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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緒論  

1.1 研究動機 

  近年來隨著科技的快速發展，許多人藉由網際網路的知識傳播， 

增加音樂著作的散佈空間。由於台灣上網人口的增加，網路盜版有逐

漸成長的趨勢。有鑑於此，為了保障已出版的音樂，並宣導拒絕購買

盜版侵權的光碟，或是一些免費取得的交換軟體(例如：Napster)，沒有

經過出版人的同意，任意交換或下載，都有可能侵犯到音樂著作的相

關權法。 

Napster公司成立於 1999 年 9月，依國際唱片交流基金會(IFPI)估

計，1999 年從網上被下載的歌曲每日有 300萬首，多數未經原唱歌手

同意。為了阻止非法下載並保障業者的權益，1999 年 12月美國錄音工

業協會(Recording Industry Association of America, RIAA)代表 16家唱片

公司對 Napster提出告訴，罪名是「協助和代理侵犯著作權」，並於 2000

年 6月 12日請求法院對 Napster發出強制令，要求其將 RIAA所屬歌

曲在其網站上全數刪除。 

  2000 年 7月 3日 Napster在法庭提出抗辯，控告美國錄音工業協會

為維持其在價值 390 億美元的全球音樂產業中的主導地位而打壓該公

司的歌曲交換程式 Napster。Napster的律師波伊(David Boies)同時也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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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表司法部控告微軟反托拉斯案的主辯律師，他主張 Napster只是一家

網路服務供應商(ISP)，無須對消費者的行為負責。此外，Napster也否

認其軟體促使消費者違法，並認為其軟體用戶間一對一、非商業使用

的檔案共享，並不違反 1992 年的美國「家庭錄音法」(American Home 

Recording Act)。波伊認為這個案子與司法部微軟案間有部分原則是相

通的，「例如，一家居主導位置的公司或協會，能否利用其權力去打壓

或阻礙一項新科技、消費者是否會因為接觸到新科技而獲利，以及消

費者是否有權作選擇等」。RIAA 當然無法接受這種說法，其律師謝曼

(Cary Sherman)表示，不論軟體使用者之間的一對一檔案交換是否違

法，Napster無法迴避消費者會利用其程式從可商業交易的可能性。 

  針對此案的爭議，美國司法部所屬的「著作權事務處」(Copyright 

Office)向舊金山聯邦上訴法庭呈遞的摘要 2中，引用「家庭錄音法」中

第 1008條文表示，原法案文字僅在非商業營利的『家庭錄音』行為才

適用，Napster確實已造成侵權行為。針對此摘要，Napster的律師波伊

表示：「美國政府忽略了一個先前的判例，例如 Betamax(新力公司的錄

影機)的案子，如果消費者錄下節目只為了個人觀賞用途，那麼製造錄

影、錄音器材的公司並沒有侵犯智慧財產權」。他並以會員在下載音樂

時並未從中謀利為由，主張在網路上免費下載音樂是合法的。如果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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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能侵犯智慧財產權為由，限制新科技的發明與使用，社會經濟與文

化的發展都將謀受其害。時至今日，沒有人會主張錄影機可能會侵犯

到智慧財產權而要求限制其製造與使用。 

  2000 年 7月 27日舊金山地方法院法官帕特爾(Marilyn Patel)法官

下令，自 28日午夜起停止讓網友下載或交換有著作權保護的音樂。消

息傳出後，世界各地 MP3 使用者大為驚恐，網友瘋狂擠上 Napster 網

站下載MP3音樂，流量暴增 92%，使用戶從原來的 44.3萬人，暴增為

84.91萬人，造成網路大塞車。Napster要求其支持者參與為期兩天的抵

制購買 CD 活動，以展現樂迷的實際力量，並讓 NIAA 體認到樂迷對

資訊自由化的期昐。然而，就在法令生效前，美國聯邦第九巡迴上訴

法院兩位法官忽然推翻帕特爾的判決，改判 Napster緩刑，准其暫時保

留線上提供網友交換音樂的服務。如此一來，更增加了關於 Napster是

否能繼續經營的爭議。 

  從早期錄音帶拷貝開始，到網路興起後透過 BBS、WWW 網站、

光碟燒錄機普及、MP3 檔私下交換，音樂盜版早就已經普遍存在社會

中。然而，這些盜版行為都還有著實質的節制，僅限於少數私人間的

交換行為；直到 Napster 出現，才產生一個公開場域，讓網友相當輕易

地搜尋與下載有版權的音樂檔案，這當然會引起不少爭議。因為新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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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技發明，造成溝通行為模式的改變，才讓 Napster現象成為一個複雜

