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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版序 

四版付梓迄今，已逾三年，實有改版之必要。爰就著作權法新

增定之「數位機上盒條款」（第87條第1項第8款）、AI人工智慧議

題、實用性物品之可著作權性、故事角色可否獨立取得著作權保護

等，予以增訂。又實務發展方面，關於室內設計（含室內設計圖及

室內設計之施作成果）可否取得著作權法保護，以及商標國際耗盡

原則之適用是否限於國內外商標同屬一人之情形，近來判決產生不

同的看法，亦一併在此版予以增補。而改版倉促，也請各界不吝指

正。 

寫序此刻，辦公室外呲牙裂嘴的熱浪被隔絕在消光黑的矩形窗

外，惟仍抑止不了肺炎的全球肆虐。今年是蠻特別的年度，口罩成

為台灣的標準街景，它拉開了人與人的距離，卻也使得人們間透過

眼神的交流更加聚焦，更充滿進深。祁願全球疫病能儘速褪去，天

災永息。 

 

 
2020年8月於政理法律事務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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初版序 

著作權法算是智慧財產權法律中比較特殊的法律，在台灣

尤其特別。 

智財領域中，或許專利權、商標權與一般民眾，較不會產

生交集，然著作權法可不一樣。 

你隨手完成的一張塗鴉、一篇文章，或在部落格上發表的

感言，可能在無形中，著作權法已賦予你相關之著作權，但你

卻渾然不知；另一方面，你可能隨興引用別人的著作、或僅係

自網站上購買一些著作物，或出售自己不想看的光碟或音樂

CD，所需的動作僅是按按幾個電腦鍵盤而已，出發點再單純

不過了，然而，卻可能引來撲天蓋地的著作權民、刑事追訴，

全然出於意料之外。 

因此，不管你是出版人士、公司經營者或公司員工，抑或

僅係一般民眾，著作權法可說與每個人都息息相關。尤其在這

網際網路發達的時代，透過網路這個介面，使得著作權法這些

原本僅是印在法典上的平版法條，從虛擬網路世界中活脫脫的

跳了出來，讓不少人都必須結結實實的面對這個法律。是以，

著作權法的了解，就現代社會而言，其重要性不言可喻。甚

者，網路上所廣為散布的著作權知識，觀念錯誤的不在少數，

基於上開因素，讓筆者燃起了撰寫本書的緣由。 

本書之寫作，筆者儘量以平實的語句書寫，即使在介紹著

作權法的理論亦同，以期讓一般民眾或是初接觸著作權法的法

律界人士能很快的進入這一部法律。各篇章以著作權法整體架

構為經，以實例問題為緯，引出著作權法之重要概念與理論，

而書中所安排之實例問題，均係實務上經常發生或是一般民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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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可能遇到的案例，期將理論透過實例的解答，予以具體化，

