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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 資訊倫理 

一、資訊倫理的定義 

「倫理」仍人倫之理，也就是做人的道理。倫理的英文為「ethic」或「ethics」；

而道德的英文則為「mortal」或「mortality」。「倫理」與「道德」概念，無論是中

文或英文的意思，都是大致相同或相通的，用詞上也可以互相代替，傳統上並不做嚴

格的區分。 

一般而言，當表示規範或理論的時候，比較傾向使用「倫理」；當表示現象的時

候，就比較傾向使用「道德」。兩者在大多數情況下都是同義詞，彼此間或有微殊而

無大異。更為學者認為，「倫理」可以說是更細緻的道德。 

「資訊倫理」係指資訊社會中，人與人之間相關的道理，它可以是指科技時代下

利用電腦或網際網路，使用各種資訊的規範，也是因應資訊科技的問世所創立的規則。

簡而言之，「資訊倫理」就是與資訊科技相關的倫理，是指使用資訊科技時的行為標

準和價值觀。基本上，應以「不損害他人權益」為基準。 

 惡意程式 

 數位落差（Digital Divide） 

 網路成癮（Internet Addiction） 

 數位版權管理 

（Digital Rights Management） 

 開放原始碼軟體（OSS） 

 反網路侵佔消費者保護法令（ACPA） 

 六度分隔理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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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資訊倫理的四大議題：PAPA 

Mason（1986）等人提出「資訊技術之倫理課題的架構內容」包括：隱私權

（Privacy）、正確性（Accuracy）、所有權（Property）、存取權（Access），即

所謂的 PAPA 模式，如圖 4-1 所示。 

 
圖 4-1  資訊倫理的四大議題 

1. 隱私權（Privacy）：係避免干擾的權利，以及免於遭無理人士的侵犯。在未獲得

當事人同意及授權之前，資訊持有人不得將當事人所提供的資料轉用於另一目的

之上。 

2. 正確性（Accuracy）：係指「資訊真實性」，若資訊有錯誤應該由誰負責，且受

害的團體如何獲補償。 

3. 所有權（Property）：資訊是誰擁有？資訊交換的公平價格為何？所有權為誰擁

有？資訊產權是維護資訊或軟體製造者之所有權，並規範那些盜用者之責任。「資

訊所有權」是指個人對於資訊可控制及支配的權力。 

4. 存取權（Access）：個人或組織有權利可以取用什麼樣的資訊？例如：駭客問題。

基本上，要有效存取資訊有三個條件：（1）要有處理資訊的能力、（2）要有取

得及使用資訊科技設備的能力、（3）要有取得資訊的能力。 

三、倫理分析 

有五個步驟可以協助我們釐清引起倫理議題的情境： 

步驟 1：清楚地辦認與描述事實。 

步驟 2：確認衝突或困境，並辨認隱藏其中更高層次的價值。 

步驟 3：確認所有相關的利害關係人（Stakeholder）。 

存取權 

(Access) 

隱私權 

(Privacy) 

所有權 

(Property) 

正確權 

(Accuracy) 

資訊 

倫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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步驟 4：確認其他合理的行動方案。 

步驟 5：確認可行方案執行後的可能結果。 

四、資訊倫理的參考準則 

資訊倫理並沒有非常明確地規範，但仍有一些資訊倫理的參考準則可玆思考： 

1.  普遍性理論（Universalism）：強調「只要是大家都認為不合倫理的事，無論理

由多麼冠冕堂皇，都不可採取行動」。Kant 提出普遍性理論，其認為具有倫理的

行為應符合下列三則條件： 

 具有普遍性，可以應用至所有人及所有情況，但又不會傷害到別人。 

 能尊敬其他人，並保證他人的權利不會受損。 

 尊敬他人的自主權，每個人都有權去自由選擇他們想要的。 

2.  黃金準則（Golden Rule）：強調「己所不欲，勿施於人」，亦即不做出自己也

不希望遇到的不公平對待。 

3.  集體功利主義（Utilitarian Principle）：集體功利主義認為，任何人都應採取為

整體社會帶來最大利益的行動。 

4.  天下沒有白吃的午餐（No Free Lunch Rule）：除非有特別宣告，不然幾乎所有

有形和無形的東西，都是由他人所擁有。如果他人已經創造了某種東西對您有價

值，它就具有價值，而您應該假設創造者會希望這個成果能獲得補償，也因此獲

取任何對我們有利益的資訊或知識，我們都必須因此而付出某種代價。 

5.  風險驅避原則（Risk Aversion Principle）：應該選擇造成最少傷害或最小潛在

成本的解決方案。 

6.  滑坡理論（theory of slippery slope）：如果某一種行為一被允許，就可能導致它被

濫用，進而引發其他不道德的行為出現，那麼這種行動一開始就不應該被允許。 

五、美國計算機倫理學會的十條戒律 

美國計算機倫理學會制定的十條戒律： 

1. 不應用計算機（電腦）去傷害別人。 

2. 不應干擾別人的計算機（電腦）工作。 

3. 不應窺探別人的計算機（電腦）文件。 

4. 不應用計算機（電腦）進行偷竊。 

5. 不應用計算機（電腦）作偽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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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不應使用或拷貝你沒有付錢的軟體。 