的議題。然而，問題核心並不在 Napster，除去 Napster 並沒辦法杜絕

盜版的行為，只是讓其他更無法限制軟體更加普及 (瞿本瑞，2000 年)。 

  由於網路發達快捷且無地域的限制，因而衍生出許多問題，例如：

詞曲著作、錄音著作之侵害等等。時至今日，音樂的產生型態、所依

附之媒介、傳播工具等，都有所不同，侵害音樂著作的情況，也更推

陳出新。網路使用者利用網路便利而大肆重製、下載、傳輸及播放MP3

歌曲，未取得相關之音樂著作財產權及版權的所有人授權，使音樂著

作的保護受到艱難挑戰。 

  幸而，有了音樂著作相關權法來保護著作人，加上影音數位的便

利性，兩者相結合後，透過數位資訊快速傳遞的特質，使人們更快瞭

解音樂著作相關權法。利用影音數位媒體的動態方式，來宣導其概念，

將不受時間與空間的限制，讓閱讀者藉由數位媒介產生互動，不僅能

加深讀者的印象，也能更進一步瞭解音樂著作相關權法的重要性。  

  將音樂著作相關權法電子化，並利用宣導多媒體光碟來保護音樂

著作財產權人的作品，主要目的是減輕和避免不肖人士重製、散佈而

喪失音樂創作所能獲取之利益。不僅喪失商機，也會造成創作人失去

創作動力，對唱片界及樂迷們而言是極大損失。現今音樂著作相關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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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已漸漸受到大家的重視，欲維持創作人的信心，不再購買或使用盜

版音樂，認識音樂著作相關權法是必然之趨勢。 

台灣的 IFPI分會在 2007 年所發表的〈台灣唱片業近年的發展〉報

告中表示，近年來因為唱片盜版問題依舊遲遲不能解決，加上經濟環

境不景氣之劇烈變化。 

從表 1.1中，可以看到台灣的唱片業年年呈現負成長的趨勢，到了

2006 年，其總銷售金額甚至不到 1997 年的五分之一，所以台灣的唱片

產業正面臨著危急存亡的關頭。 

表 1.1實體正版唱片銷售量 

年度 正版銷售 年成長率 

 
銷售金額 

(新台幣百萬﹚ 

銷售數量 

(百萬) 

銷售數量 銷售金額 

1997 12,332.3  47.6 1% 8% 
1998 10,688.0  39.6 -17% -13% 
1999 9,886.7  35.1 -12% -7% 
2000 7,493.7  26.8 -24% -24%
2001 5,775.7  18.3 -23% -32%
2002 4,977.7 17.0 -14% -7%
2003 4,487.1 15.3 -10% -10%
2004 4,455.1 15.0 -2% -1% 
2005 3,208.7 10.9 -28% -28%
2006 2,126.6 7.0 -36% -34%

資料來源： IFP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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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研究目的 

  基於上述動機，本研究目的的具體說明如下： 

1、台灣曾經被列入盜版很嚴重的國家，藉由生動活潑的視覺效果，具 

   體表現出音樂著作相關權法的意義與精神，有助於使用者了解音樂 

   著作之相關法規。 

2、透過多媒體動畫的宣導方式，可以改善傳統呆板的教學方式，提供

有趣的學習空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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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研究流程 

 
 
 
 
 
 
 
 
 
 
 
 
 
 
 
 
 
 
 
 

圖 1.1 研究流程圖 

  由圖 1.1可明白研究所有流程，首先擬定研究主題，確認使用的相

關編輯平台，建立研究範圍目的後，接著蒐集相關文獻、蒐集相關法

規條文等等，再決定作品內容架構，並開始繪製相關之動畫、圖片，

製作可應用之數位圖檔及製作自行設計之作品，接下來進行系統測試

執行如有缺失即回頭修改，測試結果順利則開始撰寫研究報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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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統測試與執行： 

本作品完成後，在測試期間，發現所使用的電腦須支援多種多媒

體格式，並能提供高度的融合性及硬體設備，測試過程使用較老舊的

硬體設備，如：緩衝記憶體不足使在播放影音部份有延遲的現象，造

成影音與視訊流暢度不夠。本研究已完成，於最低硬體需求限制的電

腦進行測試，以檢視系統的流暢度、連結正常與否以及搭配背景音樂

是否流暢等，從而找出問題並加以修改。 

 
 