俾求實用與理論兼備，以利讀者了解與閱讀。惟筆者學識淺

薄，倉促成文，且資料日新月異，疏誤之處在所難免，也請

各位先進賢達不吝指正。  

本書的完成，應感謝羅明通大律師。筆者當年於羅大律師

法律事務所實習時，正逢羅大律師撰寫「著作權法論」之時

期，期間接受羅大律師不辭辛勞之指導及嚴謹之律師養成訓

練，雖工作壓力頗大，然十年後的今日回想起來，當年的嚴格

訓練，令本人獲益匪淺。而當年羅大律師在繁忙的工作之餘，

仍然投入著作權法寫作的精神，更是令我們後輩佩服不已，也

埋下筆者日後著書的種子。 

同時，應感謝筆者碩士論文的指導教授余啟民教授、   
王文杰教授、黃心怡教授。余教授不棄筆者之才疏淺薄，於論

文題目之選擇、內容方向之指導，以及口試之準備等等，對筆

者嚴格教導並細心提點。王教授、黃教授於大陸法方面，更是

提供筆者相當多的寶貴意見，而經過此次碩士論文寫書過程之

洗鍊，才讓筆者具備完成本書的能力。另筆者於政大及東吳大

學之研究所就讀期間，經學養豐富的師長薰陶教導之下，更令

筆者在科技法域的眼界更寬，而不再侷限於實務案件處理一

隅。 

另感謝潘維大院長、陳彥良教授、莊永丞教授、竇世豪教

授、賴劍毅法官、蔡宗熙主任檢察官、謝憲杰檢察官、鍾雅蘭

法官、陳清茂檢察官、牛敬堂先生、帥亞南小姐和研究所所有

同學於學術上、司法實務上之提點及教導。感謝歐陽龍議員、

謝國樑委員在著作權修正草案立法資料上的提供與協助，以及

維揚法律事 務 所 同 仁 林 明 輝 大 律 師 、 羅 子 武 大 律 師 、     
簡宏明大律師、許朝昇大律師、李志正大律師、黃建霖大律

師、王昜鈞先生、連哲輝大律師、陳世英大律師、理昂法律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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務所陳伯廷大律師、蔡岳泰大律師、吳雅玲小姐等在工作上之

相互扶持及法律案件辯難的情誼；助理葉素英小姐、李郁嬌小

姐、洪媖秋小姐、熊臺蓉小姐在本人法律案件甚至日常生活的

傾力協助，始能讓我這個單親老爸擠出時間撰寫完成本書，並

忍受本人無理的要求，在此一併在此致上最高的謝意。 

此外，特別感謝章忠信教授對於本人著作權法上之疑問，

不厭其煩的給予無私且精闢的釋疑，使筆者獲益匪淺；張貞勤

小姐不辭辛勞的幫忙筆者仔細校稿，並提出頗有價值的修改建

議，更使本書增色不少，特此致謝。 

感謝爸媽、我的二姊。還有我那二個可愛的兒子，假日常

因筆者必須埋首於撰書或工作，僅能以在家陪伴老爸工作的方

式，渡過他們的童年。特將此書獻給我最親愛的家人，以及在

我生命中曾經陪伴我的每一個人，願大家都順利安好。 

 

 
2009年5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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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著作權法案例解析

壹、著作權與智慧財產權 

 
可口可樂有哪些智慧財產權？ 

常聽人說要尊重智慧財產權，或誰觸犯了智慧財產權法，但遍翻六法

全書，卻又看不到我國哪個法律叫「智慧財產權法」的。那麼，智慧

財產權就是指著作權嗎？違反著作權法，是不是就是違反智慧財產

權？ 
一瓶可口可樂，上面可以發現多少種的智慧財產權呢？      

 
 

一、智慧財產權（IPR）概念簡介 

近年來，IPR這三個英文字，隨處可見，IPR是Intellectual Property 
Right的縮寫，一般中譯成「智慧財產權」。 

凡屬人類精神作用的智慧結果，能透過法律加以保護者，稱之為智

慧財產權。人類精神活動的成果有哪些呢？科學家的發明屬之，文學家

寫的小說、散文屬之、畫家的美術作品屬之。不過，智慧財產權法經數

百年的發展後，範圍可說是不斷的新增擴大，某些部分，早已超過其原

始 的 意 義 了 ， 參 考 「 建 立 世 界 智 慧 財 產 權 組 織 公 約 」 （ Convention 
Establishing the World Intellectual Property Right Organization）1、TRIPS
的規定，現行的智慧財產權範圍，包括下列內容： 

文學、藝術、科學上之發現。 
演員之表演、錄音、廣播。 
人類的發明。 

                                                        
1 世界智慧財產權組織（World Intellectual Property Organization, WIPO），總部設在瑞

士日內瓦，為聯合國所轄的第16個特別組織，其任務主要在透過國際合作以促進智

慧財產權之保護，並負責主管多項國際智慧財產權公約（如：保護工業財產權之巴

黎公約、保護著作權之伯恩公約及保護著作鄰接權之羅馬公約等）之行政事務。詳

章忠信，世界智慧財產權組織1996年12月「關於著作權與鄰接權相關問題之外交會

議」側記，資訊法務透析，頁31-46，1997年2月。 

案例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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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第一篇 著作權基本概念 

科學上的發現。 
新型、新式樣。 
商業主體名稱、商業標章、服務標章。 
防止不公平競爭。 
其他於產業、科學、文學、藝術領域中，經由人類智慧、精神所

產生的權利2。 
因此，由上述的定義對應到我國成文法，可知智慧財產權有關的法

律，包括： 
專利法：此與產業的創新有關，含發明專利、新型專利、設計專

利。 
著作權法：此與文化的創新有關，包括著作權（含著作人格權及

著作財產權）以及著作鄰接權。 
商標法：商標法的立法目的在於保障企業體的商業識別標章及消

費者權益，並維護市場公平競爭3。 
公平交易法：目的在維護市場之公平競爭。 
積體電路布局保護法。 
營業秘密法。 
植物品種及種苗法等等4。 

                                                        
2 羅明通，著作權法論（第一冊），第六版，頁1、2，台英國際商務法律事務所，

2005年9月。 
3 商標法第1條規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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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業之正常發展，特制定本法。」 
4 智慧財產及商業法院組織法第3條規定：「智慧財產法院管轄案件如下：一、依專利