7. 不應未經許可而使用別人的計算機（電腦）資源。 

8. 不應盜用別人的智力成果。 

9. 應該考慮你所編寫的程式，所造成的社會後果。 

10. 應該以深思熟慮和慎重的方式來使用計算機（電腦）。 

4-2  資訊與法律 

一、隱私權 

 何謂隱私權？ 

隱私權（Privacy）是個人要求不被他人管束，不受他人或企業組織甚至政府之監

督或干擾的一種權力。 

美國聯邦政府於（1973）提出「公平資訊原則」（Fair Information Practices, FIP）

用以保護個人隱私權。基本上，「公平資訊原則」（FIP）是一套管理蒐集與使用有關

個人資訊的原則，其主要由五條公平資訊原則所組成： 

1.  任何祕密記錄個人資料的系統是不應該存在的。 

2.  個人有使用、調查、檢閱、及修改系統內屬於他自己資訊的權利。 

3.  非經過同意，不得違背當初蒐集資訊的目的來使用該筆個人資訊。 

4.  系統管理者對於系統的確實性與安全性遭到損害，負有責任與義務。 

5.  政府有權介入民間或私人的資訊關係。 

然而，面對日益興起的網際網路科技，現行的「公平資訊原則」（FIP）已經不

足以處理。例如「垃圾郵件」（SPAM）就是網路上侵害個人隱私權最明顯的案例。 

 隱私權偏好平台（P3P） 

隱私權偏好平台（Platform of Privacy Preference, P3P）其目的是統一各網站隱

私權政策的格式，它是一項標準，用來向 Internet 使用者傳達網站的隱私權政策。這

是由於隱私權政策的內容都大同小異（不外乎是個人資料如何使用、Cookies 的使用、

第三方使用個人資料的政策…等等），但格式卻是大不同。首先網站必需提供隱私權

政策而使用者需設定隱私權偏好設定。當隱私權政策符合使用者的偏好設定時，那麼

使用者即可提供個人資料；當隱私權政策不符合使用者的偏好設定時，則拒絕提供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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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資料。這個判決符合不符合的過程都是由瀏覽器自動執行，而使用者只需要設定隱

私權偏好設定就可以了。 

為何網站需要部署隱私權偏好平台的隱私權政策呢？這是一個很簡單又很實際的

一個問題。有什麼理由需使用隱私權偏好平台的隱私權政策，以下幾點可讓網站維護

者決定是否開始部署隱私權偏好平台的隱私權政策。 

1. 不部署隱私權偏好平台的隱私權政策會使得第三方（大多為廣告商）Cookies 被
阻擋。  

2. 部署成本低廉，因為只是一堆文字檔。  

3. 統一隱私權政策的格式，方便網站的維護者管理隱私權政策。  

4. 可讓使用者更信賴網站的信用。  

5. 部署隱私權偏好平台的隱私權政策代表網站對於使用者隱私權與個人資料使用的

重視。  

6. Internet Explorer 6 與 Netscape 7.0 瀏覽器都已支援隱私權偏好平台了。  

第一個問題是現行網站的隱私權政策不好嗎？由於現行網站的隱私權政策是給

「人」看的，並非給瀏覽器看的，所以使用者要先看完網站的隱私權政策，再決定要

不要把個人資料讓網站知道。而新的技術則是交由瀏覽器決定，而使用者只需設定那

些資料可提供給網站、那些不可提供給網站就行了。 

第二是各網站的隱私權政策的格式都不相同。除了管理不方便之外，也無法由瀏

覽器自動處理隱私權政策。另外還有就是瀏覽器是否已支援隱私權偏好平台了呢？目

前 Internet Explorer 6 與 Netscape 7.0 網路瀏覽器已支援隱私權偏好平台，並且目

前也有外掛程式提供更多關於隱私權偏好平台的功能。也有軟體可輕鬆製做隱私權偏

好平台的隱私權政策。 

第三阻擋 Cookies：由於現今大部份的網站都尚未部署隱私權偏好平台的隱私權

政策，受影響最大的是所謂第三方（大部份為廣告商）。Cookies 會被阻擋，但對於

網路上的使用者而言，則是對隱私有比較大的保障。而對各個網站來說也是有影響的，

對於 Internet Explorer 6 的使用者而言，只要把隱私權設定為高隱私性時，大部份的

網站無法登入，當然也無法使用網站的服務。而如果把隱私性降低的話，雖然因此網

站的功能可以使用，但會使得使用者的隱私（個人資料）曝露在危險之下。 

二、個人資料保護法 

由於電腦科技進步迅速，使用電腦能大量、快速處理各類資料，且運用日趨普及。

但個人資料中，舉凡出生、病歷、學業、工作、財產、信用、消費等，經電腦處理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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後，可輕易彙整而得知其全貌，如有濫用或不當利用之情事，將對人民隱私等權益造

成重大危害，因而影響社會安定及國民經濟成長，增加政府推展自動化工作之困擾。 

行政院乃於民國 82 年間研擬完成「電腦處理個人資料保護法」草案, 送請立法院

審議，並於民國 84 年 7 月 12 日三讀通過，民國 84 年 8 月 11 日公布實施，而「電腦

處理個人資料保護法施行細則」於民國 85 年 5 月 1 日公布實施。我國《電腦處理個人

資料保護法》的立法目的，在於規範電腦處理個人資料，「以避免人格權受侵害」，

同時「促進個人資料之合理利用」。 

「電腦處理個人資料保護法」的主要目的就在於保護使用電腦個人之人格權。依

「電腦處理個人資料保護法」的規定，在下列情況下非公務機關對於個人的資料可以

進行蒐集處理： 

1. 經當事人書面同意 

2. 與當事人有契約關係而對當事人權益無侵害之虞。 

3. 為學術研究所需且無害當事人之重大利益。 

三、電子簽章法 

行政院為推動電子交易之普及運用，確保電子交易安全，促進電子化政府及電子

商務之發展，已於民國 90 年 11 月 14 日公布電子簽章法，並自民國 91 年 4 月 1 日 
施行。 

過去在網路上傳遞訊息，或是利用網路進行交易時，訊息的傳遞一直有被他人在

網路上攔截、窺視或竄改的風險，如何驗證訊息的正確性、完整性，是造成數位交易

環境信心不足的原因之一；而網路上的交易，並不像一般面對面（face to face）的交

易方式，若沒有適當的機制來輔助，買賣雙方都無辦法辨識、確認對方的真實身份，

也常發生當事人否認交易的問題。 

電子簽章法最大的目的，就是希望透過賦予電子文件和電子簽章法律效力，建立

可信賴的網路交易環境，確保能夠掌握某一資訊在網路傳輸過程中，是否遭到偽造、

竄改或竊取，以保障資訊正確與完整性，並透過識別交易雙方身分，防止事後否認已

完成交易的事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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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3  智慧財產權（Intellectual Property） 

