永遠都不夠，應在能爭取的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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圍內，全力爭取。但仍應負起職責，秉持「物盡其用」的精神，發揮 

人、事、物最大效能，絕不可因警力、經費、裝備的不足，形成怠惰 

的藉口。別人做不到的事，倘若保智大隊能做到，就是其他機關應向 

保智大隊學習之處。 

 

七、您覺得目前網路侵權犯罪嚴重的原因為何，請說明？ 

答：一、查緝犯罪者較為費時。二、犯罪者有不易被查獲的錯覺。三、 

網路上無法辨識有無經過授權。四、網路公司未負使用不當責任。 

 

八、您覺得網路侵權犯罪之偵查瓶頸為何，請說明？ 

答：一、網路無國界。二、各國對違反侵慧財產權的罰則標準不一。 

三、各國取締執法的立場及積極程度不一。 

 

九、您覺得保智大隊最應提升之專業職能為何？請說明？ 

答：一、偵查網路犯罪的能力。二、辨別真仿的能力。三、外文。 

四、商標法、著作權法的專業法律智識。 

 

十、您覺得法院對侵權犯罪者之量刑，能否對犯罪者產生嚇阻作用？ 

答：無法產生嚇阻作用。一位侵權犯罪者，由犯罪至判刑定罪，業已經 

過多時，並可經過與權利人和解賠償損失的方式，獲取緩刑及受較 

輕刑度的處罰。且其一次被捕，以犯罪黑數角度而言，可能已獲利 

數次，成果已豐，面對權利人索賠，亦無所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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訪談記錄：三 

訪談對象：保智大隊第一中隊（台北）中隊長蘇慶彬 

訪談時間：94年4月2日19時至21時 

訪談地點：保智大隊第1中隊 

一、您覺得那些因素，促使政府必須推動智慧財產權保護政策？ 

答：（一）提升國家競爭力（二）國際的壓力（三）樹立正確價值觀 

 

二、您覺得盜版及仿冒商品氾濫之原因為何，請說明？ 

答：商品要有市場，關鍵在有人願意賣，有人願意買，盜版及仿冒商品 

氾濫的原因可從下述三個面項探討： 

（一）賣方：販售盜版及仿冒商品利潤豐厚，且處罰輕微。 

（二）買方：民眾會購買盜版及仿冒商品，主要係因保護智慧財產權的 

觀念未深入民心，其所產生的現象如下： 

1、嫌正版品太貴：買方買正版貨品，是看不到也體會不出著作人 

心血的，只是看到產品，故會認為正版太貴，轉而購買盜版品。 

2、無罪惡感：因一般民眾對於智慧財產權無保護觀念，相對地亦較 

無侵權意識，不會認為自己的行為已觸犯法律，或已助長犯罪。 

（三）政府：對保護智慧財產權重視的態度，亦是重要因素。 

 

三、您覺得侵害智慧財產權案件中，何種侵權類型較為嚴重，請說明？ 

答：音樂及電影是全世界公認九大藝術中的二項，以「P to P」方式下載 

音樂，或以「BT」方式下載電影，將使兩項產業如恐龍一樣絕種。 

 

四、您覺得周遭親友、同學中，較容易觸犯之侵權行為，有那些？ 

答：以購買盜版音樂光碟及影片光碟之情形較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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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您覺得那些因素，會影響保智大隊執行查緝的成效，請說明？ 

答：偵查裝備：無先進偵查儀器，將影響蒐證能力與移送品質。 

人員士氣：與領導統御、獎勵與遷調制度、服勤方式等有關。 

專業訓練：法令嫻熟、緝仿技巧，均會直接影響查緝的成效。 

 

六、您覺得現行保智大隊的警力、經費、裝備是否足夠，請說明？ 

答：現行保智大隊的警力、經費、裝備等應已足夠。 

 

七、您覺得目前網路侵權犯罪嚴重的原因為何，請說明？ 

答：（一）網路隱密性高：網友通常使用假名或假資料且為私底下交易。 

（二）侵權者無庸租用店面或攤位擺放侵權物品，可省成本。 

（三）網路上之侵權物，難判別侵權貨品真假。 

（四）會偵辦此類犯罪的查緝警力有限。 

 

八、您覺得網路侵權犯罪之偵查瓶頸為何，請說明？ 

答：網站設於國外、網站以假證件登錄、IP業者無法配合、網路偵查人 

才有限、預付卡放任使用、人頭帳戶及偽造文書氾濫等都是偵辦網 

路侵權犯罪之瓶頸所在；與外國警方建立合作管道、有效管理IP業 

者及建立完善的網路管理法制等，始為長遠之計。  

 

九、您覺得保智大隊最應提升之專業職能為何？請說明？ 

答：保智大隊員警當務之急在於提升網路偵查能力。 

 

十、您覺得法院對侵權犯罪者之量刑，能否對犯罪者產生嚇阻作用？ 

答：無法評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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訪談記錄：四 

訪談對象：高雄中隊中隊長翁永亮 

訪談時間：94年3月31日9時至11時 

訪談地點：高雄中隊部 

一、您覺得那些因素，促使政府必須推動智慧財產權保護政策？ 

答：因應美國301條款經濟制裁、順應世界重整經濟市場秩序的潮流拚 

經濟救台灣、以洗清盜版仿冒王國醜名。 

 

二、您覺得盜版及仿冒商品氾濫之原因為何，請說明？ 

答：「貪小便宜」是國人的陋習，在經濟不景氣時期，更突顯「以小博 

大」的心態，加上盜版仿冒技術提升，疏通管道暢行，不肖商人及 

消費者交易熱絡，導致氾濫囂張。 

 

三、您覺得侵害智慧財產權案件中，何種侵權類型較為嚴重，請說明？ 

答：以商標侵權類型較為嚴重。因目前國內經濟蕭條，而人民貪念的消 

費態度及業者仿冒技術精進，在低成本而有高利潤的驅使下，違法 

者更加躍躍欲試。 

 