法、商標法、著作權法、光碟管理條例、營業秘密法、積體電路布局保護法、植物

品種及種苗法或公平交易法所保護之智慧財產權益所生之第一審及第二審民事訴訟

事件。二、因刑法第二百五十三條至第二百五十五條、第三百十七條、第三百十八

條之罪或違反商標法、著作權法、公平交易法第三十五條第一項關於第二十條第一

項及第三十六條關於第十九條第五款案件，不服地方法院依通常、簡式審判或協商

程序所為之第一審裁判而上訴或抗告之刑事案件。但少年刑事案件，不在此限。

三、因專利法、商標法、著作權法、光碟管理條例、積體電路布局保護法、植物品

種及種苗法或公平交易法涉及智慧財產權所生之第一審行政訴訟事件及強制執行事

件。四、其他法律規定或經司法院指定由智慧財產權法院管轄之案件。」此條規定

描繪出我國智慧財產權法律的輪廓範圍，包括：專利法、商標法、著作權法、光碟

管理條例、營業秘密法、積體電路布局保護法、植物品種及種苗法或公平交易法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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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著作權法案例解析

著作權法係保護人類文化精神勞力創作的法律，因此著作權法屬於

智慧財產權法域下的一個項目，屬於智慧財產權這個大家族的成員之

一，有「文化憲法」之稱。且我國確實沒有「智慧財產權法」5這一個法

律，所有與智慧財產有關之法律，係分散規定於上述之法律之中的。 
著作權法可說是與每個人 息息相關的一部智慧財產權法律。因你

或許不是科技人員，或許也不從事商業經營，故專利法、商權法與你不

易沾得上邊，但即使生活再單純不過的現代人，你的生活周遭，卻處處

有著作權法的影子，甚至你若有使用電腦或上網的習慣的話，也可能一

不小心就觸犯到著作權法。是以，了解著作權法，著著實實有其必要

性。 

二、可口可樂鋁罐上呈現之智慧財產權 

首先，自可口可樂容器外觀來看，其上印有「2008年北京奧運特

別版」特別圖樣之美工設計，這些圖樣若具有原創性，是受著作權法所

保護的美術著作。又若紀念版瓶身經過特別設計，且其外觀形狀、花

紋、色彩或其結合，非熟習該項物品設計人士所易於思及者，是可以去

申請專利法的設計專利。 
次再觀察鋁鑵本身，以鋁鑵裝填碳酸類的飲料，因碳酸物質易產

生腐蝕現象，因此必須克服碳酸物質侵蝕鋁鑵瓶身的問題，以防止鋁元

素喝到消費者的肚子內而影響健康。若今天有位發明家發明了特殊成分

塗料將之塗在鋁鑵內緣，可以防止侵蝕的狀況發生，又會有效的隔絕陽

光直射以增長保存期限，且該塗料本身又不會對人體造成不良的影響，

則該塗料的組成方法，是可以去申請發明專利的。 
另外，瓶身外面有「Cocacola」之印刷，該右上方亦可看到®

（Registered，「業經註冊」的縮寫）的英文字體，此代表上述文字、圖

樣，業經業者取得商標權在案。 
接著，就可樂飲料本身而言，可口可樂的配方，如果可口可樂公

                                                                                                                                    
保護之智慧財產權益等法律在內。 

5 長久以來，我國法律的法規名稱，確實均未出現冠有「智慧財產」用語。一直到

2007年3月28日公布「智慧財產法院組織法」與「智慧財產案件審理法」後，「智慧

財產」始首度出現在我國正式的法規名稱當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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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第一篇 著作權基本概念 

司有採取合理的保密措施，且該配方之秘密性具有實際或潛在的經濟價

值，又非一般涉及該類資訊（如飲料同業）所知悉的話，是可以主張營

業秘密法的保護。據了解，該公司的可樂配方可算是保密到家，全世界

只有可口可樂公司三名高層人員知悉配方，且公司嚴格要求此三人不得

同坐一班飛機，該配方是受到營業秘密法保護。 
一瓶我們常常喝的可樂，就可能存在有上面的智慧財產權，橫跨著

作權、商標權、專利權、營業秘密等權利，有趣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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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著作權法與憲法、法律的關係 