一、何謂智慧財產權？ 

「智慧財產權」（Intellectual Property Right, IPR）係指人類運用智慧從事創作

活動所得之結晶，而以法律賦予財產權保護之權利，它有別於我們一般熟知的動產或

不動產，在法律上，它是一種無體財產權。智慧財產權可以分為「智慧」、「財產」

及「權利」等三部分。也就是說，「智慧財產權」必須兼具「人類精神活動之成果」

（智慧），能夠「產生財產上的價值」之特性（財產）以及「已立法保護之權利」 
（權利）。 

智慧財產權並不是指一種權利，也沒有一部法律叫智慧財產權法，而是一種統稱，

包括專利法、商標法、著作權法、積體電路電路佈局法、積體電路電路布局保護法、

營業秘密法、衛星廣播電視法、有線廣播電視法和廣播電視法等。 

目前我國智慧財產權的相關保護法令共有 8 種，分別為專利法、商標法、著作權

法、積體電路電路布局保護法、營業秘密法、衛星廣播電視法、有線廣播電視法和廣

播電視法。 

智慧財產權所提供的保護途徑，可以分為「法律」、「市場」、「技術」等三種

途徑。「法律」可健全之智慧財產權法制體系。「市場」則是以貿易報復手段要求他

國改善智慧財產權保護環境，開拓國外市場，間接達到保護我國智慧財產權目的。「技

術」則加快技術創新速度，增加技術困難度以降低別人模仿、隔絕侵害。 

二、智慧財產權的佈局 

智慧財產權佈局包括態樣（Type）、群集（Cluster）、組合（Portfolio）、內容

（Target）、範圍（Scope）、區域（Territory）、期間（Period of time）與家族（Family）。 

1. 態樣（Type）：係指在不同智慧財產權種類，包括專利權、商標權與著作權等。

以專利權來說，態樣也可分為「發明專利」、「新型專利」與「新式樣專利」等

三大類。 

2. 群集（Cluster）與組合（Portfolio）概念接近，均是一群（Group）不同物件（Object）
的集合。若以智慧財產權為討論主體，不同物件可以指專利權或是商標權等（例

如態樣組合）。以專利權來說，不同物件可以是每一獨立項或是附屬項（例如標

的組合）。如果硬要區分群集與組合，可以初步將群集當成有特殊防禦或攻擊目

的物件集合，而組合是一種較廣泛或是無特定目的的集合。在此我們將群集與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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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的概念應用到不同層次，並且均以“組合＂概念表示，如標的組合、專利組合

與態樣組合等表一結果。  

3. 內容（Target）為智慧財產權所要保護的標的，以專利權來說可能是材料、結構

或是製程方法等。內容為專利權重要的議題，其運用重點要能對應到實體世界或

是實際產業的相關的技術（含服務）與商品等。  

4. 範圍（Scope）為建構在內容之上的保護區域（如果以幾何學來說，可以當成是

一封閉曲線的面積）。範圍也指單一智慧財產權的範圍，例如單一專利之權利範

圍，也可以是多種（不同智慧財產權）或多個（同一智慧財產權但是數目超過一

個）的權利組合（即標的組合）。 

5. 區域（Territory）：係指屬地主義。 

6. 期間（Period of time）：為專利權或是智慧財產權的生命週期時間議題。  

7. 家族（Family）：是指同一專利標的的不同形式組合（也是一種佈局），包括同

一專利權在不同國家（區域）的佈局，或是該專利發明後續的延伸發明，包括美

國專利制度中的連續案與部分連續案等。  

所謂「智慧財產權佈局」即是不同智慧財產權態樣、群集、組合、內容、範圍、

區域、期間與家族的排列組合結果。 

三、正確概念 

1.  受法律保護並不代表有市場價值：任何人寫了一本書，都受著作權法保護，但未

必能為市場接受，出版甚至可能虧損。 

2.  商標權的申請只要數千元，但商標權並不等於「品牌」。 

3.  智慧財產權具有跨國保護的問題：著作權目前多採創作完成主義，基於國際公約

的國民待遇原則，可說是有跨國保護的特性。但是專利權、商標權等需要登記或

審查的智慧財產權，必須向各國登記或註冊，並取得權利證書後，始受到保護，

具有屬地性。若專利只申請台灣與美國，但競爭廠商要是在大陸生產，銷售至歐

洲，就無法對其主張專利權。 

四、專利法、著作權法、商標法、營業秘密法之比較 

為便於比較，玆將專利法、著作權法、商標法、營業秘密法之立法目的、保護客

體、成立要件、保護期間、保護主義等列示如表 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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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表 4-1  專利法、著作權法、商標法、營業秘密法之比較 