 
 
 
 
 
 
 
 
 
 
 
 
 
 
 
 
 



9 

第二章  文獻探討  
2.1著作權 

2.1.1著作權的概念 

  著作權是對於著作的權利。其中最核心而具有經濟價值者當推重

製權。著作權的英文 copyright(指拷貝權 right to copy)即指明此一權利。 

  由於科技及文明的演進，著作權的種類及內容不斷擴大。我國所

說的著作權包括著作財產權(重製權屬之)及著作人格權。著作權(財產

權)的期間是著作人個人的生存期間另加五十年。 

  著作權表面上似在保護著作，實質上在保護表達。換言之，著作

權不保護著作內單純的事實、點子、觀念、程序等實質的內容，只保

護表達的形式。著作權的取得方式非常單純，著作人於著作完成時即

取得，不需申請、登記、存放等官方程序 (趙晉枚，2005 年)。 

2.1.2著作權的內容 

    (一)著作人格權 

1、公開發表權 

   公開發表，是指權利人以發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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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著作權法第三條第一項第十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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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款)。依著作權法第十五條的規定，著作人就其著作享有公開發表之 

   權利。 

2、姓名表示權 

  著作人於著作之原件或其重製物上或於著作公開發表時，有表示其 

   本名、別名或不具名之權利(著作權法第十六條第一項前段)，但是 

   公務員如果其因職務上或受聘而完成著作，且依著作權法的規定， 

   其著作財產權歸該公務員所屬的法人享有，則該公務員即不享有姓 

   名表示權(著作權法第十六條第二項)。 

3、禁止變更權 

   著作人享有禁止他人以歪曲、割裂、竄改或其他方法改變其著作之 

   內容、形式或名目致損害其名譽之權利。如果報社或雜誌對於投稿 

   的內容加以修飾，或者刪減其部分內容以符合篇幅的需要等，通常 

   並不會達到「致損害名譽」的程度。 

(二)著作財產權 

  著作財產權就是一個創作物具有財產價值的部分，創作人得依其

需求享有其著作的以下財產權。 

1、重製權：著作人對自己創作的著作，享有重製的權利，這是著作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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產權裡非常重要的一個權利，這個權利稱為重製權。由於著作人享 

   有重製權，所以任何人要重製別人的著作，都要經過作者的同意。 

2、公開口述權：用言詞或其他方法向公眾傳達著作內容的行為，只有 

   語文著作的著作人才享有，因為只有語文著作才能利用語言加以口 

   述。 

3、公開播送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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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法，藉聲音或影像，向公眾傳達 

   著作內容。 

4、公開上映權：以單一或多數視聽機或其他傳送影像之方法，向現場 

   或現場以外一定場所之公眾傳達著作內容，只有視聽著作有之。 

5、公開演出權：是指以演技、舞蹈、歌唱、彈奏樂器或其他方法向現 

   場之公眾傳達其著作內容的權利，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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公開展示權：是指向公眾展示著作內容的權利。 

7、改作權：將原已存在的著作，予以翻譯、改寫、編曲、拍攝影片或 

   者用其他的方法另為創作，而作出新的著作。 

8、編輯權：採集資料，再加以選擇編排成為一種特定具體的形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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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出租權：是指將著作物原件或重製物給他人使用而收取租金的權 

   利 (謝銘洋，2005 年)。 

2.1.3著作受保護的要件 

  著作權法所保護的「著作」，係指「屬於文學、科學、藝術或其他

學術範圍之創作」(著作權法第三條第一項第一款)。惟何謂「創作」，

我國著作權法並未具體加以規定，依國內外學說與實務上的見解，「創

作」必須具有幾項特徵： 

一、原創性 

  係指由作者自行創作而未抄襲或複製他人的著作，如果未抄襲他

人著作，而創作的結果恰巧與他人的著作雷同，仍不喪失原創性。 

二、必須是人類精神上之創作 

  如果不是由人類所創作，而是由電腦的人工智慧所為，或是由動

物自主性所為者，均無法成為受著作權法保護的客體。 

三、必須具有一定之表現形式 

  必須所創作的結果要能夠為人類感官所能感受得到知其內容者，

才能夠受到保護，因此如果只是單純之想法或觀念而未被表達出來，

並無法受到保護。 

四、必須足以表現出作者的個別性或獨特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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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雖然是人類精神上的表現，但是如果未能達到足以表現作者的個