 
第1條後段適用之疑義 

商標法第23條第10款及專利法第24條第3款分別規定商標有妨害公
共秩序或善良風俗者，不得註冊為商標，發明有妨害公共秩序、善良風

俗或衛生者，不予發明專利。若著作有妨害善良風俗之情時，可否依第1
條後段：「……本法未規定者，適用其他法律之規定」，比照援引同屬

智慧財產權法律之商標法、專利法，亦應認為無法取得著作權？      
 

 

一、第1條後段規定 

著作權法係保護人類精神創作及促進文化發展所特別制定的法律，

為特別法性質，故應優先適用著作權法之規定。如著作人格權雖亦屬人

格權的一種，惟本法第17條關於著作人格權之保護，採永久保護制，不

因著作人死亡或消滅而喪失，此與民法一般人格權因人的死亡亦隨之消

滅之規定不同，自應優先適用本法之特別規定；又如「公眾」之概念，

刑法係指不特定人或特定多數人而言，但著作權法之「公眾」定義，依

第3條第1項第4款，除了援引刑法之概念外，但書復將「家庭及其正常社

交之多數人」排除在公眾之外，故適用著作權法時，當以著作權法特有

之「公眾」定義優先適用，而排除刑法之規定。至於本法未規定之事

項，在不違其立法本旨時，得適用其他法律予以補充，因此本法第1條後

段規定：「本法未規定者，適用其他法律之規定」即斯此旨。例如：第

七章為著作權特別刑法之規定，有關刑法之基本原則，如刑法第1條的罪

刑法定原則、及第12條「過失犯之處罰以有特別規定者為限」之規定，

均得作為著作權特別刑法的補充規定。 
 
 

案例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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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著作權法與憲法 

著作權立法之憲法依據 

著作權為無體財產權，當然也是財產權的一種，憲法第15條明定，

人民的生存權、工作權、財產權應予保障，此外，憲法「基本國策」章

中，亦分別於第165條、第166條明定：「國家應保障教育、科學、藝術

工作者之生活，並依國民經濟之進展，隨時提高其待遇」、「國家應獎

勵科學之發明與創造……」，透過上開憲法授權，國會自得制定著作權

法將憲法保障人民財產權之基本權利予以具體化，故可自憲法中找尋到

著作權法之立法依據。 

與憲法言論自由基本權之衝突 

著作權法以保障著作人權益為主要目的之一，原則上要利用他人著

作，需取得著作人之同意，然如此會不會使得一般人利用他人著作以實

現自我或形成公意時，對於憲法保障之言論自由造成不當之限制？憲法

第11條、第14條旨在充分的保障人民之言論、出版、結社等自由，確保

意見之自由流通，使人民有取得充分資訊及實現自我的機會6，且言論自

由亦為實現民主政治 重要的基本人權，蓋基於主權在民之理念，人民

享有自由討論、充分表達意見之權利，方能探究事實，發現真理，並經

由民主程序形成公意，制定政策或法律7。故言論自由可說是憲法上相當

重要的基本權利，此時即面臨憲法第15條著作人財產權保障與憲法第11
條言論自由基本權是否發生衝突之疑問。 

言論自由是否得加以限制？自世界憲政史之發展以觀，曾有採絕對

不得限制之立場者。惟現今多採相對限制說，我國大法官會議解釋第443
號即認為在符合憲法第23條比例原則下，言論自由基本權得透過法律

（國會立法）加以適當之限制。是以不論在著作權的立法層面或著作權

法條文解釋適用時，應將著作人之財產權益與利用人之言論自由權予以

公平適當的衡量，故為保障著作人之財產權，在符合比例原則，以及透

過正當之程序由國會機關制定法律，得對人民的言論自由權予的適當之

                                                        
6 詳大法官會議解釋第617號。 
7 詳大法官會議解釋第445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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限制。 

