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製作數位教材著作權 

現行著作權法  

中華民國103年1月22日總統令修正 
第三十七條、第五十三條、第五章章名、第八十一條及第八十二條條文  



製作數位教材著作權 

•製作： 

•數位： 

•教材： 

•數位教材： 

•著作權：  



應注意到之著作權問題 

製作前、製作時、製作後都會涉及著作權問
題 

• 為何製作、為誰製作、將如何被運用 

•     →權利歸屬 

• 採用之素材：自己創作、他人著作 

•     →是否須事先徵得同意或授權 

•     →應取得權利範圍 

• 使用限制：自己使用、供他人使用 

•     →權利之行使       



也不用無限上綱… 

著作權保護的範圍 

 

•第十條之一 

•依本法取得之著作權，其保護僅及於該著
作之表達，而不及於其所表達之思想、程
序、製程、系統、操作方法、概念、原理、
發現。  



權利歸屬 

¿製作=創作? 

 

—依指示製作 

—只有原則、綱要性指示 

—只給題目、範圍 



權利歸屬 
•第十條  
•著作人於著作完成時享有著作權。但本法另有規定者，從

其規定。  
•第十一條 
•受雇人於職務上完成之著作，以該受雇人為著作人。但契

約約定以雇用人為著作人者，從其約定。 
依前項規定，以受雇人為著作人者，其著作財產權歸雇用
人享有。但契約約定其著作財產權歸受雇人享有者，從其
約定。 
前二項所稱受雇人，包括公務員。 

•第十二條 
•出資聘請他人完成之著作，除前條情形外，以該受聘人為

著作人。但契約約定以出資人為 著作人者，從其約定。 
依前項規定，以受聘人為著作人者，其著作財產權依契約
約定歸受聘人或出資人享有。未約定著作財產權之歸屬者，
其著作財產權歸受聘人享有。  
依前項規定著作財產權歸受聘人享有者，出資人得利用該
著作。  



 to 製作ing & ed 

規劃、構想階段 

草稿— 樣稿 

    — 初稿 

    — 未定本 

完稿— 

非數位版本 

數位化版本 



素材的選用 

• 自己的創作 

• 他人著作 

•     →是否須事先徵得同意或授權 

•     →應取得權利範圍 

• 得合理使用者 

 



著作權法§9 不為著作權之標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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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前項第一款所稱之公文，包括公務員於職務上草擬
之文告、講稿、新聞稿及其他文書。 



已不受保護者 
• 著作權期間屆滿 
•第 30 條 
•著作財產權，除本法另有規定外，存續於著作人之生存期間及其

死亡後五十年。著作於著作人死亡後四十年至五十年間首次公開
發表者，著作財產權之期間，自公開發表時起存續十年。  

•第 31 條 
•共同著作之著作財產權，存續至最後死亡之著作人死亡後五十年。  
•第 32 條 
•別名著作或不具名著作之著作財產權，存續至著作公開發表後五

十年。但可證明其著作人死亡已逾五十年者，其著作財產權消滅。
前項規定，於著作人之別名為眾所周知者，不適用之。  

•第 33 條 
•法人為著作人之著作，其著作財產權存續至其著作公開發表後五

十年。但著作在創作完成時起算五十年內未公開發表者，其著作
財產權存續至創作完成時起五十年。  



已不受保護者   -續 

•第 34 條 

•攝影、視聽、錄音及表演之著作財產權存續至著作公開發
表後五十年。前條但書規定，於前項準用之。  

•第 35 條 

•第三十條至第三十四條所定存續期間，以該期間屆滿當年
之末日為期間之終止。繼續或逐次公開發表之著作，依公
開發表日計算著作財產權存續期間時，如各次公開發表能
獨立成一著作者，著作財產權存續期間自各別公開發表日
起算。如各次公開發表不能獨立成一著作者，以能獨立成
一著作時之公開發表日起算。 