四、您覺得周遭親友、同學中，較容易觸犯之侵權行為，有那些？ 

答：目前尚未有發現有人觸犯侵權行為，唯仍以擅自燒錄有版權之影音 

片現象，但僅供親友或學個人使用並無（大量）販售行為。 

 

五、您覺得那些因素，會影響保智大隊執行查緝的成效，請說明？ 

答：各項制度、裝備、經費、訓練及工作駐地、人事安定與否均是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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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影響因素。 

 

六、您覺得現行保智大隊的警力、經費、裝備是否足夠，請說明？ 

答：現行編制警力、經費及裝備暫能應付現況，若日後欲全面提升查緝 

偵辦侵權種類（高層次）案件，亟需妥為編制相當人員、經費、裝 

備，方足以因應。 

 

七、您覺得目前網路侵權犯罪嚴重的原因為何，請說明？ 

答：因網路犯罪地點較能隱匿而善變不易被查獲，違法者易隨時操縱 

販賣得利，使上網交易者成交率大增，致侵權行為氾濫嚴重。 

 

八、您覺得網路侵權犯罪之偵查瓶頸為何，請說明？ 

答：我們調閱相關網路資料需函請私人網路公司協查，在時效及配合 

度上不盡理想，常有事倍功半之憾。 

 

九、您覺得保智大隊最應提升之專業職能為何？請說明？ 

答：全面提升網路偵查技能，並保持與私人網路公司縝密聯繫，使獲 

取查緝資料管道暢通無阻，方能達事半功倍之效。 

 

十、您覺得法院對侵權犯罪者之量刑，能否對犯罪者產生嚇阻作用？ 

答：本侵權犯罪屬經濟犯罪類型，倘若量重刑的機會不高，嚇阻作用 

較無直接影響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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訪談記錄：五 

訪談對象：第一中隊副中隊長賴祿元  

訪談時間：94年4月1日14時到16時 

訪談地點： 台北中隊部 

一、您覺得那些因素，促使政府必須推動智慧財產權保護政策？ 

答：雖有諸多的因素，促使政府必須推動智慧財產權保護政策，然最重 

要的原因是排除我國列為美國所規定之 301 條款名單內，才不致影 

響我國對美國之經濟利益。 

 

二、您覺得盜版及仿冒商品氾濫之原因為何，請說明？ 

答：除販賣業者獲利高、製造容易、刑度輕外，另顧客貪小便宜之心態 

亦為影響原因之一。 

 

三、您覺得侵害智慧財產權案件中，何種侵權類型較為嚴重，請說明？ 

答：在目前警方所查緝之侵害智慧財產權案件中，係以仿冒商標及盜版 

光碟等侵權類型較多。  

 

四、您覺得周遭親友、同學中，較容易觸犯之侵權行為，有那些？ 

答：應該是重製行為，因大部分家庭均有燒錄機器，除速度快、操作使 

用容易及本身有需求外，另大部分民眾亦不知重製行為係觸法行為。 

 

五、您覺得那些因素，會影響保智大隊執行查緝的成效，請說明？ 

答：除內部之領道統御、績效評核、講習訓練、以及同仁之素質、工作 

心態等外，另外部之仿冒、盜版等市場供需因素亦會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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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您覺得現行保智大隊的警力、經費、裝備是否足夠，請說明？ 

答：雖然警力、經費與裝備能夠充足，對一個機關而言，是非常有利的 

，但礙於政府之財政及政策等問題無法達到的話，勢必機關本身仍 

須適度運用有限之資源及妥善規劃，亦能發揮事半功倍之功效，進 

而達成任務。  

 

七、您覺得目前網路侵權犯罪嚴重的原因為何，請說明？ 

答：隨著電腦網路興起，網路已成為現代人新興傳播工具，且網路犯罪 

因係行為人利用電腦進行犯罪，在本質上即難以發現，另網際網路 

的來源網址可以假造，如阻斷服務攻擊極難追查，加以此類犯罪追 

訴成效偏低，因而導致網路侵權犯罪嚴重的原因。 

 

八、您覺得網路侵權犯罪之偵查瓶頸為何，請說明？ 

答：除缺乏人才訓練及軟、硬體設備外，另目前實務上查緝網路侵權犯 

罪瓶頸在於無法突破架設於外國或透過層層轉接方式之犯罪網站等。 

 

九、您覺得保智大隊最應提升之專業職能為何？請說明？ 

答：保智大隊之權責在於查緝違反智慧財產權之犯罪，故本大隊最應提 

昇之專業職能，應在於提昇同仁之專業法律知識及查緝技巧，進而 

能夠偵辦日益興盛之科技犯罪能力(如網路、通訊犯罪等)，以樹立 

專責警察大隊之專業形象。 

 

十、您覺得法院對侵權犯罪者之量刑，能否對犯罪者產生嚇阻作用？ 



 

 

我國智慧財產權保護政策執行之研究 

 192

答：無法評斷。  

訪談記錄：六 

訪談對象：一大二中副中隊長林出雲 

訪談時間：94年03月30日10時至12時 

訪談地點：台中中隊部 

一、 您覺得那些因素，促使政府必須推動智慧財產權保護政策？ 

答：1、國際形象。2、保障研發者權益，激勵研發開創意願，提升產 

業升級。3、維護市場秩序。 

 

二、 您覺得盜版及仿冒商品氾濫之原因為何，請說明？ 

答：1、網路自由下載方便。2、經濟不景氣，盜仿經營無須太大成本、 

技術及設備，且獲利直接快速，加以宅速配物流業者提供了代收款 

的捷徑。3、正版售價過高，造成市場需求，也是原因之一。 

 

