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進修部 107學年度第 2學期第 2次班會專題討論內容摘要 

「法治教育專題」 

討論題綱： 

一、什麼是智慧財產權? 

二、如何在生活中身體力行尊重並保護智慧財產權? 
   題綱 

班級 
一、什麼是智慧財產權? 二、如何在生活中身體力行尊重並保護 

   智慧財產權? 

機械四甲 自己的思想，自己所做的東西，自己的

著作，要先上網查專利，只要沒有，都

是自己的智慧財產權。 

不可影印書本，和模仿別人商標，盡快

申請專利。 

電機四乙 電影播放權。 拒看盜版與非正當來源之影片。 

建築四甲 智財:係人類精神活動之成果，而能產

生財產之價值者，並由法律設立之一種

權利。著作、商標、產地標示、工業設

計、專利、積體電路電路佈局、未經公

開資訊之保護、契約授權時有關反競爭

之行為控制。 

不下載非法軟體。不 Copy課本。 

企管四甲 「智慧財產權」是人類用智慧創造出來

的無形財產。 

用專利法、著作權法、來保護智慧財產

權。 

企管四乙 智慧財產權係指人類精神活動成果而

能產生財產上之價值者，並由法律所創

設之一種權利。 

必須是有人類精神力灌注其中所完成的

作品才受保護，否則即不為「創作」。 

企管四丙 是人類智慧所創造出來的無形的財

產，主要涉及版權、專利、商標等領域。 

不影印教科書來使用、不下載盜版音

樂、遊戲、軟體。如果自己發明或某個

圖片，盡快去智財局申請註冊。支持正

版商品，抵制盜版仿冒商品。 

幼保四甲 專題不可以複製貼上。課本不要翻印，

請尊重智慧財產權。 

檢舉。 

資管四甲 智慧財產權意指：人類精神活動的成

果，而能產生財產上之價值者，並由法

律所創設之一種權力。 

勿非法影印教科書及教材。勿使用非法

影印教科書及教材。勿非法下載傳輸受

智慧財產權保護的軟體、電影、音樂、

遊戲等。 

資管四乙 保障人一切創作的權益。 不要抄襲別人作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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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題綱 

班級 
一、什麼是智慧財產權? 二、如何在生活中身體力行尊重並保護 

   智慧財產權? 

應外四甲 智慧財產權，是人類們用智慧所創造出

來的無形的財產，主要涉及版權、專

利、商標等領域。音樂或文學等形式的

藝術作品，和一些發現、發明、詞語、

詞組都能被當作智慧財產權而受到保

護。 

在生活中，我們要如何尊重，並且實踐

保護智慧財產權呢?1.不要未經同意的

情形下，就抄襲他人的作品或創作。2.

收到電子郵件有好文章圖片，盡量不要

轉寄出去，因為轉寄他人著作這一行

為，在法律上的意義，也是屬於著作權

法的專利行為，因此電子郵件的轉寄，

是可以用著作權規範的，所以請小心。 

金融四甲 人類智慧創造出來的無形的財產，主要

涉及版權、專利、商標等領域。 

拒絕盜版。 

休運四甲 智慧財產權是人類智慧創造出來的無

形的財產，主要涉及版權、專利、商標

等領域。音樂和文學等形式的藝術作

品，以及一些發現、發明、詞語、詞組、

符號、設計都能被當作智慧財產權而受

到保護。 

不買盜版，支持正版。 

休運四乙 智慧財產權是人類智慧創造出來的無

形的財產，主要涉及版權、專利、商標

等領域。 

1.軟體安裝取得合法軟體安裝使用，非

法軟體勿使用。2.mp3 檔勿非法下載燒

錄。3.勿非法下載圖片、文章、電腦程

式使用，需下載取得對方之同意。4.勿

使用非法盜拷燒錄軟體。5.本校網頁與

班級網頁內容。(1)勿非法超連結。(2)

資料勿非法轉錄。 

資工四乙 一般人可能只會聯想到的，就是不動產

(如土地、房子)。動產(現金、珠寶、

股票)等人於思想創作活動而產生精神

上的智慧上無形的產物而保護這些人

類精神智慧與創作人享有的權利叫「智

慧財產權」。 

不要去抄襲人家的創作權。 

觀光四甲 一些涉及到版權、專利、商標等，都是

有智慧財產權保護，如果有侵犯別人，

可能會有法律上的問題。 

盡量不要去影印書籍，要尊重原著，支

持正版，以免引起不必要的麻煩。 



3 

 

   題綱 

班級 
一、什麼是智慧財產權? 二、如何在生活中身體力行尊重並保護 

   智慧財產權? 