•前項情形，如繼續部分未於前次公開發表日後三年內公開
發表者，其著作財產權存續期間自前次公開發表日起算。  

• 權利人拋棄權利 



合理使用他人著作 

著作權法第65條第1、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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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定
之合理範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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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應徵得/釋出之權利  

•應注意所製作之教材，日後可能
的(自己)運用、(學員)利用方式，
例如放於學院網頁上提供查閱或下
載、置於〝雲端〞供(不)特定人使
用。  

 



應徵得/釋出之權利 

•尊重著作人格權 vs 避免限制 

 

•著作種類 vs 著作財產權種類 

 

•取用、製作編輯方式 vs 應徵得權利種類 

 

•將來運用方式 vs 應徵得權利範圍 

 



尊重著作人格權 vs 避免限制 
• 作品之著作權屬創作者所有，但須授權予教育部或

教育部指定之第三人得無償、不限時間、次數、地
域或方法非營利之推廣使用，著作人並應承諾對教
育部及教育部所指定之人不行使著作人格權。 

• 作品如經人檢舉或告發為他人代勞或違反本辦法相
關規定，且有具體事實者，則追回原發給之獎狀及
獎勵。 

• 作品須依智慧財產權、專利權等規定辦理，須為親
作，教案之研發請勿抄襲或複製他人作品。引用資
源或圖片等應特別注意智慧財產權相關規定，註明
資料出處或來源，如有涉及使用智慧財產權之糾紛
或任何權利之侵害時，由法院判決屬實者，則追回
原發給之獎狀及獎勵，並應自負責任，主辦單位不
負任何法律責任。    →真可不用負責嗎？ 



應徵得權利種類、範圍 

考慮利用的方式…… 

例如:下載網路圖片及文章，以及日後教
材可能放於學院網頁上提供查閱或下
載。 

 

圖片及文章→著作種類 

下載      →權利種類 

供查閱    →權利種類 → 誰需要？ 



著作種類 
 §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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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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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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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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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著作財產權 

重製 ─各類著作都有。 

公開口述 ─僅語文著作有之。 

公開播送 ─各類著作均有。 

公開上映 ─僅視聽著作有之。 

公開演出 ─語文、音樂或戲劇、舞蹈著作有之。 

公開展示 ─僅未發行之美術著作或攝影著作有之。 

公開傳輸 ─各類著作均有。 

散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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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改作 、編輯 ─各類著作均有。但表演不適用之。 

出租 ─各類著作均有。 



著作人格權 

公開發表    

指權利人以發行、播送、上映、口述、演出、展示或其
他方法向公眾提示著作內容     

著作人就其著作享有公開發表之權利  

 

姓名表示 

著作人於著作之原件或其重製物上或於著作公開發表時，
有表示其本名、別名或不具名之權利      

 

著作內容之保護                                                                                               

著作人享有禁止他人以歪曲、割裂、竄改或其他方法改
變其著作之內容、形式或名目致損害其名譽之權利  

      



著作財產權(一) 

 

 
重製 ─  

 

指以印刷、 複印、錄音、錄影、攝影、筆錄或其他方法直
接、間接、永久或暫時之重複製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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築物者，亦屬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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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暫時性重製◎ 

 



著作財產權(二) 

公開口述 ─ 

指以言詞或其他方法向公眾傳達著作內容 

 

 

 

 

僅語文著作有之。 



著作財產權(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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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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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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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僅視聽著作有之。 



 
著作財產權(五) 

 公開演出 ─ 

指以演技、舞蹈、歌唱、彈奏樂器或其他方法向現場
之公眾傳達著作內容。 

以擴音器或其他器材，將原播送之聲音或影像向公眾
傳達者，亦屬之。 

 