 專利法 著作權法 商標法 營業秘密法 

立法

目的 

為鼓勵、保護、利用

發明與創作，以促進

產業發展 

為保障著作人著作

權益，調和社會利

益，促進國家文化發

展 

為保障商標權及消

費者利益，維護市場

公平競爭，促進工商

企業正常發展 

維護產業倫理與競

爭秩序，調和社會公

共利益 

保護

客體 

•發明 

•新型 

•新式樣 

文學、科學、藝術或

其他學術範圍之創

作 

•商標 

•證明標章 

•團體商標 

•團體標章 

•技術資訊 

•商業資訊 

成立

要件 

•新穎性 

•實用性 

•進步性 

•原創性 
•識別性 

•預期使用目的 

•祕密性 

•價值性 

•已採取合理之保密

措施 

保護

期間 

•發明：20 年 

•新型：10 年 

•新式樣：12 年 

•自然人：著作權人

生存期間及其死

後 50 年 

•法人：著作公開發

表後 50 年 

自註冊公告日起 10
年，但得無限制申請

延長。 

永久直至喪失秘密

性 

保護

主義 
先申請主義及註冊

主義 
創作主義 

先申請主義及註冊

主義 
營業秘密產生時，不

洩漏即受保護 

4-4  著作權（Copyright） 

一、何謂著作權（Copyright）？ 

著作權法所保護之著作，係指「屬於文學、科學、藝術或其他學術範圍之創作」，

因此，著作權法所保護之標的，主要為文化方面之創作，而一般以為，受到著作權法

保護之創作，必須具有以下要件： 

1. 須具有原創性。 

2. 須具有客觀之表達形式。 

3. 須為人類精神上之創作。 

4. 須非不得為著作權標的之著作。 

二、著作人格權與著作財產權 

著作權包含了著作人格權及著作財產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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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著作人格權：著作人格權是一種特殊人格權，也就是說，著作人必須完成創作且

該創作受著作權保護的前提下，才能享有這項權利。此外，著作人格權具有專屬

性，專屬於著作人本人，並且不能被讓與或繼承；即使著作人死亡或消滅之後，

關於其著作人格權的保護，仍視同生存或存續，而且任何人不得侵害。著作人格

權的主要內容包括：（1）姓名表示權、（2）公開發表權、（3）同一性保持權。 

2. 著作財產權：著作財產權是賦予著作人財產上的權力，使其能經由著作獲得實質

上的經濟利益，期望藉此鼓勵著作人繼續從事創作，並精進創作的質與量，豐富

文化內容。著作財產權的主要內容有以下幾種：重製權、公開口述權、公開播送

權、公開上映權、公開演出權、公開傳輸權、公開展示權、改作權、編輯權、散

布權、出租權等。  

三、著作權保護期間 
1. 著作人格權：著作人格權係專屬於權利人一身之權利，應隨著著作人的死亡或消

滅而屆滿。但依著作權法第 18 條規定，著作人死亡或消滅後，關於其著作人格

權之保護，仍視同生存或存續，任何人不得加以侵害（即採「社會公益說」）。 

2. 著作財產權：自然人之著作權，原則上存續期間為自然人生存期間及其死亡後 50
年；法人之著作權存續期間則為著作公開發表後 50 年。 

四、著作權取得 

著作權之取得，原則上於著作人完成著作時，即享有著作權。目前我國對於著作

採取創作保護主義，也就是說，著作人一旦完成著作後，不必辦理任何登記或認證就

立即享有著作權。有學者稱之為「自動產生原則」，其與專利權及商標專用權之取得，

明顯不同。專利權需經審查確定，始由專利專責機關授予專利權並發給專利權證書；

商標專用權之取得，則以註冊為必要，自完成註冊之日始取得專用權。 

五、著作權人與所有權人 

值得注意的是，著作人雖當然為創作著作之人，然而關於著作權之歸屬，著作權

法卻另有規定，玆分述如下： 

1. 受僱人及公務員於職務上完成之著作，以該受僱人為著作人，著作財產權則歸僱

用人享有。但得以契約為相反之約定。 

2. 在出資聘請他人完成著作之情形，原則上以受聘人為著作人，其著作財產權亦歸

屬受聘人享有。但當事人亦得以契約為相反之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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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5  專利權（Patent） 

一、何謂專利權？ 

專利權（Patent）之要件： 

1. 新穎性（Novelty）：在申請前尚未為公眾所知悉者，或未見於刊物或已公開使用。 

2. 實用性（utility）：應具產業實際應用價值，並能產生實用的結果，才得以申請專利。 

3. 進步性（Inventive Step or Nonobviousness）：非顯而易知，相對於現有的技

術具功效上之增進或已知技術組合具有一定程度的困難性與進步性。 

二、專利的種類 

我國將專利（Patent）分為下列三種，如表 4-2 所示，每種專利權的保護效果不

同，如表 4-3 所示： 

1. 發明專利：稱發明者，是利用自然法則之技術思想之高度創作。 

2. 新型專利：稱新型者，是對物品之形狀、構造或裝置之創作或改良。 

3. 新式樣專利：稱新式樣者，是對物品之形狀、花紋、色彩或其結合之創作。另外，

稱聯合新式樣者，是一人因襲其另一新式樣之創作且構成近似者。 

  表 4-2  專利的種類 

發明  

物 

物品（有一定空間形態） 

物質（化學品、醫藥品、飲食品、嗜好品） 

微生物（有生命的物質） 

方法 

製造方法（有最終產物） 

工作方法（測量方法、運輸方法、連接方法、分離方法等） 

使用方法 

軟體專利 

新型 物品的形狀、構造或裝置之創作或改良 

新式樣 物品的形狀、花紋、色彩或其結合之創作 

 

 表 4-3  專利型態與保護效果 

專利種類 專利權期限 審查方式 審查時間 特點 

發明 20 年 實質審查 約 16 個月 保護期最長 

新型 10 年 形式審查 約 6 個月 對競爭激烈，變動快速的行業較有利 

新式樣 12 年 實質審查 約 16 個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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專利權之取得，須於具備專利法所規定之要件後，向「智慧財產局」申請，經審