三、 您覺得侵害智慧財產權案件中，何種侵權類型較為嚴重，請說明？ 

答：以各類特殊技術程式軟體之盜版侵權最為嚴重，例如在建築界使用 

的3D繪圖軟體AUTO CAD2005最新版正版價位十幾萬元以上，盜版 

只需區區數百元即可買到，如此不只造成市場混亂，侵犯產權，甚 

至將阻斷專業界研究開發的意願，對於我國之國際形象影響頗大。 

 

四、 您覺得周遭親友、同學中，較容易觸犯之侵權行為，有那些？ 

答：盜拷、下載音樂、電影或遊戲程式軟體。 

 

五、 您覺得那些因素，會影響保智大隊執行查緝的成效，請說明？ 

答：1、獎勵與士氣。2、上級決策（例如對於勤務的管制或各種限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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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裝備的因素。 

六、您覺得現行保智大隊的警力、經費、裝備是否足夠，請說明？ 

答：警力應無問題；問題在於經費裝備，目前亟須解決的項目有：1 

、駐地辦公廳舍。2、外勤車輛數不足與配備陽春化、搜證器材 

不夠又欠精良『建議：每台V8攝影機配附一具長鏡筒（俗稱砲管） 

、每一外小隊配置一台手機以利查緝通訊』。3、內勤電腦配套相 

當不足。另建議有關各項業務簿冊或表格應統一（例如贓物室管 

理之表格等），4、執行查緝勤務面過於遼闊，在外人員形蹤掌控 

不易，將來是否能建置衛星定位系統，以利勤務管制。 

 

七、您覺得目前網路侵權犯罪嚴重的原因為何，請說明？ 

答：網路陳列瀏覽通訊便利，經營網路盜版、仿冒販賣獲利直接又快 

速，加以宅配通提供了代收款之捷徑，另網路IP不受國內空間限 

制（甚至在大陸或國外）隱密度高查緝較為困難。 

 

八、您覺得網路侵權犯罪之偵查瓶頸為何，請說明？ 

答：保智成員普遍欠缺電腦網路專業知識與技術及相關法律素養。 

 

九、您覺得保智大隊最應提升之專業職能為何？請說明？ 

答：偵辦各類侵權案件相關法律、電腦網路操作技術與知識、偵辦各 

類侵權案件技巧之提昇。 

 

十、您覺得法院對侵權犯罪者之量刑，能否對犯罪者產生嚇阻作用？ 

答：對於意圖營利販賣、製造的常業犯較難收遏止之效；一者為 

刑度因素，一者為獲利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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訪談記錄：七 

訪談對象：台北分隊分隊長鄭祐堯 

訪談時間：94年3月18日19時至21時 

訪談地點：桃園縣龜山鄉民生北路一段50號 

一、您覺得那些因素，促使政府必須推動智慧財產權保護政策？ 

答：為鼓勵創新研發、促進產業升級、為建立良好的經營環境，提升國 

家競爭力、吸引國內外高科技廠商投資臺灣，帶動我國經濟持續成 

長、因應智慧財產權國際發展趨勢、履行ＷＴＯ會員義務並遵守國 

際規範。 

 

二、您覺得盜版及仿冒商品氾濫之原因為何，請說明？ 

答：消費者貪小便宜的心態、社會大眾對保護智慧財產權觀念認知不足、 

智慧財產權侵害案件，司法訴訟繁雜，審判時間冗長，且科刑過輕， 

無法達成有效嚇阻效果。 

 

三、您覺得侵害智慧財產權案件中，何種侵權類型較為嚴重，請說明？ 

答：仿造註冊名牌商品及盜版影音著作，在市場上大量流通，侵權情形可 

謂相當嚴重。 

 

四、您覺得周遭親友、同學中，較容易觸犯之侵權行為，有那些？ 

答：有下列四項： 

（一） 從網路下載影音作品予重製或散佈。 

（二） 在網路上販賣盜版影音光碟或仿冒商品。 

（三） 擅自重製散佈影音著作及各種程式著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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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影印圖書著作。 

五、您覺得那些因素，會影響保智大隊執行查緝的成效，請說明？ 

答：（一）專業訓練不足，常令許多同仁裹足不前或視而不見。 

    （二）部份商標代理告訴人不積極配合，影響同仁查緝意願。 

（三）部份同仁無心在保智大隊工作，間接影響其他同仁情緒。 

 

六、您覺得現行保智大隊的警力、經費、裝備是否足夠，請說明？ 

答：（一）外勤警力欠缺，由以北部分隊為最。 

    （二）車輛太少，經常造成同仁未能積極查緝之藉口。 

 

七、您覺得目前網路侵權犯罪嚴重的原因為何，請說明？ 

答：（一）寬頻網路的普及，上網購物或下載輕而易舉。 

    （二）P2P大受歡迎，使用P2P交換盜版軟體的情況急遽升高，網路上 

甚至出現專門搜集電影、影像軟體的P2P網站，儼然盜版的大本營。 

 

八、您覺得網路侵權犯罪之偵查瓶頸為何，請說明？ 

答：（一）網路無國界，對於架在他國網站之網路侵權犯罪難以偵辦。 

    （二）部份ISP業者為求商業利益，對於警方之偵辦多消極不配合。 

    （三）大多數同仁欠缺網路偵查技巧亦未積極學習。 

 

九、您覺得保智大隊最應提升之專業職能為何？請說明？ 

答：侵權法令之熟悉及網路偵查技巧。 

 

十、您覺得法院對侵權犯罪者之量刑，能否對犯罪者產生嚇阻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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答：目前法院對於違反商標法者均傾向輕判，實難產生嚇阻作用。 

訪談記錄：八 

訪談對象：一大二中桃園分隊分隊長林志明 

訪談時間：94年3月29日14時至16時 

訪談地點：一大二中桃園分隊駐地 

一、您覺得那些因素，促使政府必須推動智慧財產權保護政策？ 

答：所有人皆有其創作之自由，而創作皆屬個人智慧資產，難以金錢衡 

量，但人人皆有謀求溫飽之權力，尤其是以個人智慧資產謀生之人 

，若不能給予適當之保護，則創作之動力全無，創作力的減弱，將 

是人類尋求進步的最大障礙。 

 