別性或獨特性，例如只是固定格式的商業書信或書狀，或單純依日期

或案號排列之判決集，由於欠缺創作性，並無以著作權法加以保護之

必要，以免使著作權法的保護範圍過於浮濫 (謝銘洋，2005 年)。 

2.1.4著作的種類 

著作權法保護的著作很多，著作權法大致把它分為十類，就是語文著

作、音樂著作、戲劇舞蹈著作、美術著作、攝影著作、圖形著作、視

聽著作、錄音著作、建築著作、電腦程式著作，這些著作都受到著作

權法的保護而享有著作權 (謝銘洋，2005 年)。 

2.2音樂著作概論 

2.2.1音樂著作之定義 

  音樂著作乃是將思想或感情以旋律表現之著作，亦可以歌曲與歌

詞結合之形態出現，交響曲、進行曲、合唱曲、舞曲、弦樂曲、爵士

樂、音樂劇等均屬音樂著作。 

  音樂創作雖固著於樂譜之方式呈現為常態，但以非固著形式存在

的即興演奏表現，只要具備著作權法上之原創性要求，亦符合著作之

保護要件，瞬間之即興創作，而缺乏著作之固著性及有時欠缺反復之

可能性，但因其乃為可具體感知之樂曲，而我國著作權法又不以固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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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及永續性為著作保護要件，故即興曲如有原創性仍為音樂著作 (呂榮

海、陳嘉駿、蘇盈貴，1992 年)。 

2.2.2 音樂著作之範圍與種類 

  音樂著作包括曲譜、歌詞及其他之音樂著作，依著作權法第五條

規定，屬於十大例示著作之一，其與語文著作、戲劇、舞蹈著作、視

聽著作、錄音著作等，有相當關係存在，但依法其屬於獨立之著作類

型。 

  由於音樂著作有時包含歌詞，而歌詞如原是由詩詞而成，則與語

文著作有關。又如戲劇、舞蹈著作，包括舞蹈、默劇、歌劇、話劇及

其他之戲劇、舞蹈著作，其中亦可能包含音樂。至於視聽著作，包括

電影、錄影、影碟、電腦螢幕上顯示之影像及其他藉機械或設備表現

系列影像，不論有無附隨聲音只要是能附著於任何媒介物上即屬視聽

著作，視聽著作附隨聲音時，則亦可能包含音樂。音樂著作如藉機械

或設備表現系列聲音而能附著於任何媒介物上，則衍生錄音著作 (陳建

基，2006 年)。 

2.2.3 音樂著作之保護 

  著作權之保護，起源於平面媒體之創作保護，隨著傳播媒體之發

展與進步，使現代音樂電子化及數位化後之音樂著作保護及授權所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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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的問題，深受國內外著作權團體與人士及政府之關注。例如：音樂

著作強制授權錄製成錄音著作、法定授權、音樂出版業如何保護音樂

著作、國際間如何為音樂著作的授權、錄製權、同步錄音權、暫時性

錄製、改編、翻譯權、聘雇著作、著作權之保留、音樂授權的仲介制

度、權利人資料庫之建立、歌曲資料庫之建立、團體管理、集中授權、

統一分配等，均屬於值得國內研究之問題 (陳建基，2006 年)。 

2.3 互動式電腦多媒體 

2.3.1 多媒體的定義與特點 

  在瞭解多媒體之前，首先去掉『多』字，先來瞭解『媒體』是什

麼？媒體是一種傳達資訊與意念的工具，根據媒體傳達內容方式的不

同，可以分為文字、圖片、影像、聲音、動畫以及影片等多種資訊媒

體的綜合表現和傳播方式。而各媒體之間可以彼此相互結合應用，最

後就會出現整合的各種媒體的表現方式，稱為多媒體。將多媒體技術

應用於教學，可使教學更具有直觀、交互、集成、可控制及可編輯性

等特點 (洪燕竹，2006 年)。 

  若將這些多媒體技術結合，透過多媒體教學，可提供不同的溝通

管道，使學習者獲取最佳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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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2 互動式的定義 