三、著作權法與專利法──兼論「著作權平行保護原則」 

兩者同屬智慧財產權法律，然前者著重在文化之創新，後者目的則

在促進產業之發展。就獨占程度而言，著作權法允許非抄襲他人表達但

創作內容偶然一致之「平行著作」，均得受著作權保障，專利法則否，

僅容許存在一個單一的專利，故專利權之獨占性格顯然更強。 
上開平行著作之保護，學理上稱之為「著作權平行保護原則」，例

如近幾年著名的高雄市青年路「懸日」美景，因出現這美麗景象的時間

只有短短幾天，且拍攝的 佳地點、角度亦不多，故在「英雄所見略

同」之下，往往容易出現雷同的照片，惟只要是獨立創作，非抄襲他人

而來，且具有原創性時，內容相同的照片均能取得各自獨立的著作權。 
保護要件方面，著作權法要求須具有原創性，專利要件則為：產業

之利用性、新穎性及進步性8（專利三性）。取得要件方面，著作權於創

作完成即自動產生著作權，專利原則上需向主管機關申請，核准後才能

取得專利權。權利存續期間方面，著作權原則上為終身加五十年，專利

權發明專利為二十年、新型專利為十年、設計專利為十五年9（均自申請

之日起算）。 

四、著作權法與商標法 

著作、專利與文化、產業的「創新」有關，商標法雖亦屬於智慧財

                                                        
8  產業利用性或稱為實用性，係指能供產業之利用價值，於產業上得以實施及利用

者，詳林洲富，專利法案例式，頁123，五南，2010年。新穎性及進步性（進步性要

件相當於美國專利法第103條之「非顯而易見性」，目的在於避免第三人原已享有之

技術實施自由受限制。其具體判斷標準，係以申請日之前（不包括申請日）的技術

水準（先前技術）為基礎，亦即，申請專利範圍所載之發明未構成先前技術的一部

分，則發明符合新穎性要件，申請專利之發明雖與先前技術有差異，但該發明之整

體係該發明所屬技術領域中具有通常知識者依先前技術所能輕易完成時，不具進步

性。詳李素華，新穎性及進步性判斷基礎之先前技術──簡評最高行政法院九八年

度判字第六四四號判決，台灣法學雜誌，第143期，頁143、221，2010年1月，專利

審查基準，2.2、2.3，2004年。 
9 設計專利的保護期間原規定為12年，民國108年11月1日施行的新修正專利法將之延

長為自申請日起15年。 

購書請上：http://www.angle.com.tw/Book.asp?BKID=11921



 

 
 

9 第一篇 著作權基本概念 

產權法，但與創新進步較無關聯，其較偏向於商標權人商業利益、不公

平競爭之防止及消費者利益之保護，故商標所強調者不在於創新程度，

而著重在識別性（即有無區辨自他商品來源的能力）之有無，以及混淆

誤認之防止層面上。 
就權利取得要件方面，商標法與同屬工業財產權之專利法類似，欲

專用商標時，須向主管機關申請核准註冊方取得商標權，著作權則否。 
存續期間方面，商標權之期限為十年，但商標法鼓勵品牌之永續經

營，創造累積品牌價值，故有申請延展制度，每次延展專用期間為十

年，且可不限次數的予以延展，著作、專利基於更強烈公益之考量，認

為創新成果之獨占期間不宜過長，否則將影響公眾的利用，故於法定期

間屆滿即行消滅，並未採行延展制度。 

五、著作權法與營業秘密法 

立法目的方面，營業秘密法在於透過營業秘密保障之手段，達到維

護產業倫理與競爭秩序之目的（營§1），為競爭法之性質。營業秘密取

得保護的要件有三：須為可用於生產銷售或經營之資訊，且非一般涉

及該類資訊之人所習知者；因其秘密性而具有實際或潛在之經濟價

值；已採取合理之保密措施（營§2），故非公開性（秘密性）之維

持，乃取得營業秘密法保障之條件，而營業秘密的保護期限亦端視秘密

性維特之久暫及經濟價值存否而定，並無一定之期限。著作權自著作完

成時起，即自動取得著作權，與是否將著作公開無關，且將著作公開亦

不影響其保護性，至於創作成果能否取得實際或潛在經濟價值，亦非著

作權法關注之處。 
另就保護標的而言，著作權法保護僅及於表達，而未及於表達之思

想、程序、製程、系統、操作方法、概念、原理、發現（§10之1），而

營業秘密法只要可用於生產、銷售經營一切競爭資訊，包括方法、技

術、製程、配方、程式、設計等，均得透過營業秘密法保護之。 

六、著作權法與公平交易法 

公平交易法目的在於維護交易秩序及確保自由、公平之競爭（公平

交易法§1），故原則上「獨占」、「寡占」、「結合」、「聯合」等影

購書請上：http://www.angle.com.tw/Book.asp?BKID=11921



 