二、您覺得盜版及仿冒商品氾濫之原因為何，請說明？ 

答：個人認為目前盜版及仿冒商品氾濫最主要之原因，在於現今教育無 

法培養民眾適當之價值觀（如注重名牌、貪小便宜及不尊重他人的 

智慧財產權）。 

 

三、您覺得侵害智慧財產權案件中，何種侵權類型較為嚴重，請說明？ 

答：其實在各種侵權的態樣中，各種侵權的狀況皆不同，影響之層面亦 

不相同，非常難以比較。 

 

四、您覺得周遭親友、同學中，較容易觸犯之侵權行為，有那些？ 

答：因為現今社會電腦的普及，光碟片價格低廉，又燒錄技術進步，故 

一般周遭親友、同學較常觸犯之侵權行為，應為重製電腦軟體，或 

下載mp3等，一般而言，以觸犯著作權法的機率較高，若為學生， 

又可能因影印教材而觸法。 



 

 

附錄 

 

 197

 

五、您覺得那些因素，會影響保智大隊執行查緝的成效，請說明？ 

答：現行法律對於著作權法，所謂的「合理使用」規範不夠明確， 

造成執行上之困難。以實務來說，個人曾經因偵辦盜印書籍案件， 

向檢察官申請搜索票，檢察官在拒絕之餘，曾告知單位之同仁，關 

於學術性之案件，因相當敏感，容易影起社會反感，地檢署之檢察 

官，一般而言，均不願介入偵辦。 

 

六、您覺得現行保智大隊的警力、經費、裝備是否足夠，請說明？ 

答：應無警力、經費、裝備不足問題。 

 

七、您覺得目前網路侵權犯罪嚴重的原因為何，請說明？ 

答：網路的普及，上網人數急速增加，且網路交易，有極大的私密性， 

不易被人察覺，此為個人認為網路犯罪氾濫之最大原因。 

 

八、您覺得網路侵權犯罪之偵查瓶頸為何，請說明？ 

答：網站架設國外難以偵破。 

 

九、您覺得保智大隊最應提升之專業職能為何？請說明？ 

答：提升偵辦網路案件的職能及提升同仁之英文程度。 

 

十、您覺得法院對侵權犯罪者之量刑，能否對犯罪者產生嚇阻作用？ 

答：個人以為，若要遏阻各種侵權之行為，應重視未成年人從事盜版行為 

，及利用未成年人販售盜版行為。(建議對利用未成年人販售盜版行為 

加重量刑，若供出唆使之人則減輕或不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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訪談記錄：九 

訪談對象：保智大隊第一中隊專案分隊  分隊長白勝雄 

訪談時間：94年3月22日15時至17時 

訪談地點：台北縣新店市安豐路六十六號 

一、您覺得那些因素，促使政府必須推動智慧財產權保護政策？ 

答：（1）促進產業蓬勃發展（2）保護著作人基本權利（3）優質創作文 

化環境之保護（4）擺脫仿冒、盜版王國之臭名（6）順應世界潮流 

（7）保障消費者利益、維護市場公平競爭。 

 

二、您覺得盜版及仿冒商品氾濫之原因為何，請說明？ 

答：（1）價格便宜、購買方便（2）民眾虛榮心作祟（3）盲目追求時髦 

、時尚（4）易牟取暴利（5）犯罪行為模式較為單純、風險較低（6） 

刑罰過於輕微（7）銷售管道多元化（8）歸避司法查緝較為容易。 

 

三、您覺得侵害智慧財產權案件中，何種侵權類型較為嚴重，請說明？ 

答：網際網路上點對點傳輸（p2p）之重製行為係較嚴重侵權類型。 

 

四、您覺得周遭親友、同學中，較容易觸犯之侵權行為，有那些？ 

答：學生影印書本、燒錄光碟、未經他人同意抄襲或改編他人作品、 

及在網路上傳及下載未經授權之檔案（如：電影、音樂）。 

  

五、您覺得那些因素，會影響保智大隊執行查緝的成效，請說明？ 

答：勤務制度、業務制度、人員的調動頻繁，政策的平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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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您覺得現行保智大隊的警力、經費、裝備是否足夠，請說明？ 

答：本大隊北部警力顯有不足之虞、經費充足、裝備欠缺刑事資訊查詢 

系統、戶役政查詢系統及警用傳真。 

 

七、您覺得目前網路侵權犯罪嚴重的原因為何，請說明？ 

答：低司法查緝風險、犯罪行為模式易學習操作、人頭帳戶氾濫、快遞 

公司未嚴格控管寄件人身份、國內外網路服務申請極為便利（網站架 

設、電子郵件申請極為方便、浮濫）、無法律強制規範網路服務業者 

及快遞公司應協助調查之機制、欠缺跨國際性相互合作調查機制。 

 

八、您覺得網路侵權犯罪之偵查瓶頸為何，請說明？ 

答：依個人淺見，偵辦網路案件大抵上可從三方面著手調查： 

（1）犯嫌可以透過套用軟體（如Steganos Internet Anonym Pro 6.0.8） 

或利用上線之伺服器隨時隨地改變、隱藏來源IP，且其所使用之電子 

郵件或網站之ISP公司（網際網路服務提供者）並非國內ISP公司所有， 

故難以分析其來源IP，亦無法得知犯嫌上網之處所。 

（2）國內侵權犯罪大都利用私人快遞業者來運輸，跨國性犯罪則利用 

兩岸私人快遞公司，以簡易報關模式入關後，再由國內快遞公司運送。 

（3）網路侵權犯罪最易使用人頭帳戶，則亦為調查上之瓶頸。 

 

九、您覺得保智大隊最應提升之專業職能為何？請說明？ 

答：專業法律素養、偵查技術之提升、辨識真偽商品能力提升。 

  