語文、音樂或戲劇、舞蹈著作有之。 

表演人專有以擴音器或其他器材公開演出其表演之權
利。但將表演重製或公開播送後再以擴音器或其他器
材公開演出者，不在此限。 

錄音著作經公開演出者，著作人得請求公開演出之人
支付使用報酬。 



著作財產權(六) 

公開展示 ─ 

指向公眾展示著作內容 

 

 

 

 

未發行之美術著作或攝影著作有之。 



 

著作財產權(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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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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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 

改作 ─ 

指以翻譯、編曲、改寫、拍攝影片或其他方法
就原著作另為創作 

 

編輯 ─ 

 

 

各類著作均有。但表演不適用之。 



 

著作財產權(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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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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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衍生著作 
 

編輯著作 

 

多媒體 

 
製作出的教材是那種著作？ 

                          有什麼權利？歸誰？ 



權利範圍 

• 製作時…… 

•自己創作 

•→最安全；但…… 

 

•利用他人著作 

•  下載→重製；納入教材→-又-→重製 

•  改作；編輯 

•  …… 

•→如不符合理使用情事，須徵得同意或授權 



權利範圍 

• 交付時……可能是 
• 製作一份交付 →重製 

• 利用網路傳送交付→〈數位化〉重製 

•                                  會是公開傳輸麼？ 

• 教材會怎麼被利用？ 

•     →備份 →重製 

•     →製作重製物供使用 →重製、散布 

•     →放於網頁供查閱 →重製 + 公開傳輸 

 

• →〝製作〞如何取得使用教材的權利製 



權利範圍 
• 使用時……可能是 

• 自己使用 

•   →重製複本→重製〈+散布〉 

•   →教學時使用→原樣使用 

•                            改作成視聽或錄音著作，以播送、上映方使用 

• 〝計畫內〞使用 

•     →備份 →重製  

•      →製作重製物供他人共同使用 →重製+散布 

•      →放於網頁供查閱或下載→公開傳輸 

 

• 他人使用→原樣使用、公開播送、公開上映 

• 一般使用人 

•     →查閱 

•      →請求交付重製物使用 

•      →自行下載→重製 

 

• →就按照教材內所寫的照本宣科，會怎樣嗎？ 



徵得/釋出權利 vs 目標之達成 

•製作之教材 

—合法使用他人著作，避免發生侵權情事 

—如果不是以〝學院〞為著作人 

•  →自己的權利將須釋出 →轉讓 vs 授權 

•  →注意徵得之授權須能轉授權 

 

〝製作教材〞應妥為規畫，以利使用，並杜
爭議 



權利的取得 

著作權法第36條 
 

著作財產權得全部或部分讓與他人或與他
人共有。  

著作財產權之受讓人，在其受讓範圍內，
取得著作財產權。著作財產權讓與之範
圍依當事人之約定；其約定不明之部分，
推定為未讓與。 



權利的取得 
• 第37條 

• 著作財產權人得授權他人利用著作，其授權利用之地域、時間、內容、
利用方法或其他事項，依當事人之約定；其約定不明之部分，推定為未
授權。  
 

• 前項授權不因著作財產權人嗣後將其著作財產權讓與或再為授權而受影
響。  
非專屬授權之被授權人非經著作財產權人同意，不得將其被授與之權利
再授權第三人利用。  
專屬授權之被授權人在被授權範圍內，得以著作財產權人之地位行使權
利，並得以自己名義為訴訟上之行為。著作財產權人在專屬授權範圍內，
不得行使權利。  
第二項至前項規定，於中華民國九十年十一月十二日本法修正施行前所
為之授權，不適用之。  
有下列情形之一者，不適用第七章規定。但屬於著作權集體管理團體管
理之著作，不在此限：  

• 一、音樂著作經授權重製於電腦伴唱機者，利用人利用該電腦伴唱機公
開演出該 著作。  

• 二、將原播送之著作再公開播送。 
• 三、以擴音器或其他器材，將原播送之聲音或影像向公眾傳達。 
• 四、著作經授權重製於廣告後，由廣告播送人就該廣告為公開播送或同

步公開傳輸，向公眾傳達。 



運用教材之外的資料 

實際講授時，可能需要、可能會有…. 