查通過確定後，即取得專利權，專有排除他人未經其同意而製造、販賣、使用及為上

述目的而進口該物品或新型專利物品或新式樣專利物品之權利。 

三、何謂專利佈局？ 

所謂「專利佈局」係指專利權的部署與配置。部署與配置包括「技術佈局」、「空

間佈局」與「時間佈局」等三大類。 

1. 「空間佈局」與專利的屬地主義有關，主要討論相關專利需要在哪些國家佈局。 

2. 「時間佈局」與專利的生命週期有關，不同專利類型有不同壽命，而該專利對應

的實體世界商品也有生命週期，因此何時申請與該不該持續維護均與專利時間佈

局相關。 

3. 「技術佈局」乃是以「技術創新」為核心的專利權佈局，由於專利權部署與實體

世界技術或服務具陰陽與互為表裡關係，因此若專利權無法建構在實體世界的運

作與營收上，亦即若無商品化能力，將無法產生真正價值。因此，專利技術佈局

需先瞭解企業在實體世界的技術、商品、服務、營運模式與產業模式等。 

4-6  商標（Trademark） 

一、商標的定義 

商標制度旨在表彰商品或服務之來源，使消費大眾得以藉此與他人之商品或服務

相區別，避免有混淆誤認之情形產生。商標法保護期間：依商標法第 27 條規定，商標

權期間為十年，此一期間得申請延展，每次延展以十年為限。 

只要是為了表彰自已的商品或服務，用文字、圖形、記號、顏色、聲音、立體形

狀或其聯合式所組成的標識，而足以使自已的商品或服務，讓消費者認為可與他人的

商品或服務相區別者，這種標識即為「商標」。 

「商標（Trademark）」二字有廣義及狹義之分，狹義之「商標」係指表彰自己

商品之標記；廣義之「商標」，則指商標法所涵蓋之「商標」、「服務標章」、「證

明標章」及「團體標章」。但無論如何，欲就商標或標章取得專用權者，均須依商標

法所規定之程序，向智慧財產局申請註冊。以下就商標法關於各種商標、標章之定義

性規定，加以介紹： 

1. 正商標：在聯合商標或防護商標申請註冊時，當中已註冊或申請在先之創設商標

即係正商標；同時提出申請者，應指定其一為正商標（商標法第 22 條第 3 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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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聯合商標：同一人已有商標（即前述之正商標）申請或註冊在先，再以同一商標

圖樣，指定使用於類似商品，或以近似之商標圖樣，指定使用於同一商品或類似

商品，而提出申請註冊者，即為聯合商標（商標法第 22 條第 1 項）。 

3. 防護商標：同一人已有商標申請或註冊在先，再以同一商標圖樣，指定使用於同

一或非類似而性質相關聯之商品，而提出申請註冊者，即為防護商標（商標法第

22 條第 2 項）。 

4. 服務標章：凡因表彰自己營業上所提供之服務，欲專用其標章，而提出申請註冊

者，即為服務標章（商標法第 72 條第 1 項）。 

5. 證明標章：凡提供知識或技術，以標章證明他人商品或服務之特性、品質、精密

度或其他事項，欲專用其標章，而提出申請註冊者，即為證明標章（商標法第 73
條第 1 項）。 

6. 團體標章：凡公會、協會或其他團體為表彰其組織或會籍，欲專用標章，而提出

申請註冊者，即為團體標章（商標法第 74 條）。 

二、商標權的權利範圍 

商標權的權利範圍包括： 

1. 使用權：商標註冊人有權在其注冊商標核准使用的商品和服務上使用該商標，在

相關的商業活動中使用該商標。  

2. 獨佔權：商標註冊人對其注冊商標享有排他性的獨佔權利，其他任何人不得在相

同或類似商品或服務上擅自使用與注冊商標相同或近似的商標。  

3. 許可使用權：商標註冊人有權依照法律規定，通過簽訂商標使用許可合同的形式，

許可他人使用其注冊商標。  

4. 禁止權：對他人在相同或者類似的商品或者服務上擅自使用與其注冊商標相同或

者近似的商標的行為，商標註冊人有權予以制止。  

5. 設立抵押權：商標註冊人有權在經營活動中以其注冊商標設立抵押。  

6. 投資權：商標註冊人有權根據法律規定，依照法定程式將其注冊商標作為無形資

產進行投資。  

7. 轉讓權：商標註冊人有權通過法定程式將其注冊商標有償或者無償轉讓給他人。  

8. 繼承權：商標作為無形財產，可以依照財產繼承順序由其合法繼承人繼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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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7  營業秘密（Trade Secret） 

一、營業秘密與營業秘密法 

我國於民國 85 年公布施行營業秘密法。營業秘密法主要在保護他人不應以不符

合商業道德的手段不當取得營業秘密。 

所謂「營業祕密」（Trade Secret），係指方法、技術、製程、配方、程式、設

計或其他可用於生產、銷售或經營之資訊，而符合下列三要件者： 

1.  祕密性：不是一般在該領域之從事人員所通曉或周知的事項。 

2.  價值性：因其祕密性而具有實際或潛在之經濟價值者。 

3.  已採取合理之保密措施：營業祕密所有人已採取合理之保密措施者。 

換言之，只要具備「祕密性」、「價值性」及「已採取合理之保密措施」等三大

要件，即屬營業祕密，而受到營業祕密法之保護。 

說白一點，營業秘密係指內容指未經揭露的技術資訊（Technology Information）
與商業資訊（Business Information）。廣泛包括企業產品開發、技術方法、製程配方、

設計或經售、經營所建立的行銷策略、市場分析、客戶資料、財務報表、廠區布局設

計、電腦程式等等。也包括反面資訊（Negative Information），如實驗失敗記錄，或

製程技術無法執行的因素。 

值得注意的是，企業對於營業祕密之保護，一般均缺乏有效的管理，以致常有離

職員工利用任職期間所獲得之營業祕密，與原僱主做同業競爭，造成企業之損害。為

避免上開情事之發生，於平時即須做好機密文件、資料之管理，合理之保密措施當然

也不可少，對於經常因職務上原因接觸企業內祕密之員工，與之訂立保密契約、競業

禁止等約定，即屬積極之保密措施。 

二、營業秘密與其他智慧財產權 

一般而言，智慧財產權保護立法有三種類型，專利法在鼓勵技術創新，著作權法

在傳承人類知識，營業秘密法則在維護經濟秩序。營業秘密法為新興智慧財產權法律

領域，營業秘密之資訊藉由智慧財產權法律保護，將無形資產轉變為有形財產，積極

防止新競爭者不公平介入，使智慧財產權之立法保護更為完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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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2  營業秘密與其他智慧財產權 