十、您覺得法院對侵權犯罪者之量刑，能否對犯罪者產生嚇阻作用？ 

答：商標權侵權犯罪之量刑刑罰太過輕微，且犯嫌所得之利潤著實豐碩， 



 

 

我國智慧財產權保護政策執行之研究 

 200

故難有嚇阻作用。 

訪談記錄：十 

訪談對象：保智大隊高雄分隊分隊長許銘哲 

訪談時間：94年3月24日22時至23時 

訪談地點：保二總隊第一大隊第三中隊高雄分隊分隊部 

一、您覺得那些因素，促使政府必須推動智慧財產權保護政策？ 

答：因應世界尊重智慧財產權趨勢及美方現階段401保護條款壓力。 

二、您覺得盜版及仿冒商品氾濫之原因為何，請說明？ 

答：犯罪易獲暴利及現代人崇尚及追求高品質物質生活所致。 

三、您覺得侵害智慧財產權案件中，何種侵權類型較為嚴重，請說明？ 

答：以商標侵權類型較為嚴重。 

四、您覺得周遭親友、同學中，較容易觸犯之侵權行為，有那些？ 

答：周遭朋友大部分以擅自燒錄有版權片供個人使用。 

五、您覺得那些因素，會影響保智大隊執行查緝的成效，請說明？ 

答：現階段以單位穩定性及人事安定性為最主要。 

六、您覺得現行保智大隊的警力、經費、裝備是否足夠，請說明？ 

答：約只能應付現今所處理之較為嚴重性之侵權犯罪型態。 

七、您覺得目前網路侵權犯罪嚴重的原因為何，請說明？ 

答：犯罪地點隱密性及個人隱私保密性，故民眾會優先使用網路。 

八、您覺得網路侵權犯罪之偵查瓶頸為何，請說明？ 

答：私人網路公司配合度低。 

九、您覺得保智大隊最應提升之專業職能為何？請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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答：優先提升同仁網路偵察能力。 

 

訪談記錄：十一 

訪談對象：花東分隊分隊長蔡榮杰 

訪談時間：94年3月16日16時至18時 

訪談地點： 花東分隊隊部 

一、您覺得那些因素，促使政府必須推動智慧財產權保護政策？ 

答：因為台灣經濟發展已至一定水平，故在經濟發展政策上，會受國外 

政府壓力影響。另一方面為使國內產業能提昇水平，及保護我國廠 

商權益，亦須推動智慧財產權保護工作。 

 

二、您覺得盜版及仿冒商品氾濫之原因為何，請說明？ 

答：個人認為盜版及仿冒商品氾濫之原因，在於各國政府重視程度及態 

度不一為主因，因此在打擊此類犯罪型態，無法突破國際合作鴻溝， 

未能徹底根絕盜版及仿冒商品管道流通。 

 

三、您覺得侵害智慧財產權案件中，何種侵權類型較為嚴重，請說明？ 

答：個人認為侵害智慧財產權案件中，著作權盜版光碟侵權類型較為嚴 

重可從網路、巿場、家庭生活中，隨時接觸到此類侵權類型。 

 

四、您覺得周遭親友、同學中，較容易觸犯之侵權行為，有那些？ 

答：個人認為周遭親友、同學中，較容易觸犯之侵權行為，為侵害著作 

權，另外商標法亦為易觸犯之侵權行為。 

 

五、您覺得那些因素，會影響保智大隊執行查緝的成效，請說明？ 

答：個人認為警力、科技器材、法令常識之不足，勤務編排運作等會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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響保智大隊執行查緝的成效。 

六、您覺得現行保智大隊的警力、經費、裝備是否足夠，請說明？ 

答：個人認為目前警力、經費、車輛、科技器材不足。目前花東編制人 

員為三小組(第一、二小組成員為五人、第三小組成員為四人)扣除 

休假人數、內部勤務編排人員人數，攻勢人員負責廣大地區任務， 

人數上較不足。科技器材裝備為偵辦刑案過程要項，為能蒐證完整 

之主因。經費希望能更充裕，如外出辦案過夜能有住宿費等。 

 

七、您覺得目前網路侵權犯罪嚴重的原因為何，請說明？ 

答：個人認為目前網路侵權犯罪嚴重，因為網路提供虛擬的身份、方便 

交易平台，可從網路各類網站的廣告、網頁等看到各種販售行徑。 

 

八、您覺得網路侵權犯罪之偵查瓶頸為何，請說明？ 

答：個人認為網路侵權犯罪之偵查瓶頸為電腦相關知識，由其是網路領 

域方面。另一主因是查察相關資料，有些資料取得不方便亦造成查 

緝時困難。 

 

九、您覺得保智大隊最應提升之專業職能為何？請說明？ 

答：刑事方面法令以及電腦相關知識。因二者為偵辦刑案的成功與否關 

鍵。法令不熟悉無有自信心。電腦相關知識不足無法突破網路犯罪。 

 

十、您覺得法院對侵權犯罪者之量刑，能否對犯罪者產生嚇阻作用？ 

答：目前覺得法院對侵權犯罪者之量刑，未能對犯罪者產生嚇阻作用。個 

人只覺得犯案人員，似乎會有再犯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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訪談記錄：十二 

訪談對象：一大二中 小隊長 黃大偉 

訪談時間：94年3月19日10時至12時 

訪談地點：桃園分隊  

一、您覺得那些因素，促使政府必須推動智慧財產權保護政策？ 

答：我國自加入WTO後必須更遵守國際律定、美國301的威脅。 

 

二、您覺得盜版及仿冒商品氾濫之原因為何，請說明？ 

答：盜版方面:網路無遠弗屆,科技日新月異,隨時可從網路下載並燒錄重 

製光碟後大量販售；國人守法觀念差,愛貪小便宜,法律不夠周延。 

仿冒方面:國人愛用品牌,貪小便宜,製造販賣者投資報酬率高,負擔 

(法律)風險低，權利人不能主動配合警方,造成執法者力不從心。 

 

