輔仁大學法律學院法律服務中心
法律諮詢服務表
申請人姓名

電郵信箱

陳○○

性別 女

○○○○

□網路諮詢

申請日期 104.08.25

連絡電話 ○○○○

▓面談諮詢

案件編號* M104006

身分類別 □校外民眾□本校學生
□本校教職員

案情主要發 民國 104 年
生時間
當事人

關係人

案情涉及當
事人、關係 甲：本人
人及代稱
乙：繪本作者們

Ａ：配合甲研究計畫之幼兒園、小學之教
師

一、甲申獲科技部委託研究與語言障礙兒童相關之研究計畫，研究目的為發展適用於
學前與低年級特定型語言障礙兒童的口語詞彙介入方案，教學內容為利用現場教
案情主要法
律事實

師常使用的乙等所著繪本搭配詞彙直接教學進行。為求研究上的一致性，所以將
乙等所著繪本內容製作成ppt檔，搭配故事錄音以及簡單的動畫播放。播放完故事
後，則由教學者針對繪本內的詞彙進行教學討論活動。
二、該研究對象為合作的幼兒園或是小學，由甲本人或是合作的幼兒園、小學A等教
師擔任教學者，參與人數預計為20名一般發展兒童、以及20-30名語言障礙兒童。

法律諮詢問 想詢問在以上所述研究案的使用範圍內，重製繪本為 ppt 進行教學是否會違反著作權
題
法的相關規定、或是需採取何種措施？
針對本案申請人所主張之法律事實及所諮詢之法律問題，本中心法律諮詢回覆意見如
下，謹請參考：
一、本件涉及《著作權法》之規定
（一）主要法律責任規定
法律諮詢回
覆意見*