三、營業秘密的侵害 

營業秘密法第 10 條：有下列情形之一者，為侵害營業秘密。  

1. 以不正當方法取得營業秘密者。 

2. 知悉或因重大過失而不知其為前款之營業秘密，而取得、使用或洩漏者。  

3. 取得營業秘密後，知悉或因重大過失而不知 其為第一款之營業秘密，而使用或洩

漏者。 

4. 因法律行為取得營業秘密，而以不正當方法使用或洩漏者。  

5. 依法令有守營業秘密之義務，而使用或無故洩漏者。  

前項所稱之不正當方法，係指竊盜、詐欺、脅迫、賄賂、擅自重製、違反保密義

務、引誘他人違反其保密義務或其他類似之方法。  

四、營業秘密的管理 

1. 技術資料管理方面：公司設置文件控管中心  

 將資料分級保密，依重要程序區分「極機密」、「限閱」、「供內部使用」。 

 銷毀秘密資料時須徹底，以免外流。  

 控管資訊系統間營業秘密資料之傳送。  

2.  員工管理方面  

 與員工簽訂保密合約。 

 約定智慧財產權之營業秘密權利歸屬。  

 訂定競業禁止條款。 

3.  交易對象管理方面 

 因交易行為必要須揭露營業秘密時，須與對方簽訂保密合約。  

專利 

著作權 營業秘密 

鼓勵技術創新 

維護經濟秩序 傳承人類知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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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8  電腦犯罪與網路犯罪 

一、電腦犯罪與電腦濫用 

「電腦犯罪」（Computer Crime）在學術研究上，迄無一定之定義，但目前大都

採用廣義的解釋，「凡犯罪行為係透過電腦之使用或對電腦本身所造成之損害皆屬之」。 

「電腦濫用」（Computer Abuse）是指利用電腦從事也許不算犯法，但卻不道

德的行為。 

二、電腦犯罪與網路犯罪 

電腦犯罪與網路犯罪，這是兩個不同的概念，各有不同的定義，然而二者又有密

切的關係。基本上，「電腦犯罪」（Computer Crime）是一種利用電腦知識或電腦科

技作為從事不法的犯罪行為。而「網路犯罪」（Cyber Crime）則通常是指利用網際

網路知識或網路網路科技作為從事不法的犯罪行為。 

一般而言，網路犯罪具有五項電腦犯罪所沒有的特質： 

1.  隱匿性：網際網路十分開放、分散而且無遠弗屆的特性，成為隱匿性犯罪的最佳

場所。 

2.  普及性：網際網路的普及性，讓未具有電腦專業知識的使用者也能操作，儘管是

初學者也能輕易達到犯罪目的。 

3.  犯罪客體多樣化：各式各樣的網路犯罪樣態，例如散播網路病毒、電子郵件恐嚇、

透過網路竄改他人資料，均較電腦犯罪更加繁雜。 

4.  更具專業性：某些網路犯罪較一般單純電腦犯罪更具專業性，例如利用網路逃避

電腦安全的稽核防護。 

5.  偵查更為困難：犯罪者經常以匿名與跨國方式進行犯罪行為，被發現後可能無法

追蹤，甚至跨國辦案。 

三、常見的電腦犯罪類型 
1. 資料竄改：利用一些非法的手段來改變電腦系統中原重要的資料。 

2. 特洛伊木馬：是指在電腦程式中擅自植入一些指令，而使得此程式不但能正常工

作，而且還能執行一些未經授權的程式作業。 

3. 邏輯炸彈：是指一個程式或片段程式，它們可以被設計成隨時或在某個特定的時

刻來執行某些為授權或破壞系統作業的行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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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惡意程式：例如電腦病毒通常是經由網路下載程式的方式或從磁碟複製資料時，

來傳輸的一段破壞性的程式。 

5. 電腦駭客：係指某些人因興趣而利用電腦強行突破某些電腦系統的安全管制措施

的行為以滿足個人成就感或其他目地。 

6. 網路蟑螂：專門在網路上事先登記一些知名企業的名稱作為網址，然後再以高價

向相關企業來兜售的人，以賺取高額利潤。 

7. 軟體盜版：凡是未經過授權就複製或使用一些電腦合法程式都算構成犯罪行為。  

四、常見的網路犯罪內容 

目前常見的網路犯罪內容包括： 

1. 線上張貼猥褻圖片 

2. 線上販賣色情光碟 

3. 提供超連結色情網站 

4. 線上散佈性交易訊息 

5. 線上販賣盜版光碟 

6. 線上販賣違禁品或管制品 

7. 線上販賣贓物 

8. 網路詐欺：包括線上盜刷、線上虛設行號 

9. 妨害名譽 

10. 入侵他人網站 

11. 散佈電腦病毒 

12. 網路賭博 

13. 線上販賣個人資料 

五、惡意程式 

「電腦病毒」單純指的是「Virus」，而「惡意程式」（Malicious Code）則泛指

所有不懷好意的程式碼，包括「電腦病毒」、「特洛伊木馬程式」、「電腦蠕蟲」、

「後門程式」。此外，有些企業為了達到系統安全檢查的目的，會僱用一群好的電腦

高手，由外部網路試著入侵公司系統，這一群人俗稱 White hat。而那些專門對外公佈

系統有弱點網路，以獲取名聲的網路駭客，則俗稱 Gray ha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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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電腦病毒（Virus）：電腦病毒為一電腦程式，可以自己複製，並傳播到其他檔案，