三、您覺得侵害智慧財產權案件中，何種侵權類型較為嚴重，請說明？ 

答：網路任意下載及各大、企業、公司、機關學校為節省經費使用未經 

授權電腦軟體從事營利及作業行為，最為嚴重。 

 

四、您覺得周遭親友、同學中，較容易觸犯之侵權行為，有那些？ 

答：網路下載(如:音樂、影音、程式軟體等)再加以傳播、重製及販賣。 

 

五、您覺得那些因素，會影響保智大隊執行查緝的成效，請說明？ 

答：1、各縣市警察局及調查站現已全面重視全面查緝,相對會壓縮本大隊 

績效。2、經費設備及專業的不足。3.團隊合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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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您覺得現行保智大隊的警力、經費、裝備是否足夠，請說明？ 

答：警力尚可,經費裝備不足。 

 

七、您覺得目前網路侵權犯罪嚴重的原因為何，請說明？ 

答：網路下載、人人能做、政府修法速度比不上時代潮流、警方電腦技 

能有待加強,因為比不上網路侵權者的智慧犯罪。 

 

八、您覺得網路侵權犯罪之偵查瓶頸為何，請說明？ 

答：科技設備不足、網路偵查能力有待加強、人頭申請帳號多。 

 

九、您覺得保智大隊最應提升之專業職能為何？請說明？ 

答：全面推展網路偵查技能,及應有品牌鑑定技能,朝向證照化。 

 

十、您覺得法院對侵權犯罪者之量刑，能否對犯罪者產生嚇阻作用？  

答：由於持續的取締掃蕩加上法院的量刑,顕已產生有效嚇阻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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訪談記錄：十三 

訪談對象：花東分隊小隊長彭國校 

訪談時間：94年3月25日14時至16時 

訪談地點： 花東分隊隊部 

一、您覺得那些因素，促使政府必須推動智慧財產權保護政策？     

答：美國301制裁的壓力及保護我國廠商權益。 

 

二、您覺得盜版及仿冒商品氾濫之原因為何，請說明？ 

答：正版的商品與盜版商品差價太大，且末強力宣導正版的使用。 

 

三、您覺得侵害智慧財產權案件中，何種侵權類型較為嚴重，請說明？ 

答：商標法及著作權，侵權類型較為嚴重，市價利潤高。 

 

四、您覺得周遭親友、同學中，較容易觸犯之侵權行為，有那些？ 

答：個人認為周遭親友、同學中，較容易觸犯之侵權行為，為侵害著作 

權及商標，另外商標法亦為易觸犯之侵權行為。 

 

五、您覺得那些因素，會影響保智大隊執行查緝的成效，請說明？ 

答：為警力、科技器材、法令常識不足等會影響保智執行查緝的成效。 

 

六、您覺得現行保智大隊的警力、經費、裝備是否足夠，請說明？ 

答：個人認為目前警力、經費、車輛、科技器材不足。目前花東編制人 

員為三小組(第一、三小組成員為五人、第二小組成員為四人)扣除 

休假人數、內部勤務編排人員人數，攻勢人員負責廣大地區任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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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數上較不足。科技器材裝備為偵辦刑案過程要項，為能蒐證完整 

之主因。 

經費希望能更充裕，如外出辦案過夜能有住宿費等。 

七、您覺得目前網路侵權犯罪嚴重的原因為何，請說明？ 

答：個人認為目前網路侵權犯罪嚴重，因為網路提供虛擬的身份、方便 

交易平台，可從網路各類網站的廣告、網頁等看到各種販售行徑。 

 

八、您覺得網路侵權犯罪之偵查瓶頸為何，請說明？ 

答：個人認為網路侵權犯罪之偵查瓶頸為電腦相關知識，由其是網路領 

域方面。另一主因是查察相關資料，有些資料取得不方便亦造成查 

緝時困難。 

 

九、您覺得保智大隊最應提升之專業職能為何？請說明？ 

答：刑事方面法令以及電腦相關知識。因二者為偵辦刑案的成功與否關 

鍵法令不熟悉無有自信心。電腦相關知識不足無法突破網路犯罪。 

 

十、您覺得法院對侵權犯罪者之量刑，能否對犯罪者產生嚇阻作用？ 

答：目前覺得法院對侵權犯罪者之量刑，未能對犯罪者產生嚇阻作用。 

個人只覺得犯案人員，似乎會有再犯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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訪談記錄：十四 

訪談對象：嘉義分隊小隊長林文慶 

訪談時間：94年3月21日14時至16時 

訪談地點： 嘉義分隊 

一、您覺得那些因素，促使政府必須推動智慧財產權保護政策？ 

答：為了維護國家形象，保護私人智慧財產。 

 

二、您覺得盜版及仿冒商品氾濫之原因為何，請說明？ 

答：正版及名牌商品非常昂貴，ㄧ般人買不起或者捨不得買。 

 

三、您覺得侵害智慧財產權案件中，何種侵權類型較為嚴重，請說明？ 

答：手錶、皮包、光碟片、服飾等，因價格差距很大。 

 

四、您覺得周遭親友、同學中，較容易觸犯之侵權行為，有那些？ 

答：複製光碟及購買仿冒皮包、服飾。 

 

五、您覺得那些因素，會影響保智大隊執行查緝的成效，請說明？ 

答：用一般派出所的勤務方式制度，來執行類似刑事工作之查緝任務。 

    嚴格之督察方式使得同仁恐懼於準時簽出入，怕不小心被督勤人員 

發現，遭受處分而無法專心工作。 

 

六、您覺得現行保智大隊的警力、經費、裝備是否足夠，請說明？ 

答：警力夠，經費不足無法依照實際花費核銷報領，後勤補給無法依各 

種型號之耗材購買，致無法正常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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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您覺得目前網路侵權犯罪嚴重的原因為何，請說明？ 

