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此文件節錄自《十二年國教課綱國民中學標準本位評量示例彙編：社會領域公民與社會》， 

國立臺灣師範大學心理與教育測驗研究發展中心(2020)，35 至 49 頁。 

智慧是財產？
 

(一) 示例使用說明 

十二年國民基本教育社會領域課程綱要對應說明 

學
習
重
點 

學習 
表現 

問題一 
公 1a-Ⅳ-1  
理解公民知識的核心概念。 

社會領域 
核心素養 
具體內涵 

社-J-A2 
察覺人類生
活 相 關 議
題，進而分析
判 斷 及 反
思，並嘗試改
善或解決問
題。 

問題二 
社 1b-Ⅳ-1  
應用社會領域內容知識解析
生活經驗或社會現象。 

問題三 
公 1c-Ⅳ-1  
運用公民知識，提出自己對公
共議題的見解。 

學習 
內容 

問題一 
問題二 
問題三 

公 Bj-Ⅳ-4  

智慧財產權為什麼需要保
障？日常生活中，如何合理使
用他人的著作？侵害著作權
須負的法律責任有哪些？ 

評量工具規劃說明 

主題 
社會生活的 
組織及制度 

次主題 法律與生活 
適用 
等級 

■A ■B ■C ■D ■E 

適用 
時機 

□前置評量   ■隨堂學習單   ■課後作業  □實作評量    
□小考       □定期考(段考) 

採用 
題型 

□單題 
■題組 

■配合題    □選擇題     ■簡答(填充)題   
■論述題    □繪圖題     □其他：_____________ 

評量 
設計 
理念 
及 
運用 
說明 

經由擇例探討《著作權法》之合理使用條件，促進學生反思日常生

活中使用他人著作時應留意的面向。期待學生可藉由此評量，增進

對於著作權的認識，並願意維護著作權人之利益。 

本評量工具採用隨堂學習單和課後作業之混合設計，學生可於課堂

聽講並填寫學習單（問題一），課後利用所學知識完成作業的生活

實例題（問題二、三），遂行將知識從認識到應用的認知歷程。 

教學 
及 
評量 
省思 

本評量工具旨在幫助學生了解《著作權法》相關概念，並針對社會
常見之侵害著作權情形提出判斷與見解，以及培養學生查找、閱讀

法條之法律素養。從施測結果發現，多數學生已能認識到擅自重製
或散布商業影音涉及侵權行為，惟仍有部分學生認為只要不作營利
目的使用，擅自重製或散布他人著作應當屬於合理使用範圍。建議
教師在教學時，可針對合理使用他人著作之案例與主張多加探討，
以提問引導替代價值觀念灌輸，藉此協助學生踐行價值澄清。 

                                                      
 此示例由國立臺灣師範大學心理與教育測驗研究發展中心熊雲偉研究員主筆設計研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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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評量工具設計 

請依序完成問題一至問題三： 

 問題一 ： 

以下是簡介「智慧財產權」的文章，共有三個段落，請從文章段落後所附的

填充字表中選擇適當的字詞填入文章對應的【空格】內，使敘述通順且正確。      

  符號表示建議檢索附件的《著作權法》法規。 

＝＝＝＝＝＝＝＝＝＝＝＝＝＝＝＝＝＝＝＝＝＝＝＝＝＝＝＝＝＝＝ 

 智慧財產權為何需要保障？    ▐ 
  人類智慧的產物是引領世界在思維與物質文明方面進步的重要力量，對於人們思想的創作成果

必須給予保障，以維護人們付出心力所完成的文化資產利益。而【智慧財產權 1】即是透過法律來

保護人們對自己所創作的有形或無形成果之【 權     2】，藉此鼓勵更多人投入創作。我國目前

關於智慧財產權相關法律主要有：《著作權法》、《商標法》、《專利法》。其立法目的如下表。 

法律名稱 立法目的 

【著作  權  
３】 

為保障著作權人的著作權益，及調和社會公共利益，以促進國家文化

的發展。 

【   標 法４】 
為保障商標權、證明標章權、團體標章權、團體商標權及消費者利益，

維護市場公平競爭，以促進工商企業的正常發展。 

【  專利 法 5】 為鼓勵、保護、利用發明、新型及設計之創作，以促進產業的發展。 

 