妝彩四甲 人類智慧創造出來的無形的財產，主要

涉及版權，專利，商標等領域。 

著作權法、商標法、專利法、公平交易

法、營業秘密法、契約。 

土木三甲 智慧財產權係指人類精神活動之成

果，而能產生財產上之價值者，並由法

律所創設之一種權力。 

生活中尊重並保護智慧財產權。1.到唱

片行或其他正當管道購買音樂。2.拒絕

購買來路不明之品牌、服飾、鞋類、配

件等。 

機械三甲 智慧財產權:是人類智慧創造出來的無

形財產，主要涉及版權、專利、商標等

領域。 

專利法、商標法、團體標章、著作權法、

營業秘密法、積體電路電路布局保護

法、植物品種及種苗法、公平交易法。 

電機三甲 智慧財產權是人類智慧創造出來的無

形的財產，主要為版權，專利、商標、

音樂、文學、著作權等。 

如何保護創作發明?依其權利性質，分別

向主管機關辦理登記，這樣就能受到法

律保護。也透過契約保護創作及發明成

果。如果有人侵權行為，必須蒐集相關

事證，透過法律表達立場，並依法進行

有效的法律程序，分別提出相關民、刑

事責任。 

電機三乙 智慧財產權:即為一種無形的財產，指

人類精神活動之成果而能產生財產上

之價值者，由法律所創設的一種權利。 

不下載盜版影片或音樂，對所有使用之

圖片註明其出處和創作人，不使用不明

出處的任何物品。 

工管三甲 指人類精神活動之成果而能產生財產

上之價值者，並由法律所創設之一種權

利。 

不要試圖抄襲別人的作品、創作、理念，

如果要使用必須在合理的規範內使用，

尊重他人也遵循法律，其法律責任上除

了須對權利人負民事的損害賠償責任

外。刑事上也可能受到處罰，所以千萬

不要有類似仿冒品、盜印書籍、盜版軟

體等侵權行為。 

企管三乙 指精神活動成果而產生財產上的價值。 杜絕非法影印書籍、教材、支持購買正

版出版社，出版的書籍、教材。 

資管三甲 智慧財產權，是人類智慧創造出的無形

財產，主要涉及版權、專利、商標等領

域、音樂和文學等形式的藝術作品，以

及一些發現、發明、詞語、詞組、符號、

設計都能被當作智慧財產而受到保護。 

例如；如果喜歡 Arirl Lavigne的音樂，

可以去買專輯或是線上購買音訊檔、不

要去下載免費的，這樣不僅尊重喜歡的

歌手，也支持到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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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題綱 

班級 
一、什麼是智慧財產權? 二、如何在生活中身體力行尊重並保護 

   智慧財產權? 