    互動具有立即性、非線性、回饋性、多樣性、雙向性、間斷性等

六種特性，至於互動的程度由低至高亦有不同，若以互動的程度作為

評估標準，則媒體的互動性又可分為三種︰反應式互動、內發式互動

及相互式互動。 

1、反應式互動(Reactive Interaction)：反應式互動是指對刺激所引起的 

  反應，例如鍵入答案以回答問題，或按空白鍵以觀看電腦的下一個 

  畫面。此種活動呈現地只是簡單的「反應」狀態，純屬於低層次的 

  認知活動，而獲致之知識亦只是被動灌入而非由學習者親自體驗， 

  主動建構而成，因此對於該項知識的真正意義也無法完全體會。 

2、內發式互動(Proactive Interaction)：內發式互動強調學習者是主角與 

  反應式互動相反，而教師(或媒體)是協助者，學習者所得到的知識 

  是親自歸納、組織而成。例如益智遊戲俄羅斯方塊，學習者在遊  

   戲的進行中可以逐漸歸納出遊戲的要訣，進而習得方塊拼組的知  

   識。於此種情況下，電腦的角色變成受教的徒弟，而學習者在思考 

   如何教導和指揮電腦的歷程當中，也累積了屬於自己的知識。 

3、相互式互動(Mutual Interaction)：相互式互動為最高層次的一種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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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動，此種互動主要是對於人工智慧之設計。其控制權不操作於媒體， 

  亦不在於學習者，而是兩者不斷相互調適，學習者隨時依自己的需 

  要提出要求，而電腦則視學習者之能力、學習類型、單元目標等作 

  出適當的回應或建議 (楊美雪，1994 年)。 

  本研究採用反應式互動及內發式互動二種互動方式結合，使瀏覽

者觀看畫面的同時，並能從操作測驗中學習、思考歸納累積屬於自己

的知識。 

2.3.3 互動式電腦多媒體的定義 

  結合「互動式」與「多媒體」的定義，可以得到「互動式電腦多

媒體」，就是使用電腦做為整合工具，結合多種傳播媒體，包括文字、

圖片、聲音、影像、動畫等，並提供使用者與電腦之間利用熟悉的環

境、語彙及音喻等方式來達成彼此交流的連結及工具 (黃紹維，2006

年)。 

2.3.4 教學多媒體之種類 

  多媒體所能呈現與承載的訊息種類繁多，按其基本性質，可區分

為下列的元素： 

1、文字：意指本文，包括各種文字與符號。 

2、聲音：可略分為以下三者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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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語音 

   (2)音樂 

   (3)音效 

3、靜態圖像：按其性質與輸入方式，可略分為以下三者 ： 

   (1)圖畫(圖片) 

   (2)照片(Photo) 

   (3)幻燈片(Slides) 

4、動態圖像 

   (1)二度空間的動畫，簡稱二維動畫或 2D動畫。 

   (2)三維動畫或 3D動畫。 

   (3)連續影像，也稱為視訊或影片。 

    而以上各種元素之來源和輸入、輸出的管道方式亦各有差異，其

所需的設備因而有所不同： 

1、文字：仍以鍵盤輸入為主，亦可用手寫輸入板或語音辨識系統，所 

   需的軟體除了一般文書處理軟體相排版系統外，一般的繪圖軟體亦 

   具有文字輸入的功能。 

2、語音：可直接用麥克風輸入，須具備音效卡和相關軟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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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音樂：可直接用 CDROM 光碟或其它形式的播放設備(例如：錄音

機)連至電腦，將類比式的聲音轉化成數位式的格式儲存。 

4、音效：以音效製作機或其它方式錄製。 

5、圖畫：現成的圖片可用掃瞄器將之輸入電腦，亦可用繪圖軟體直接 

   在電腦上繪圖。 

6、照片：用掃瞄器將照片輸入電腦，若以數位照像機拍攝的照片，則 

   可直接轉換到磁碟上儲存。 

7、幻燈片：幻燈片的處理較為特殊，由於幻燈片的尺寸過小，必須用 

   幻燈片掃瞄器，將其影像直接輸入電腦。亦有將幻燈片先投影至白 

   色投射幕上，拍成照片，再用掃瞄器輸入。 

8、 2 D及 3D動畫：以動畫軟體在電腦上製作。 

9、影片：可將影片之播放設備(如：錄影機、影碟機)與電腦相連接， 

  再以軟體抓取其影像。也可將影片數位化，以電腦檔案形式儲存影 

   片並可用軟體播放 (楊家興、信世昌、羅綸新、郭秋田，1997 年)。 

從圖 2.1可以看出，多媒體的種類有很多，其所構成的基本元素大

致可分為六大類，文字、影像、動畫、圖片、電腦、聲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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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1電腦多媒體的構成元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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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研究方法  
3.1 研究方法 