填充字表 

著作權法 權利 權力 智慧財產權 專利法 商標法 
  

 

 侵害他人著作權的常見類型與法律責任    ▐ 

  一般口語常說的「抄襲」，在《著作權法》是指他人對於原著作的「重製」或「改作」。此外，

並未得到著作權人同意，就把著作提供給他人使用，例如「散布」、「公開播送」行為。這樣的行為

都會對原著作權人的權利造成侵害，因此，侵權的人對要對著作權人負擔【   民事  6】及(或)

【 刑事  7】責任（ 第 85、91 條）。以下是常見的違反著作權法情形，要特別小心，避免觸法喔！ 

第 3 條 

行為類型 行為定義 舉例 

【 重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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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熊看到一本雜誌內的圖片很適合當手機

桌布，就拿出手機來翻拍。 

【 改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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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雲在外國網站上看到一個影片，覺得有

趣，但未經作者同意就把影片翻譯成中文。 

【 散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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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老趙把在網路上蒐集到的數百本漫畫，上傳

到網路相簿，讓漫畫迷可免費下載。 
 

填充字表 

民事 散布 刑事 改作 重製 行政 盜版 翻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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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理使用他人著作權的判斷基準    ▐ 

  在保護著作權人的同時，由於現代社會進步需倚賴許多創新知識，並秉持鼓勵廣大民眾

獲取新知等觀點，於是立法者特別在《著作權法》訂定【 合理使用  11】他人著作的條件，

以增進資訊的流通，而部分限制了著作權人的權利。不過，在主張時應留意以下四點作為 

判斷基準： 

⓵、著作是要被用於什麼目的及性質，是商業目的或是非營利教育目的？ 

⓶、被使用的著作是屬於什麼性質？是學術著作、商業著作或是一般著作？ 

⓷、著作被使用的內容和比例（篇幅），是不是著作中的精華部份？ 

  及使用的部分占整份著作的比例有多少？ 

⓸、著作一旦被使用後，它在經濟市場的價值會不會受到影響？ 

    著作本身的重要性會不會降低？ 

    著作被使用後，還有人會願意花錢購買它嗎？ 

  值得一提的是，並不一定要完全符合上述四點才能主張合理使用，其次是，對於合理使

用的判斷目前沒有一致的客觀準則，必須視著作使用的個案情形來判斷。正因如此，在網路

媒體盛行之際也衍伸出許多爭議。 
  

填充字表 

二次創作 合理使用 無償使用 任意使用 

 

 

＝＝＝＝＝＝＝＝＝＝＝＝＝＝＝＝＝＝＝＝＝＝＝＝＝＝＝＝＝＝＝＝＝＝ 

 問題二 ： 

假如你在課堂報告中需要使用一份網路資料，你要如何才能合理的使用

這份資料，請舉出二項具體的作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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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問題三 ： 

  熊熊寶貝把唱片公司發行的多首流行歌曲，每首歌串接起來成約一小時的音樂影片，並後製

歌詞字幕，再上傳到自己的網站，讓網友練習歌唱，如附圖。唱片公司對此很不滿，以熊熊寶貝

違反著作權法為由，向法院提告，但熊熊寶貝宣稱自己是「合理使用」他人音樂，並不違法。 

 

請針對上述爭議案件，運用《著作權法》相關知識完成下表的表格判斷。

依序由⓵到⓹分別判斷此案件是屬於什麼類型或情況，並說明令你如此判斷

的依據或理由，最後指出熊熊寶貝的主張是否合理？ 

判斷基準 類型或情況（請打勾☑） 你的判斷依據或理由 

⓵、著作被利用的 
  用途？ 

□ 商業目的     
□ 非營利目的 

 

⓶、被使用的著作 
 是什麼性質？ 

□ 學術性著作   
□ 商業性著作 
□ 一般性著作  

 

⓷、著作被使用的 
  內容和比例？ 

1. 是否使用精華部份？ 
   □ 是 □ 不是 
2. 使用的比例有多少？ 
   □ 使用小於 ¼ 
   □ 使用大於 ½ 
   □ 使用全部 

 