資管三乙 智慧財產權:是人類創造出來的無形的

財產，主要涉及版權、專利、商標等領

域。音樂和文學等形式的藝術作品，以

及一些發現、發明、詞語、詞組、符號

或設計都能被當作智慧財產而受到保

護。 

不下載盜錄電影、音樂，支持正版。 

應外三甲 智慧財產權是國家對於人類精神活動

之成果保戶的權益總構。 

如果要安裝軟體，請取得合法軟體安

裝，不管是安裝遊戲、APP、文件…等。

非法軟體勿安裝。使用正式出版的書

籍，勿貪圖方便影印書中的文章內容，

這些著作的內容重複製作，叫做重裝，

也是智慧財產的一種。拒絕仿冒，拒買

盜版，拒行盜錄。網路上的資料勿非法

使用，勿非法轉載或燒錄。 

金融三甲 是人的智慧創造的無形財產。 申請專利權。 

休運三甲 智慧財產權是國家對於人類精神活動

成果保護的權益總稱，但我國法律中並

沒有一部法律叫「智慧財產權法」，而

是專利法、商標法、著作權法、營業秘

密法等。法律分別就不同的智慧財產權

加以保護，依著作權規定，著作人就其

著作是完成時，即享有著作權，擅自以

轉移所有權之方法散佈著作原件或其

重製物而侵害他人之著作財產權，除有

符合著作權法第44條至第65條規定之

合理使用情形外，應事先取的著作財產

權人之同意或授權，始符合著作權法規

定。 

1.遵守智慧財產權。 

2.不得非法影印。 

3.勿非法下載軟體使用。 

觀光三乙 智慧財產權，是人類智慧創造出來的無

形的財產，主要涉及版權、專利、商標

等領域。音樂和文學等形式的藝術作品

以及一些發現、詞語、詞組、符號、設

計都能被當成智慧財產而受到保護。可

分為工業產權和出版權兩類。 

1.智慧財產權登記。 

2.透過契約保護創作及發明成果。 

3.不姑息侵權行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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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題綱 

班級 
一、什麼是智慧財產權? 二、如何在生活中身體力行尊重並保護 

   智慧財產權? 

妝彩三乙 人類智慧創造出來無形財產。 不要影印書書籍和複製文章。 

數位三甲 智慧財產權是人類智慧創造出來的無

形的財產，主要涉及版權、專利、商標

等領域。音樂和文學等形式的藝術作

品。以及一些發現、發明、詞語、符號、

設計都能被當作智慧財產權而受到保

護。智慧財產權可以分為工業產權與版

權兩類，工業產權包括發明(專利)、商

標、工業品外觀設計和地理標誌，版權

則包括文學和藝術作品。 

如何保護: 

1.智慧財產權登記。 

2.透過契約保護創作，及發明成果。 

3.不姑息侵權行為。 

餐飲三甲 是人類智慧創造出來的無形的財產，主

要涉及版權、專利、商標等領域。音樂

和文學等形式的藝術作品。 

不要隨便在網路上下載音樂及影片，不

要任意影印、講義，及有關版權的書(課

本)。 

土木二甲 智慧財產權是人類智慧創造出來的無

形的財產，主要涉及版權、專利、商標

等領域。 

避免再共同場合播放有版權的影片或音

樂?不要把買來的書，整本列印後販賣。 

機械二甲 智慧財產權是人類創造出來的無形財

產，如商標、專利等。 

「智慧財產權」登記，透過契約維護創

作及發明成果，不姑息侵權行為。 

機械二丙 智慧財產權是人類創造出來的無形財

產。 

1.不要把已經存在的東西再模仿一次。 

  並拿去營利。 

2.拒絕盜版。 

3.不用盜版軟體。 

電機二甲 就是人所創造出來的物品。 簽立契約條款保護自身的智慧財產造

物。 

電機二乙 智慧財產權是指人類精神活動之成果

而能產生財產之價值者，並由法律所創

設之一種權力。 

被列入智慧財產權得標得有: 

1.著作權及相關。2.商標。3.產地標示。

4.工業設計。5.專利。6.積體電路之電

路布局。7.未經公開資料之保護。8.契

約授權時也關反競爭行為之控制。 

工管二甲 1.有註冊產權的東西。2.創作。 1.使用正版的管道看影片，聽音樂。2.

不隨意使用別人的智慧產物。3.不抄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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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題綱 

班級 
一、什麼是智慧財產權? 二、如何在生活中身體力行尊重並保護 

   智慧財產權? 

建築二甲 智慧財產權是人類創造出來的無形的

財產，主要涉及版權、專利、商標。 

在生活中，不論是學生，上班族，都會

有辛苦設計，創作的無形財產，不能夠

把別人辛苦的創作，抄襲變成自己的，

以上是指建築方面作討論。 

企管二甲 是人類智慧創造出來的無形的財產，主

要涉及版權、專利、商標等。音樂、文

學、發現、發明、詞組、設計都能被當

作智慧財產權而受到保護。 

不隨意在網上下載任何東西，下載前確

認是否來源是創作者所釋出，若並未在

創作者同意下使用可進行檢舉。 

幼保二甲 智慧財產權，是一種無體財產權，係指

人類精神活動之成果而能產生財產上

之價值者，由法律所創設的一種權利。 

加強宣導校園尊重智慧財產權的宣導，

買正版、認正牌，支持反盜版。 

資管二甲 軟體、無形創造、圖(影)、音、聲音、

文字。 

購買正版，不可重製、仿冒。 

應外二甲 智慧財產權(Intellectual Property)