答：行為人以為很隱密，可以逃避追查。 

 

八、您覺得網路侵權犯罪之偵查瓶頸為何，請說明？ 

答：無法有效率迅速查到行為人的相關資料，快速過濾可疑對象，分析 

研判出最正確之對象及處所。 

 

九、您覺得保智大隊最應提升之專業職能為何？請說明？ 

答：電腦網路世界。 

 

十、您覺得法院對侵權犯罪者之量刑，能否對犯罪者產生嚇阻作用？ 

答：有嚇阻作用，但有時法院審理太慢，造成倂案處理，未審判前嫌疑 

人仍會大肆經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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訪談記錄：十五 

訪談對象：台中分隊小隊長周克志       

訪談時間：94年 4月 2日 10時至 12時 

訪談地點：台中分隊部 

一一一一、、、、您覺得那些因素您覺得那些因素您覺得那些因素您覺得那些因素，，，，促使政府必須促使政府必須促使政府必須促使政府必須推動智慧財產權保護政策推動智慧財產權保護政策推動智慧財產權保護政策推動智慧財產權保護政策？？？？ 

答：如果政府沒有保護智慧財產權的話將會 

1、沒有大卡司電影好看。2、沒有出版社出版好書（目前出版社已經 

歇業 1/3）。3、沒有好聽的歌可聽。4、沒有好玩的遊戲軟體。5、國 

家競爭力倒退。6、普遍失業。   7、受到美國 301條款制裁。 

 

二二二二、、、、您覺得盜版及仿冒商品氾濫之原因為何您覺得盜版及仿冒商品氾濫之原因為何您覺得盜版及仿冒商品氾濫之原因為何您覺得盜版及仿冒商品氾濫之原因為何，，，，請說明請說明請說明請說明？？？？ 

答：1、拜科技之賜：寛頻普及與燒錄便捷，助長盜版成長。 

2、拜金主義作祟：民眾崇拜名牌、愛慕虛榮。 

3、價格因素：真品價格門檻高，偽品價格低廉。 

 

三三三三、、、、您覺得侵害智慧財產權案件中您覺得侵害智慧財產權案件中您覺得侵害智慧財產權案件中您覺得侵害智慧財產權案件中，，，，何種侵權類型較為嚴何種侵權類型較為嚴何種侵權類型較為嚴何種侵權類型較為嚴重重重重，，，，請說明請說明請說明請說明？？？？ 

答：以音樂、電影、與軟體一年內損失近新台幣 300億元較為嚴重。 

 

四四四四、、、、您覺得周遭親友您覺得周遭親友您覺得周遭親友您覺得周遭親友、、、、同學中同學中同學中同學中，，，，較容易觸犯之侵權行為較容易觸犯之侵權行為較容易觸犯之侵權行為較容易觸犯之侵權行為，，，，有那些有那些有那些有那些？？？？ 

答：1、音樂  2、電影  3、軟體。 

 

五五五五、、、、您覺得那些因素您覺得那些因素您覺得那些因素您覺得那些因素，，，，會影響保智大隊執行查緝的成效會影響保智大隊執行查緝的成效會影響保智大隊執行查緝的成效會影響保智大隊執行查緝的成效，，，，請說明請說明請說明請說明？？？？ 

答： 燒錄器便宜，燒錄便捷，數位化快速複製。 

 

六六六六、、、、您覺得現行保智大隊的警力您覺得現行保智大隊的警力您覺得現行保智大隊的警力您覺得現行保智大隊的警力、、、、經費經費經費經費、、、、裝備是否足夠裝備是否足夠裝備是否足夠裝備是否足夠，，，，請說明請說明請說明請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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答：1、警力：需要更多專業人才加入，提高素質。 

    2、經費：大隊已經法制化，經費預算應獨立編列，且應爭取更多經 

費，設置屬於自己的廳舍，打響、擦亮自己的招牌，讓民眾知道 

有這一單位存在。 

3、裝備：科技日新月異，裝備應求現代化，汰舊換新的速度應得跟 

的上時代，不要一些老舊的搜證器材勉強能用，就不換新。 

 

七七七七、、、、您覺得目前網路侵權犯罪嚴重的原因為何您覺得目前網路侵權犯罪嚴重的原因為何您覺得目前網路侵權犯罪嚴重的原因為何您覺得目前網路侵權犯罪嚴重的原因為何，，，，請說明請說明請說明請說明？？？？ 

答：1、網路犯罪較具隱密性，不易查覺，抱持著僥倖的心態者居多。 

2、涉及網路犯罪之人，年齡層較輕，對於法律認知力不夠清楚。 

3、網路犯罪犯罪工具（電腦）非常普遍不難取得。 

4、網路無遠弗屆，穫利良好工作輕鬆，時間彈性，自己當老闆不用 

看人家臉色，買家自動上門。 

 

八八八八、、、、您覺得網路侵權犯罪之偵查瓶頸為何您覺得網路侵權犯罪之偵查瓶頸為何您覺得網路侵權犯罪之偵查瓶頸為何您覺得網路侵權犯罪之偵查瓶頸為何，，，，請說明請說明請說明請說明？？？？ 

答：1、虚擬網路 IP無法查得正確網址。2、IP網址設在國外。3、對於 

ISP業者及金融業者包括郵局公文查察，往返時效性差（往往須要 

半個月以上）。4、快遞業者及宅急便業者（保護顧客）配合度差 

，不願提供資料。 

 

九九九九、、、、您覺得保智大隊最應提升之專業職能為何您覺得保智大隊最應提升之專業職能為何您覺得保智大隊最應提升之專業職能為何您覺得保智大隊最應提升之專業職能為何？？？？請說明請說明請說明請說明？？？？ 

答:電腦軟體硬體認識及電腦運用、電腦網路知識技能。 

    