⓸、著作被使用後，對 
著作在消費市場
價值的影響？  

□ 著作的價值提高 
□ 著作的價值減少 
□ 著作的價值不變 

 

⓹、綜合以上，你認為熊熊寶貝的「合理使用」主張是否合理？ 

□ 合理 

□ 不合理 

因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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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著作權法》法規節錄     ………：表示法規文字經省略 

第 1 條 
 
為保障著作人著作權益，調和社會公共利益，促進國家文化發展，特制定

本法。本法未規定者，適用其他法律之規定。 

第 3 條  本法用詞，定義如下： 

一、著作：指屬於文學、科學、藝術或其他學術範圍之創作。 

二、著作人：指創作著作之人。 

三、著作權：指因著作完成所生之著作人格權及著作財產權。 

四、公眾：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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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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依建築設計圖或建築模型建造建築

物者，亦屬之。 

六、公開口述：指以言詞或其他方法向公眾傳達著作內容。 

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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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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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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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九、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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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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十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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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十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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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十三、公開展示：指向公眾展示著作內容。 

十四、發行：指權利人散布能滿足公眾合理需要之重製物。 

十五、公開發表：指權利人以發行、播送、上映、口述、演出、展示或其他

方法向公眾公開提示著作內容。 

……… 

第 85 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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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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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1 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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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意圖銷售或出租而擅自以重製之方法侵害他人之著作財產權者，處六月以上

五年以下有期徒刑，得併科新臺幣二十萬元以上二百萬元以下罰金。 

以重製於光碟之方法犯前項之罪者，處六月以上五年以下有期徒刑，得併科

新臺幣五十萬元以上五百萬元以下罰金。 

著作僅供個人參考或合理使用者，不構成著作權侵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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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評量標準與評分指引對應表 

評量

標準 
主題 

社會生活的 

組織及制度 
次主題 法律與生活 

等級 表現描述 評分指引 

A 

能應用民法、刑法及行政法規

的相關概念與規定處理問題。 

1. 在問題一的空格中，能正確填寫多

於 9處。 

2. 在問題二中，能舉出兩項正確運用

他人著作的具體作法。 

3. 在問題三中，能運用《著作權法》

對於合理使用他人著作概念，針對

社會實例提出解析與說明。 

B 

能理解民法、刑法及行政法規

的相關概念與規定。 

1. 在問題一的空格中，能正確填寫多

於 9個答案。 

2. 在問題二中，能舉出兩項正確運用

他人著作的具體作法。 

C 
能認識民法、刑法及行政法規

的相關概念與規定。 

在問題一的空格中，能正確填寫多於

9處。 

D 

能部分認識民法、刑法及行政

法規的相關概念與規定。 

在問題一的空格中，能正確填寫多於

6處，但少於 9處。 

E 未達Ｄ等級。 

在問題一的空格中，能正確填寫少於

6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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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參考答案 

 問題一 ： 

1. 智慧財產權 4. 商標法 7.  刑事 10. 散布 註： 

6-7.答案順序

可調換 

2. 權利 5. 專利法 8.  重製 11. 合理使用 

3. 著作權法 6.  民事 9.  改作  

 