是人類智慧創造出來的無形的財產，主

要涉及版權、專利、商標等領域。音樂

和文學等形式的藝術作品，以及一些發

現、發明詞語、詞組、符號、設計都能

被當作智慧財產權保護。「智慧財產權」

可以分為工業產權、版權兩類，工業產

權包括發明(專利)、商標、工業品(外

觀設計、地理標誌)，版權包括文學和

藝術作品。 

不仿冒商標、不抄襲文章、不影印書刊、

下載軟體、複製光碟。 

金融二甲 人類智慧創造出來的無形財產物。智慧

財產權簡稱 IPR，係指人類敬神活動之

成果，必須同時具備「經濟上之價值

者」，才有必要成為「財產」加以保護，

透過法律，提供創作著或發明人一定的

保障，具可以排他的權力，原則上只有

智慧財產權人可自行就其智慧成果加

以發揮。也就是說，智慧財產權是國家

對於人類精神活動成果保護的權益總

稱。 

不要影印書書籍和複製文章。如何保護

智慧財產權:1.加強宣導校園尊重智慧

財產權的法令宣導，應先建立「智慧財

產權」基本概念，避免相關侵權行為。

2.官方可針對符合其實際需求之議題加

以解說，以教育民眾及產業了解智慧財

產權制度。3.買正版、認證牌；創意無

價、盜版有罪。4.友人和創作或發明要

申請專利或商標專用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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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題綱 

班級 
一、什麼是智慧財產權? 二、如何在生活中身體力行尊重並保護 

   智慧財產權? 

休運二甲 智慧財產權是人類創造出來的無形的

財產，主要涉及版權、專利、商標等領

域。音樂和文學等形式的藝術作品，以

及一些發現、發明、詞語、詞組、符號、

設計都能被當作智慧財產權而受到保

護。 

學校要落實教育部加強宣導校園尊重

「智慧財產權」的法令宣導，應先建立

學生們「智慧財產權」的基本觀念，避

免相關侵權行為，尤其學生們現在身處

資源取得容易的資訊時代，更需加強這

方面的概念。 

妝彩二甲 係指人類精神活動之成果而能產生財

產上之價值者，並由法律所創設之一種

權利。 

絕不重製他人之著作，以支持反盜版、

反盜印、反盜錄之世界潮流。 

妝彩二乙 人類智慧所創造出來的無形財產，主要

涉及版權、專利、商標。 

不要隨意拷貝、侵權。 

餐飲二甲 國家以立法方式得保護這些人類精神

智慧產物賦予創作人得專屬享有之權

利。 

不仿冒，不盜印書籍，不使用盜版軟體

等，與侵害他人智慧財產。 

餐飲二乙 是一種無體的財產權，係指人類精神活

動之成果而能產生財產之價值者，由法

律所創設的一種權利，包括:著作權、

商標權、專利權、工業設計等。關於智

慧財產權立法目的在於透過法律，提供

創作者或發明人專有排他的權利，鼓勵

少有能力創作人發明願意完成更多更

好的智慧成果。智慧財產權登記。 

相關智慧財產權除著作權及營業秘密外

均須登記，依其權利性質，分別向主管

機關辦理登記，始能受到相關法律之保

護。不姑息侵權行為。若發現其智慧財

產權遭他人侵害時，絕不姑息，必須立

即蒐集相關事證，透過律師表達立場，

並依法進行有效的法律程序。 

電子一甲 指人類精神活動之成果而能產生財產

上之價值者。並由法律所創設一種權

利。因此，智慧財產權必須兼具「人類

精神活動之成果」，以及能「產生財產

上之價值」之特性。 

1.不影印書本。 

2.不拷貝網路上的影音，任意傳播。 

機械一乙 智慧財產權(Intellectual Property)

係指人類精神活動之成果而能產生財

產上之價值者，並由法律所創設之一種

權利。 

未經著作權人同意，不要使用著作權人

的著作。不要灌盜版軟體。不要販賣假

名牌。避免整篇或整段引用他人著作。

不要在網路上大量下載 MP3。不要製作或

販賣盜版光碟。 

機械一丙 係指人類精神活動之成果而能產生財

產之價值者，由法律所創設的一種權

利。 

去註冊專利、商標法、著作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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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題綱 

班級 
一、什麼是智慧財產權? 二、如何在生活中身體力行尊重並保護 

   智慧財產權? 