  蒐集國內有關智慧財產權及音樂著作相關權法之書籍、網路資訊

及新聞案例等資料，並將資料彙整成可應用之多媒體檔案類型，希望

藉此使大家了解音樂著作相關權法的重要性。 

  本研究係以 Flash 8.0為主要編輯平台，該軟體是以時間軸為基礎

的軟體，具有多媒體整合的功能，能製作動畫及整合聲音、圖形、影

像、視訊等物件。 

3.2 研究範圍 

  著作權法包含語文著作、音樂著作、戲劇舞蹈著作…等等。因著

作權法範圍廣泛，本研究之研究範圍僅以音樂著作相關權法為例。 

3.3 研究對象 

  適用對象為國、高中生，現今網路使用者的年齡層逐年下降，大

多數就讀國、高中的學生未接觸法律相關課程，希望藉此數位化學習，

讓閱讀者能了解音樂相關權法的概念、介紹法規及測驗等，因此製作

音樂相關權法之光碟。 

3.4 研究工具 

    設計與製作互動式多媒體時，需要有明確的內容外，亦須熟悉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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動式多媒體編輯工具之使用，如此才能進行光碟的製作。所需之各種

編輯軟體如以下所述。 

一、Flash 8 

  本軟體是由Macromedia公司所開發的動畫編輯軟體，以時間軸為

基礎的軟體。其動畫繪圖方式採向量方式處理，圖形於網頁中放大或 

縮小時，較不易失真。具有多媒體整合功能，能整合聲音、圖片、動

畫與互動式設計。其功能特色包括： 

(1)卓越的向量圖形編輯：向量繪圖是 Flash有別於其他多媒體動畫編輯

工具最大的特點。向量圖形是以圖形的幾何屬性和色彩數計算檔案大

小，檔案體積小，於網路速度為第一優先的前提下，使用向量圖的處

理方式會更易於網路傳輸。且不論放大到多大的顯示比例，畫質仍能

保持清晰不模糊。 

(2)多媒體的整合、同步處理：Flash靠其本身的時間軸概念，將網頁中

該出現的元件、互動的流程，都以明白簡單的方式安排。於動畫中加

入互動的功能，讓動畫不只侷限於觀賞，更可讓瀏覽者留言、玩遊戲

以及做問卷等，達到即時互動的功效。 

(3)強大的媒體支援：作為一款多媒體動畫製作程式，除了可匯入各種  

格式的圖片檔、動畫檔、聲音檔等素材外，還可支援不同軟體之檔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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格式，不但保有原先的色彩、群組以及圖層，且於編輯完成後，可以

存成 Flash特有的檔案格式，以及可以匯出插入網頁中的動畫格式。 

(4)多媒體影音效果佳：Flash 除了可讓瀏覽者感受到視覺的享受外，  

聽覺感受也極其豐富。Flash多媒體功能可加入聲音效果，以 wav的音

效格式，將聲音幾乎不失真的傳達給瀏覽者，使瀏覽者能充分享受 Flash

帶來的視覺及聽覺上之效果。 

(5)編輯獨立的檔案或遊戲：Flash的「發佈」指令還可以將作好的 Flash 

動畫匯出成.exe的自動播放執行檔，即使沒有 Flash的播放器，也可以

開啟並觀賞該動畫檔案。 

(6)自訂快速鍵：使用者可自訂常用指令的快速鍵，減少反覆操作步驟， 

以節省製作時間、增加效率。 

(7)共享圖庫元件：可於不同 Flash檔案中，共同分享其它檔案圖庫中之  

元件，因以連結的方式處理，故不會佔用太多的檔案空間。 

  以 Flash製作的動畫，不論播放時間長短，都有其必備的三要素， 

包括「劇本」、「場景」以及「元件」，簡要說明如下： 

A、劇本：劇本是整部動畫的整體規劃與概念，需要考慮的重點包括動

畫的劇情內容、畫面的大小範圍、元件數的多寡及出場方式等。將構

思過程中的所有點子紀錄下來，再則全面規劃與設計整部動畫的流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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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及每個細節，最後利用 Flash將創意落實於動畫中。 