 問題二 ：注意事項與具體作法，舉例如下： 

(1) 使用之前必須聯繫作者，並告知作者使用著作的用途、使用內容範圍

以及會不會改動著作內容。須取得作者同意後再使用。溝通過程如果

能夠留下書面或電子紀錄更佳，可作為獲得著作授權的佐證。 

(2) 如果無法聯繫到作者，則必須在使用資料時清楚說明來源與作者資訊，

避免讓讀者誤會他人的資料是自己的。 
 

 問題三 ：部分欄位無標準答案，以下為參考答案，教師須視學生作答的依據或 

      理由與類型勾選之對應是否適當，以及最終「合理使用」之分析是否 

      合理而定。 

判斷基準 類型 你的判斷依據或理由 

⓵、著作被利用的 
  用途？ 
（本欄位有標準答案） 

■ 商業目的     熊熊寶貝有因為影片的點擊率間接獲得廣告
收益，而有商業目的之可能性。 

□ 非營利目的  

⓶、被使用的著作 

  屬於什麼性質？ 
（本欄位有標準答案） 

□ 學術性著作   
■ 商業性著作 
□ 一般性著作  

熊熊寶貝使用的音樂著作為商業出版音樂，
屬於商業性著作。 

⓷、著作被使用 
    的質和量？ 
（本欄位有標準答案） 

1. 是否使用精華部份？ 
   ■ 是 □ 不是 

熊熊寶貝將「整首」歌曲剪接成合集，由於
使用整首歌，必定會使用到歌曲的精華部份。 

2. 使用的比例有多少？ 
   □ 使用小於¼ 
   □ 使用大於½ 
   ■ 使用全部 

⓸、著作被使用後，

在消費市場的

價值？  
（本欄位為參考答案） 

■ 著作的價值提高 許多人可能原本沒興趣，但可能因為聽完後
覺得有趣而購買，或在網路上熱烈討論，使
著作在消費市場的價值提高。 

■ 著作的價值減少 原本想要購買的人可能因為聽完後不喜歡或
是直接在網路上聽而不購買，使著作在消費
市場的價值減少。 

□ 著作的價值不變  

⓹、綜合以上整體而言，你認為熊熊寶貝主張「合理使用」是否合理？ 

□ 合理 

■ 不合理  
因為：熊熊寶貝有安排曲目和剪輯行為，涉及重製與改作，雖有另外打上  
   字幕，但恐難以認為具有原創性而不屬於「創作」。此外熊熊寶貝 
   使用的是商業性著作，並使用了整首歌曲，必定會包括歌曲的精華 
   部分。由於商業性著作以營利為主，若認定過於寬鬆將對著作權人 
   的財產權利造成侵害，應採用嚴格的標準審視。在欠缺原創性下， 
   對於使用他人著作進行重製與改作，卻主張合理使用並不合理。 



                                           

此文件節錄自《十二年國教課綱國民中學標準本位評量示例彙編：社會領域公民與社會》， 

國立臺灣師範大學心理與教育測驗研究發展中心(2020)，35 至 49 頁。 

 

■紙筆測驗型 □探究實作型 □A □B ■C □D □E 等級 示例 

樣卷編號：Ｃ-1 

樣卷圖檔：（節錄） 

 問題一  

 
 

 

 
 

 

 
 



                                           

此文件節錄自《十二年國教課綱國民中學標準本位評量示例彙編：社會領域公民與社會》， 

國立臺灣師範大學心理與教育測驗研究發展中心(2020)，35 至 49 頁。 

 

■紙筆測驗型 □探究實作型 □A □B ■C □D □E 等級 示例 

樣卷編號：Ｃ-1（續） 

樣卷圖檔：（節錄） 

 問題二  

 

 問題三  

 

樣卷說明： 

➢ 問題一：學生能正確填寫多於 9處，但第 8格填答有誤。 

➢ 問題二：學生未能在尊重他人著作權之條件下，舉出合理使用的具體作法。 

➢ 問題三：學生在⓵、⓶說明有誤。該生將題目的「被使用的著作」，誤解為 

    擅自重製或改作之著作。且針對⓸的判斷說明略顯離題。 

➢ 依據本題評分指引，該生的表現雖無法符合Ｂ等級之表現描述，但已可達到

Ｃ等級之表現描述，宜評定其表現為Ｃ等級。 

➢ 質性回饋：學生已能認識我國著作權法的相關概念與規定，但需要再強化對 

     著作權法的相關概念與規定之瞭解，例如個人在使用他人著作時 

     應注意的事項。 

 

 



                                           

此文件節錄自《十二年國教課綱國民中學標準本位評量示例彙編：社會領域公民與社會》， 

國立臺灣師範大學心理與教育測驗研究發展中心(2020)，35 至 49 頁。 

 

 

【版權宣告】 

  歡迎各界在非營利目的之條件下使用，惟請勿隨意拼裝資料，導致他人誤解。 

  採用前，請先以書面通知國立臺灣師範大學心理與教育測驗研究發展中心， 

  並於使用時註明出處。如需引用本著作內容，建議引註格式為： 

 國立臺灣師範大學心理與教育測驗研究發展中心(2020)。十二年國教課綱 

 國民中學標準本位評量示例彙編：社會領域公民與社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