工管一甲 智慧財產權=版權、專利、商標。人類

智慧創造出來的無形財產。 

不侵犯和盜取別人的作品，例如音樂和

文章。如要有保障就申請智慧財產權等

相關事務，以利自己權益。 

國企一甲 不可以亂抓圖或抄襲文章。 這是無形的財產，包括音樂、文學、作

品，我們的生活中都有干涉到，所以你

我都要尊重和保護。 

企管一甲 智慧財產權就是依人類智慧創造出來

的無形的財產，主要涉及版權、專利、

商標等領域。 

智慧財產權登記，透過契約保護創作發

明成果，不姑息侵權行為。 

企管一乙 智慧財產權是國家對於人類精神活動

成果保護的權益總稱。著作權是智慧財

產權的一種。 

1.民事責任:得依上述各個智慧財產權

相關法律及民法之規定提出排除及防止

侵害之請求，並依此向侵權之人請求損

害賠償。2.刑事責任:除專利法積體電路

布局保護法無法直接規定刑事責任外，

其他上述各個智慧財產權的侵害均有徒

刑、拘役及罰金等刑事處罰。 

資管一甲 智慧財產權是個人智慧的結晶，如果具

有財產價值，就屬於智慧財產權，智慧

財產權 IPR又稱無形的財產，企業提供

一個合法排他的權利。以阻止或限制他

人在未經授權的情況下使用到屬於企

業的無形資產，智慧財產權一般指專利

權、著作權、商標權、商業祕密權、地

理標記權、商號權、等領域的版權、音

樂、藝術作品、發明、詞語、符號、設

計等。 

1.使用正版教科書(含二手書)，勿非法

影印書籍、教材，以免侵害他人著作權。

2.勿非法擅自以移轉所有權的方法散佈

著作原件，勿以社群網站非法散佈著作

(含他人圖片)。3.避免於網路上任意下

載來路不明之軟體序號及著作，更勿將

其上載網路供他人存取、使用。4.自我

管自律的機制，以提升守法觀念，維護

保護智慧財產權。 

應外一甲 人類智慧創造出來的無形的財產。主要

涉及版權、專利、商標等領域。音樂和

文學等形式的藝術作品，都能被當作智

慧財產權保護。 

1.智慧財產權登記。2.透過契約保護創

作及發明成果。3.不姑息侵權行為。民

事責任、刑事責任。 

金融一甲 智慧財產權是人類智慧所創造出來的

無形的財產，主要涉及版權、專利、商

標等領域。 

不購買盜版商品，使用轉發，附上原著

連結不抄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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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題綱 

班級 
一、什麼是智慧財產權? 二、如何在生活中身體力行尊重並保護 

   智慧財產權? 

妝彩一甲 智慧財產權是人類智慧創造出來的，主

要涉及版權、專利、商標….等領域。 

1.智慧財產權登記。2.透過契約保護創

作及發明成果。3.不姑息侵權行為(民事

責任)(刑事責任)。 

妝彩一乙 是人類智慧創造出來的，主要涉及版

權、專利、商標…等領域。 

落實邊境管制，加強智慧財產權的保

護。商標權、著作權、專利權物品，光

碟片進出口邊境查核…等的管制作業。 

時尚一甲 人類智慧創造出來的無形財產，主要涉

及版權、專利、商標…等領域。 

「智慧財產權」登記，透過契約保護創

作及發明成果，不姑息侵權行為。 

餐飲一甲 是一種無形的財產，主要涉及版權、專

利、商標等領域。 

智慧財產權登記，不姑息侵權行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