•網路影片資料，如youtube等視頻網站影片 

•個人部落格內容等 

•政府機關網頁內容 

•…… 

可資運用  

如果要用，需注意什麼樣的法律問題？ 

→同在著作權法的規範下 

→請使用〝合法〞的版本  



可以怎樣運用…… 

•要幫他準備好 

•還是 

•請他自備 

 

•有其他方式也可以達到目的/效果 



合理使用 

• 第三章  著作人及著作權 

•    第四節  著作財產權 

•       第四款 著作財產權之限制 



著作權法第4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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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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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著作權法第47條 
為編製依法令應經教育行政機關審定之教科用書，或教育行政

機關編製教科用書者，在合理範圍內，得重製、改作或編輯
他人已公開發表之著作。 

前項規定，於編製附隨於該教科用書且專供教學之人教學用之
輔助用品，準用之。但以由該教科用書編製者編製為限。 

依法設立之各級學校或教育機構，為教育目的之必要，在合理
範圍內，得公開播送他人已公開發表之著作。 

前三項情形，利用人應將利用情形通知著作財產權人並支付使
用報酬。使用報酬率，由主管機關定之。 

 
 
◎著作權法第四十七條第四項之使用報酬率  
   中華民國八十七年一月二十三日台(87)內著字第八七○二○五三號公告  
 
 

◎第63條第3項：得散布該著作。 

 



著作權法第47條 
為編製依法令應經教育行政機關審定之教科用書，或教育行政機關編製教科用書者，在合理範

圍內，得重製、改作或編輯他人已公開發表之著作。 

前項規定，於編製附隨於該教科用書且專供教學之人教學用之輔助用品，準用之。但以由該教
科用書編製者編製為限。 

 

依法設立之各級學校或教育機構，為教育目的之必要，
在合理範圍內，得公開播送他人已公開發表之著作。 

前三項情形，利用人應將利用情形通知著作財產權人
並支付使用報酬。使用報酬率，由主管機關定之。 

 
 
 
◎著作權法第四十七條第四項之使用報酬率  
   中華民國八十七年一月二十三日台(87)內著字第八七○二○五三號公告  
 
 

◎第63條第3項：得散布該著作。 



第48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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得就其收藏之著作重製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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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著作權法第5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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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政府機關網頁內容 即 

以中央或地方機關或公法人名義公開發表？ 



第51條 

• 供個人或家庭為非營利之目
的，在合理範圍內，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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著作權法第52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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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重製 v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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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53條 

•中央或地方政府機關、非營利機構或團體、依法
立案之各級學校，為專供視覺障礙者、學習障礙
者、聽覺障礙者或其他感知著作有困難之障礙者
使用之目的，得以翻譯、點字、錄音、數位轉換
、口述影像、附加手語或其他方式利用已公開發
表之著作。 

•前項所定障礙者或其代理人為供該障礙者個人非
營利使用，準用前項規定。 

•依前二項規定製作之著作重製物，得於前二項所
定障礙者、中央或地方政府機關、非營利機構或
團體、依法立案之各級學校間散布或公開傳輸。  



著作權法第5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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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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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著作權法第6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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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合理使用應注意…… 

著作權法第6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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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合理範圍內… 
• 爭執不下，由法院個案認定 

• 原第65條第2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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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65條 103修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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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定之合理
範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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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用結果對著作潛在市場與現在價值之影響。 

 

• 著作權人團體與利用人團體就著作之合理使用範圍達成協
議者，得為前項判斷之參考。 

• 前項協議過程中，得諮詢著作權專責機關之意見。  



修法ing 

已辦理過數場公聽會 

 

應尚未完稿 

 

有意見要說出來 

且要趕快說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