B、場景：Flash 中的場景，包含了所有製作動畫所需的基本設定，每

一個場景都是由許多畫格(Frame)所組成，畫格相當於一張張靜態的圖

片，將之快速播放即可產生動態效果。而許多內容連續的畫格組合在

一起快速播放時，即可構成一部完整的動畫。影響場景的因素包括： 

(a)背景：即畫面的背景顏色或背景圖檔。動畫的長度短則數秒，長則

數分鐘，可使用單一場景貫穿全段動畫，但也可根據劇情需要，視情

況增加場景。 

(b)影格：利用一格一格的畫面切換來達成元件動畫的效果，而這一     

個個靜態的畫面稱為影格，以影格為基礎，進行元件製作、設計和編

輯。一個完整的動畫是由數個至數百個影格所組成，影格數量的多寡，

依劇情需要決定之。 

(c)影格速率：影格速率對於一個動畫檔案的影響相當大，數值設定     

的大小，影響動畫的播放時間與播放的流暢度。 

C、元件：Flash 動畫中的元件(Symbol)指的是動畫中的各個圖片或文  

字。Flash的「元件庫」會將所有使用的元件全部收集一起，方便使用

者預覽、尋找及加入動畫。Flash 裡的元件庫將元件圖檔分成三類：影

片片段(Movie Clip)、按鈕(Button)、及圖像(Graphic)，使用時將元件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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開啟，搜尋使用圖檔，再將元件從預覽視窗拖曳於動畫中即可。使用

Flash 製作動畫影片時，可遵循一個的工作流程，有條不紊的順利完成

影片創作 (謝瑜萱，2003 年) 。 

二、PhotoImpact 

  不同於一般的影像處理軟體，Photo Impact 是以物件為導向，因此

物件是 Photo Impact的學習重點。此軟體最大的特色為「百寶箱」，利

用視覺縮圖的方式，可快速編輯影像；修改百寶箱內容時，只需從下

拉式的清單中選取所要的圖庫或資料庫內容，再從各設定頁裡找到所

要套用的特效，利用拖放的功能將縮圖拖至視窗裡，即可完成各種特

效處理 (謝瑜萱，2003 年) 。 

三、Gold Wave 

  音頻編輯在音樂後期合成、多媒體音效製作、視頻聲音處理等方

面發揮著巨大的作用，它是修飾聲音素材的最主要途徑，能夠直接對

聲音質量起到顯著的影響。Gold Wave是一個操作簡便、功能廣大的一

套音頻編輯軟體，直接點擊 GoldWave.exe就開始運行了。選擇開啟一

個聲音檔，Gold Wave 馬上顯示出這個檔的波形狀態和軟體運行主介

面。整個主介面從上到下被分為 3 個大部分，最上面是功能表命令和

快捷列，中間是波形顯示，下面是檔屬性。主要操作集中在占螢幕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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例最大的波形顯示區域內，如果是立體聲檔則分為上下代表左右兩個

聲道，可以分別或統一對進行操作 (陳瑞婷，2003 年) 。 

四、Mp3DirectCut 

 MP3 是目前當紅音樂檔案儲存格式，一般的編輯軟體對它的支援

度仍稍嫌不足，而MP3音樂其檔案小、音質高的特性仍舊有其便捷之

處，要將MP3音樂檔做簡單的編修，使用Mp3DirectCut是個不錯的解

決方案。Mp3DirectCut 可以將音樂檔的聲量做調整、均化、及去除靜

音部份，另外也還支援 ID3 Tag的功能；在剪輯功能用它從音訊光碟抓

取軌道，自由的裁剪、設定裁剪的起迄點，亦提供錄音功能，並支援

ID3 Tag標籤編輯，而且播放時可看到聲音的波形，這對精準剪輯，是

個很重要的呈現方式。這個免費的優質MP3裁剪軟體，開發者是德國

人，軟體簡單好用，並支援繁體中文語系(PChome網站，軟體介紹)。 

五、威力導演 PowerDirector 

  威力導演 PowerDirector 擁有最快速的 SVRT 影片處理速度，超

過百種以上的影片轉場及 3D文字特效，輕鬆為你的影片增色百分百。

而先進的場景偵測技術、酷炫及多樣化的影片濾鏡特效、快慢動作特

效、高效率的影片切割功能等，可讓初學者立刻上手成為影片導演。 

  以上所述五種所選用之主要軟體的優點如表 3.1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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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3.1 選用軟體之優點 