1、刑事責任
（1）重製著作罪
第 91 條第 1 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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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刑、拘役，或科或併科新臺幣七十五萬元以下罰金。」
（2）公開上映著作罪、編輯著作罪
第 92 條規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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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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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徒刑、拘役，或科或併科新臺幣七十五萬元以下罰金。」
（3）侵害著作人格權罪
第 93 條第 1 款規定，侵害第 15 條至第 17 條規定之著作人格權者，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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未交待合理使用他人著作出處罪
第 64 條第 1 項規定：依第 44 條至第 47 條、第 48 條之 1 至第 50 條、第 52 條、第
53 條、第 55 條、第 57 條、第 58 條、第 60 條至第 63 條規定利用他人著作
者，應明示其出處；同條第 2 項規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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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外，應以合理之方式為之。違反者，依第
96 條規定，科新臺幣五萬元以下罰金。
2、民事責任
（1）侵害著作財產權之損害賠償責任
第 88 條規定：
「因故意或過失不法侵害他人之著作財產權或製版權者，負損害賠償
責任。」
（第 1 項）
、
「數人共同不法侵害者，連帶負賠償責任。」
（第 2 項）、
「前項損害賠償，被害人得依下列規定擇一請求：一、依民法第二百十六條
之規定請求。但被害人不能證明其損害時，得以其行使權利依通常情形可得
預期之利益，減除被侵害後行使同一權利所得利益之差額，為其所受損害。
二、請求侵害人因侵害行為所得之利益。但侵害人不能證明其成本或必要費
用時，以其侵害行為所得之全部收入，為其所得利益。」（第 3 項）、「依前
項規定，如被害人不易證明其實際損害額，得請求法院依侵害情節，在新臺
幣一萬元以上一百萬元以下酌定賠償額。如損害行為屬故意且情節重大者，
賠償額得增至新臺幣五百萬元。」（第 4 項）
（2）侵害著作人格權之責任
第 85 條規定：「侵害著作人格權者，負損害賠償責任。雖非財產上之損害，被害人
亦得請求賠償相當之金額。」（第 1 項）、「前項侵害，被害人並得請求表示
著作人之姓名或名稱、更正內容或為其他回復名譽之適當處分。」
（第 2 項）
（二）可能主張之合理使用免責事由
1、合理教學而重製
第 46 條第 1 項規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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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合理教學、研究而引用
第 52 條規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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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專為障礙者使用而利用
第 53 條第 1 項規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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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非營利而公開上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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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55 條規定，非以營利為目的，未對觀眾或聽眾直接或間接收取任何費用，且未
對表演人支付報酬者，得於活動中公開口述、公開播送、公開上映或公開演
出他人已公開發表之著作。
二、本件申請人所提事實之分析
（一）當事人行為之基本法律性質
1、甲應屬重製他人著作行為
《著作權法》所稱「重製」，係「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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依建築設計圖或建築模型建造建築物
者，亦屬之。」
（第 3 條第 5 款）。甲將市售乙等所著圖畫繪本掃瞄成圖檔並
置入 PPT，應屬重製他人著作行為，可能涉及第 91 條第 1 項之重製著作罪。
2、甲應屬編輯他人著作行為
甲將市售乙等所著圖畫繪本掃瞄成圖檔並置入 PPT，亦屬編輯他人著作行為，可能
涉及第 92 條之編輯著作罪。
3、甲與 A 等應屬公開上映他人著作行為
《著作權法》所稱「公開上映」，係「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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3 條
第 8 款）；至所稱「公眾」，係「指不特定人或特定之多數人。但家庭及其正
常社交之多數人，不在此限。」（第 3 條第 4 款）
甲或與甲合作研究計畫之Ａ等現場上課教師，在國小或幼兒園內，對 20 名一般發
展兒童、以及 20-30 名語言障礙兒童等特定多數人播放影片，可能涉及第 92
條之公開上映他人著作罪。
（二）甲等得否主張合理使用之免責事由
1、合理教學而重製
甲與Ａ等如均係依法設立之各級學校內擔任教學之人，依第 46 條第 1 項規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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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合理教學、研究而引用
甲與Ａ等如係為教學、研究或其他正當目的之必要，依第 52 條規定，在合理範圍
內，得引用已公開發表之著作。
3、專為障礙者使用而利用
因甲與Ａ等之教學對象，尚包括 20 名一般發展兒童，甲將乙等所著圖畫繪本掃瞄
成圖檔並置入 PPT 之行為，不符合第 53 條第 1 項之規定。
4、非營利而公開上映
甲或與甲合作研究計畫之Ａ等現場上課教師，在國小或幼兒園內，對 20 名一般發
展兒童、以及 20-30 名語言障礙兒童等特定多數人播放 PPT 之行為，如未對
學習者直接或間接收取任何費用，或對教學者支付報酬者，得依第 55 條公
開上映他人著作。不過本件，因甲係受科技部委託，可能領有報酬；而合作
計畫之國小或幼兒園等現場教學的Ａ等教師，亦領有學校之薪資，因此，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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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Ａ等得否主張本項免責事由，尚存有爭議。
（三）評析
綜上所述，甲與Ａ等可能可以主張之合理使用而免責事由，主要係「合理教學而重
製」
（第 46 條第 1 項）與「合理教學而引用」
（第 52 條）
。至於是否符合「合
理使用」
，第 55 條第 2 項則規定應審酌一切情狀，尤應注意下列事項，以為
判斷之基準：1、利用之目的及性質，包括係為商業目的或非營利教育目的。
2、著作之性質。3、所利用之質量及其在整個著作所占之比例。4、利用結
果對著作潛在市場與現在價值之影響。
（四）建議
甲與 A 等是否確實得主張「合理教學而重製」
（第 46 條第 1 項）與「合理教學而引
用」（第 52 條），因涉及具體事實之認定與查證，本中心無法置評。
倘若其行為得主張前開免責事由，亦請申請人注意不得將供教學使用之 PPT 散布、
供人複製、下載或使用於其他用途（例如於研討會發表）。再者，申請人於
PPT 中亦須依第 64 條交待合理使用他人著作出處，否則恐被依第 96 條規定，
科新臺幣五萬元以下罰金。
最後，建議申請人仍以取得著作權人同意為宜。如果重製之 PPT 不致對繪本產
生市場替代的效果，較易取得著作權人之無償授權使用，更能靈活使用於教
學或其他授權事項。
備註：
一、為保障申請人及關係人個人資料安全，本中心悉依個人資料保護法辦理法律諮詢服務作業。申請
人填寫本表時，請詳閱《輔仁大學法律學院法律服務中心法律諮詢服務作業說明》
。
二、標記「*」號欄位，係由本中心填寫。
三、本中心法律諮詢服務之內容係由申請人提出與主張，本中心不負查證及擔保責任。
四、本中心法律諮詢回覆意見，係公益性無償針對申請人所提法律問題提出諮詢性回答，僅單純提供
申請人個人參考，不得用作訴訟或其他用途；申請人亦不得以本諮詢服務有瑕疵為由向本中心主
張任何法律責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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