包含「檔案型病毒」、「巨集病毒」與「Script 病毒」。電腦病毒就如同人的流

行性感冒一樣，具有隱藏、傳染性及破壞性的長駐型程式。當某程式被電腦病毒

傳染後，它也成一個帶原的程式了，會直接或間接的傳染至其的程式。而一般電

腦病毒都必須具有以下四種基本特性：啟動性、複製性、傳染性、寄居性。 

2.  特洛伊木馬程式（Trojan）：特洛依木馬一種會執行非預期或未授權（惡意）之

動作的程式，入侵者可以透過特洛伊木馬操縱受害電腦執行任意的指令，例如顯

示訊息、刪除檔案或將磁碟格式化。特洛依木馬型病毒通常不會感染其他檔案，

清除特洛依木馬型病毒的方法是直接刪除受感染的程式並修改相關之 Windows 
登錄檔或設定。 

3.  電腦蠕蟲（Worm）：電腦蠕蟲是一種程式，可將本身的功能或程式碼的一部份

透過網路散播到其他電腦。電腦蠕蟲比較會自我複製和耗損系統資源（佔用硬碟

空間、記憶體空間、網路頻寬），造成系統或網路癱瘓，而不強調破壞性；而電

腦病毒則偏重在發病的破壞，而發病前則會盡量躲藏起來。 

4.  後門程式（backdoor）：後門是指可以「繞過」系統中的保全措施進入系統的管

道，它可能是系統開發廠商預留便於維護系統的措施，或是系統漏洞，或是入侵

者特意植入後門程式而產生的後門。 

在早期「電腦病毒」、「特洛伊木馬程式」、「電腦蠕蟲」都是各自獨立的程式

而且彼此不相干，但近幾年來單一型態的惡性程式愈來愈少了，大部份都以「電腦病

毒」加「電腦蠕蟲」或「特洛伊木馬程式」加「電腦蠕蟲」的型態存在以便造成更大

的影響力，而且比率以前者居多。 

4-9  資訊倫理的熱門議題 

一、數位落差（Digital Divide） 

美國 James Katz（1995）提出數位落差（Digital Divide）一詞，其由一項 1995 
年所做的研究而來，該研究發現越貧窮、教育程度越低、非裔的美國人和西班牙人，

對於資訊科技的使用機會就越低；樂觀者視網際網路為一種可以幫助社會經濟發展及

強化民主過程的科技，然而，反對者則認為網際網路是造成經濟發展的障礙，甚至造

成貧窮的國家越貧窮、增強菁英的權利，且阻礙民主的動向，而這些人所關懷的，其

實就是因為資訊通訊發展過程所造成的數位化落差現象，或是誰已經取得資訊社會的

管道；有學者將數位落差稱作「資訊貧富不均」或是翻譯成數位差距，甚至有學者認

為應以「資訊鴻溝」來取代數位落差更為貼切，因為數位落差似乎考慮的只是經由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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訊工具中的電腦（網路）所引起的漣漪，但是資訊鴻溝則是更顧及到更廣的面向，包

含大眾媒體、人際關係，以及個人在社所特有的屬性等。 

柯林頓政府從 1995 年起進行了四次全國性的數位落差調查，報告書中指出：種

族、教育、所得的確影響網路的使用，白人、高教育、高所得家庭的上網比率顯著超

過美國人的平均值，在以下這樣的落差狀況中，美國提出了消弭數位落差計畫書。柯

林頓政府透過提供折扣，補助上網的費用（包括圖書館、鄉村醫療處所、學校），幫

助鄉村社區建立先進的通信基礎建設。另外也建立社區數位中心（Community Access 
Centers, CACs），使「近用」（access）的概念進入社區，希望透過公立學校、圖

書館及社區中心建置電腦基礎設備，讓社區的弱勢族群能夠使用電腦或上網。 

二、網路成癮（Internet Addiction） 

網路成癮（Internet Addiction）一詞是由紐約的精神科醫生 Ivan Goldber（1996）
所提出「網路成癮失調症」（Internet Addiction Disorder, IDA），其認為過度的電腦

網路使用，使得個人在網路使用的適應發生問題，造成個人職業、學業、社交、工作、

家庭生活、財務、心理與生理功能之影響與減弱。  

Young（1996）認為，網路成癮（Internet Addiction Disorder）「是一種不包含

麻醉劑使用的衝動控制失常行為」。Griffiths（1998）認為，網路成癮是一種「科技

成癮」，即是一種包含人機互動，不牽涉物質攝取的「行為性成癮」，而非「物質性

成癮」。 

Goldberg 醫生（1996）根據美國精神病學會所推出之精神疾病診斷與統計手冊

第四版（DSM-IV），提出了「網際網路成癮失序症」的判定準則，若一個人的行為出

現以下七種症狀中的三項以上，且症狀表現長達 12 個月，即達到所謂的網路成癮。 

1. 耐受度（Tolerance）：希望增加上網的時間以求得滿足；繼續使用同樣的上網

時間，會產生滿足的效用遞減。 

2. 戒斷（Withdrawal）：停止或減少重度的網路使用，會出現明顯的焦躁不安、焦

慮，不可抑制的想上網，時刻擔心自己錯過了什麼。 

3. 上網時間與頻率超出事先的預期。 

4. 一種想去停止或控制網路使用的持續慾念或突然的努力出現。 

5. 花很多時間在網路相關活動上，如：安裝新的軟體、整理從網路上下載的檔案。 

6. 因為網路使用而減少或放棄日常生活中重要的社交、職業或家庭生活受到嚴重 
影響。 

7. 雖然能夠意識到上網帶來嚴重的問題，仍然花大量的時間上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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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gger & Rauterberg（1996）提出，網路成癮者會有以下三項特徵：（1）當嘗