十十十十、、、、您覺得法院對侵權犯罪者之量刑您覺得法院對侵權犯罪者之量刑您覺得法院對侵權犯罪者之量刑您覺得法院對侵權犯罪者之量刑，，，，能否對犯罪者產生嚇阻作用能否對犯罪者產生嚇阻作用能否對犯罪者產生嚇阻作用能否對犯罪者產生嚇阻作用？？？？  

答:量刑太輕，無法產生嚇阻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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訪談記錄：十六 

訪談對象：台中分隊小隊長石品垠 

訪談時間：94年3月30日14至16時 

訪談地點：台中分隊部 

一、 您覺得那些因素您覺得那些因素您覺得那些因素您覺得那些因素，，，，促使政府必須推動智慧財產權保護政策促使政府必須推動智慧財產權保護政策促使政府必須推動智慧財產權保護政策促使政府必須推動智慧財產權保護政策？ 

答：美國特別301壓力。 

 

二二二二、、、、    您覺得盜版及仿冒商品氾濫之原因為何您覺得盜版及仿冒商品氾濫之原因為何您覺得盜版及仿冒商品氾濫之原因為何您覺得盜版及仿冒商品氾濫之原因為何，，，，請說明請說明請說明請說明？？？？    

答：盜版及仿冒商品投資報酬率太高、商品價格太貴、科技的推陳出新 

、頻普及與燒錄便捷、法律約束不夠嚴謹。 

 

三三三三、、、、    您覺得侵害智慧財產權案件中您覺得侵害智慧財產權案件中您覺得侵害智慧財產權案件中您覺得侵害智慧財產權案件中，，，，何種侵權類型較為嚴重何種侵權類型較為嚴重何種侵權類型較為嚴重何種侵權類型較為嚴重，，，，請說明請說明請說明請說明？？？？    

答：網路各侵害智慧財產權案件中較為嚴重。應加強新著作權法規之宣 

導、加強校園網路管理、加強網際網路業者與權利人團體合作與自 

律、並與相關國家建立溝通管。 

 

四四四四、、、、    您覺得周遭親友您覺得周遭親友您覺得周遭親友您覺得周遭親友、、、、同學中同學中同學中同學中，，，，較容易觸犯之較容易觸犯之較容易觸犯之較容易觸犯之侵權行為侵權行為侵權行為侵權行為，，，，有那些有那些有那些有那些？？？？    

答：我覺得周遭親友、同學中，較容易觸犯之侵權行為就是網路各侵權 

案件（音樂、電影、軟體）。 

 

五五五五、、、、    您覺得那些因素您覺得那些因素您覺得那些因素您覺得那些因素，，，，會影響保智大隊執行查緝的成效會影響保智大隊執行查緝的成效會影響保智大隊執行查緝的成效會影響保智大隊執行查緝的成效，，，，請說明請說明請說明請說明？？？？    

答：告訴乃論侵權案件較會影響保智大隊執行查緝的成效，輪為各告訴 

代理人的打手，會落人話柄，實為不妥。 

 

六六六六、、、、    您覺得現行保智大隊的警力您覺得現行保智大隊的警力您覺得現行保智大隊的警力您覺得現行保智大隊的警力、、、、經費經費經費經費、、、、裝備是否足夠裝備是否足夠裝備是否足夠裝備是否足夠，，，，請說明請說明請說明請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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答：網路、鑑識、偵查專才，無論在「量」的不足及「質」的提升待透 

過制度性培訓機制加以改善，另亦應爭取更多經費。 

 

七七七七、、、、    您覺得目前網路侵權犯罪嚴重的原因為何您覺得目前網路侵權犯罪嚴重的原因為何您覺得目前網路侵權犯罪嚴重的原因為何您覺得目前網路侵權犯罪嚴重的原因為何，，，，請說明請說明請說明請說明？？？？    

答：（一）網際網路服務業者未對網際網路使用者，規劃宣導相關法規。 

（二）學校未落實管理校園內網際網路使用流量異常者進行輔導。 

（三）網路犯罪較具隱密性，不易查覺，查緝網際網路或法律專才 

之人員不足及未重視英文專才。 

（四）未能提高網路侵權案件檢舉及執行獎金額度。 

（五）呼籲全民共同抵制及舉發網路侵權，創造優質的保護環境。 

 

八八八八、、、、    您覺得網路侵權犯罪之偵查瓶頸為何您覺得網路侵權犯罪之偵查瓶頸為何您覺得網路侵權犯罪之偵查瓶頸為何您覺得網路侵權犯罪之偵查瓶頸為何，，，，請說明請說明請說明請說明？？？？    

答：到目前查緝網路侵權犯罪之偵查瓶頸，與各ISP公司業者之聯絡不足， 

對於ISP業者及金融業者包括郵局公文查察，往返時效性差及對於網 

路上各項通訊協定、另類系統及相關犯罪之構成要件均欠缺，應針對 

有關電腦網路法律課程研請授課，或請有經驗之同仁講授經驗。 

    

九九九九、、、、    您覺得保智大隊最應提升之專業職能為何您覺得保智大隊最應提升之專業職能為何您覺得保智大隊最應提升之專業職能為何您覺得保智大隊最應提升之專業職能為何？？？？請說明請說明請說明請說明？？？？    

答：對於網路諸如案件的犯罪類型防不勝防，應提昇專業素養與犯罪偵查 

技巧，以期能在未來面對此一新型態犯罪時，能有進一步處理能力並 

有效打擊電腦網路犯罪。 

 

十、您覺得法院對侵權犯罪者之量刑您覺得法院對侵權犯罪者之量刑您覺得法院對侵權犯罪者之量刑您覺得法院對侵權犯罪者之量刑，，，，能否對犯罪者產生嚇阻作用能否對犯罪者產生嚇阻作用能否對犯罪者產生嚇阻作用能否對犯罪者產生嚇阻作用？？？？ 

答：量刑太輕，無法產生嚇阻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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