 

 
 

10 著作權法案例解析

響市場自由充分競爭之樣態，公平法採取「禁止」、「取締」、「不鼓

勵」之態度。然著作權乃基於鼓勵文化創新而例外賦予著作權人一定期

間獨占之特權，因具有其立法上之正當性，故公平交易法第45條規定：

「依照著作權法、商標法或專利法行使權利之正當行為，不適用本法規

定。」惟若行使著作權有濫用權利等影響自由公平競爭之「不正當行

為」，公平交易法仍得介入管制、處罰10。 

七、擬 答 

本題思考重點在於：第9條（不得為著作權標的）規定中，並無如

商標法第23條第10款、專利法第24條第3款相似之規定，則著作權法是否

應類推或依第1條後段為相同之處理？  
著作權法雖與商標法、專利法同屬智慧財產權法律，然其立法上

仍各有其不同之立論基礎及考量。著作權法特別關注言論自由基本權之

保障，此非商標、專利法所關注之處，就著作權人創作行為而言，若以

「公序良俗」此等不確定法律概念來決定是否要給予著作權，無異以他

人主觀意識或道德偏好恣意戕害創作者之表現自由，將使得創作人之保

障與否陷於不確定，會降低創作意願，與著作權法鼓勵創作之目的有

悖。況就著作權法立法體例觀察，第9條乃規定「下列各款不得為著作權

之標的」與同法第5條第1項「本法所稱著作，『例示』如下……」兩者

比較，第9條並未出現「例示」用語，故應屬列舉而非例示性之規定，是

以著作權法應係立法者有意識的未於第9條將公序良俗條款納入，有意的

與商標法、專利法為相異之處理，自不得引用第1條後段或以類推方式對

著作權之取得擅自加上法律所無之限制11。 

                                                        
10 公平交易委員會99年6月30日第937次會議：「……弘音公司及瑞影公司於MIDI伴唱

產品市場占有率合計超過80%，具有相當之市場力量。二公司於97年9月間經銷商會

議中宣布經銷商不得同時代理、仲介或經銷其他品牌MIDI伴唱產品，否則將終止與

經銷商之合作，並以書面方式發送各經銷商，且同時載明於與區域承包商所簽訂之

契約內……並限制經銷商轉租MIDI伴唱產品之價格，實質上已剝奪區域承包商依照

自身經營環境及競爭策略自由決定與其交易之行為，且易使經銷商之轉租價格趨於

一致，形成市場封鎖效果，削弱品牌內之競爭，有限制MIDI伴唱產品市場競爭之

虞，違反公平法第19條第6款規定……」。 
11  相關議題深入之探討，詳謝銘洋，論色情著作在著作權法上之保護，月旦法學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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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第一篇 著作權基本概念 

律師小叮嚀 
言論自由之限制，可以透過以法官造法來形成？ 

言論自由、表現自由，乃係相當重要的憲法基本人權，其雖並非

完全不得限制，然此屬「國會保留」事項，必須透過立法院制定法律

為之，大法官會議解釋已有多號解釋重申此旨。故政策上縱認有違公

序良俗之創作表現不應給予著作權，亦應透過國會增修第9條之程

序，否則即屬違憲。我國法院實務多年以來，僅透過法院判決（類此

判決存在十數年亦從未被選為判例）逕自認定違反公序良俗條款之作

品無著作權，其是否違反法律保留原則，不言自明。 

歷屆試題 

一、何謂「智慧財產權」？請說明我國之智慧財產權法律體系，並比較不

同智慧財產權間之基本差異（20分） （八十九年檢事官偵查實務組） 

二、試比較我國法上之著作權、商標權及專利權之保護期間差異，並舉例

說明之。（25分）   （九十年檢事官偵查實務組） 

 

 

                                                                                                                                    
誌，第183期，頁93-104，2010年8月；林洲富，色情影片之著作權保護──評析最

高法院88年度台上字第250號刑事判決，月旦財經法雜誌，第22期，頁1-15，2010年

9月；王服清、張國華、許炳華，從憲法觀批判著作權法上援用公序良俗條款之正當

性問題──色情光碟片為探討中心，法令月刊，第57卷第11期，頁98-1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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