試停止網路的使用時會感到不安與焦慮；（2）利用網路來逃避一些情緒的困擾，如：

無助、罪惡、焦慮、憂鬱等；（3）對於網路沈溺的行為會對家人撒謊，即使高額的網

路費用也無法停止網路的使用。 

三、數位版權管理（Digital Rights Management） 

數位世界複製且散佈容易的特質，讓數位內容提供者躊躇不前，為遏止盜拷、洩

密，業界提出「數位版權管理」（Digital Rights Management, DRM）防拷技術，也

有業者稱為「資訊版權管理」（Information Rights Management, IRM），例如 Microsoft
就將其稱為 IRM。 

所謂「數位版權管理」是一套管理數位內容使用權利的系統，係藉由電腦程式，

以軟體或硬體方法限制數位內容使用方式的系統通稱。其保護方式有：在文件上加浮

水印、限制使用時間、限制使用載具、透過認證才能使用等方式來保護數位內容。 

數位版權管理描述語言（Digital Rights Expression Language）是一種 Script
語言，為數位版權管理提供特定詞彙供版權擁有人及著作權人使用，可以限定提供的

內容及使用者使用的方式。目的是希望使用者在存取或使用內容時，知道需要透過何

種管道及付出何種代價，來取得使用上的許可。 

主要的數位版權描述語言有： 

1.  XrML（Extensible Rights Markup Language）：是以一種以 XML 為基礎的語言，

為數位版權管理描述語言的一種。主要目的在於提供一個國際通用的方式，來達

到指定版權、使用條件與保護內容的目的，是一種有專利，但可免費使用的規格

書。對創作者而言，可以便利版權管理在任何媒體上實現。如：音樂、電子書、

視訊 …等。 

2.  ODRL（Open Digital Right Language）：是以一種以 XML 為基礎的語言，提

供了數位版權描述語言與資料字典。ODRL 適合所有型態的數位內容，提供了數

位版權管理表達上的語義。ODRL 是設計給各類的工業來用的，像是電子書、視

訊、軟體…等，它保留了延伸性，並提供互通性的機制；ODRL 是可以免費自由

取用的，並沒有版權上的要求。 

3.  MPEG-21 REL（MPEG-21 Rights Expression Language）：是一種以 XML 為

基礎的語言，為 MPEG 組織所訂的標準，是 MPEG 家族中的一員，在整個標準

的第五個部份和第六個部份和數位版權有很密切的關係；MPEG-21 REL 也有

RDD 關鍵詞彙字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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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開放原始碼軟體（OSS） 

開放原始碼軟體（Open Source Software, OSS）的概念，來自於史托曼（Richard 
M. Stallman）所提出「自由軟體」（Free Software）的概念，強調「程式執行」、

「研究」、「再散布」及「改進」的四大自由（Free），而確保這四大自由的方式，

就是知名的 GNU GPL（通用公共授權），目前知名的 Linux 即採取 GNU GPL 的方

式授權。 

由於「Free」有「免費」的意思，而自由軟體因為自由散布的關係，確實也常常

是免費提供，經常引發使用者誤會 Free Software 是免費軟體。因而有許多投入自由

軟體運動的企業，在需要透過提供自由軟體的光碟或是建置服務收費上，難免造成一

些困擾，且使用者往往因為「免費」，而忘卻上述「四大自由」所闡述的精神，因此，

有部分參與自由軟體運動的成員認為可以考慮採取其他的用語，來推動自由軟體運

動，「開放原始碼軟體」（Open Source Software, OSS）就成為大家最有共識的 
用語。 

因此，使用「Open Source Software」這個用語時，即需要界定什麼樣的軟體，

屬於開放原始碼軟體，從而開放原始碼促進組織（Open Source Initiative）參考自由

軟體的精神，提出 10 點定義，只要符合該組織的定義，即可向該組織申請將授權契約

認定為開放原始碼軟體的授權契約。 

其實自由／開放原始碼軟體與一般商用電腦軟體一樣，都是著作權法所保護的電

腦程式著作，也一樣是透過授權的方式，提供被授權人（使用者）合法利用著作的法

律依據，使用者必須遵守授權契約的規定利用軟體。目前較具知名度的OSS例如：Linux
（GNU GPL）、Apache（Apache license）、Firefox（Mozilla Public License）等。 

五、反網路侵佔消費者保護法令（ACPA） 

美國 1999 年底施行的《反網路侵佔消費者保護法令》（Anticybersquatting 
Consumer Protection Act, ACPA），它將商標和個人姓名的法律保護擴展到網域名

稱方面。例如，網路佔用（Cybersquatting）係登記侵權的網域名稱，或是在網際網

路上使用現有商標，企圖從合法擁有者處侵佔費用。又例如，網路剽竊（Cyberpiracy）
是把合法網站的流量轉移到侵權的網站。 

六、六度分隔理論（Six Degrees of Separation） 

六度分隔理論（Six Degrees of Separation）是耶魯大學的社會學家 Stanley 
Milgram（1967）所提出的理論：意指兩個不認識的人之間，中間最多只隔了六種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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隔的關係也就是說，你透過你的朋友、朋友的朋友、直到你不認識的那個人之間最多

只隔了六個人，有時甚至更少。 

七、綠色運算（Green Computing） 

隨著全球暖化與能源議題持續發燒，如何節能減碳成為資訊領域的新議題，綠色

運算（ Green Computing ）概念因應而生。綠色運算旨在使用虛擬化技術

（Virtualization）及電源管理（Power Management）來達成節能減碳的目的。 

八、網路中立（Network Neutrality） 

為什麼要保持「網路中立」呢？在這個年代，想要連到網際網路，一定要透過一

家「網際網路服務供應商」（ISP）才行，而這些 ISP 能控制你能連線的網站，如果，

它今天把對 Google 的連線給關閉，那麼，你就永遠不可能有機會可連上 Google 了，

除非你換一家 ISP。消費者付錢讓 IPS 來決定你可以連線的網站，這很沒有道理！但

是，這是在國外已經發生的案例。因此，網路中立（Network Neutrality）談的就是，

要求 ISP 應該要對提供的連線服務採取中立的態度，不應該透過控制連線來影響使用

者並獲取利益，讓使用者可以有開放和自由的網際網路連線。美國目前已努力在推動

立法，想讓 ISP 的這種行為可以受到限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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