功能 優點 

Flash 8 

1.卓越的向量圖形編輯 

2.多媒體的整合、同步處理 

3.強大的媒體支援 

4.多媒體影音效果佳 

5.可編輯獨立的檔案或遊戲 

6.可自動轉存成網頁格式 

7.畫質精緻不失真 

8.程式語言編寫容易 

9.可共享圖庫元件 

10.可自訂快速鍵 

PhotoImpact 

1.影像修正、合成，功能強大 

2.百寶箱特效功能強 

3.影像繪製與編輯 

4.資源網頁製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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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old Wave 

1. 可錄音 

2. 可剪接 

3. 可以製作特殊音效處理 

4. 可以轉存各種音效檔 

Mp3DirectCut 

1. 有錄音功能 

2. 可裁剪mp3音樂檔 

3. 操作簡單 

4. 提供中文語系 

威力導演 

1. 輕鬆創作特效影片  

2. 全螢幕快速預覽功能  

3. 確保軟硬體最佳相容性  

4. 十大模式輪軸：模式轉輪提供十大模式可輕鬆完成

數位影片製作  

5. 步驟化導覽流程：讓影片製作零障礙、立即上手，

輕鬆編排劇本 

6. 預覽時共有 7種影片 SIZE可供選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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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5 系統最低需求 

1、Intel Pentium 4 551或 AMD Athlon 64 FX-72以上之中央處理器。 

2、Microsoft Windows 2000以上。 

3、256MB以上的暫存記憶體。 

4、MX440以上顯示卡、音效卡。 

5、光碟機、螢幕、鍵盤、滑鼠、喇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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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6 Flash製作動畫流程 

由圖 3.1 可瞭解本小組製作 Flash動畫所有的流程，從開始製作，

到最後成果輸出，圖中皆有明確說明。 

 

圖 3.1 Flash製作動畫流程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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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7 音樂著作相關權法光碟設計與規畫 

  以著作權法中之音樂著作為主軸，使用多媒體技術製作成光碟，

目的在於將音樂著作相關權法資訊推廣給使用者與閱讀者，來保護音

樂著作財產權人的作品並加強大眾對音樂著作相關權法之了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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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研究成果 
4.1 音樂著作相關權法光碟內容 

  如圖 4.1所示，可瞭解所介紹的內容架構，光碟開啟後，首先

進入導入頁動畫，動畫完畢按 start 鈕進入主頁面，頁面分為，音樂著

作概論、音樂著作相關法規、相關案例、影音宣導及牛刀小試，依照

想了解之音樂著作相關權法內容點選連結。 

 

圖 4.1 光碟內容架構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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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 音樂著作相關權法光碟介紹 

    光碟內容主要包括音樂著作概論、音樂著作相關法規、相關案例、

影音宣導及牛刀小試等五部份，分別如下： 

由圖 4.1所示，主選單頁面分為五部分，包括音樂著作概論、音樂

著作相關法規、相關案例、影音宣導及牛刀小試，讓使用者一目瞭然

所有選項，並可自由點選進入。 

 

圖 4.2音樂著作相關權法首頁 

 
 
 
 



34 

音樂著作概論介紹頁面，從圖 4.3所示，可分為音樂著作定義、範

圍及保護三部分，讓使用者先瞭解音樂著作的基本概念，點擊進入後，

可於右下角設點擊式按鈕，可讓使用者上下瀏覽，設定首頁按鈕，觀

看完畢可點選回至首頁。 

 

圖 4.3音樂著作概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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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音樂著作相關法規頁面，如圖 4.4所示，介紹與音樂著作相關的法

規，讓使用者明白音樂著作相關的法律條文，設有旁白音效及 flash動

畫增加聽覺與視覺的享受。 

 

圖 4.4音樂著作相關法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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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相關案例頁面主要是介紹生活中較易接觸到的案例，舉出 Napster

案例、部落格案例及網拍光碟事件，並於事件說明後有案例分析，使

用者更容易明白。如圖 4.5所示： 

 

圖 4.5相關案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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影音宣導頁面，如圖 4.6 所示，本小組自行拍攝一分鐘的視訊短

片，採用聲音與字幕同步方式呈現，讓使用者有如觀看影片的心情來

瞭解宣導內容。 

頁面右下角有滑入式音效按鈕，可進入聆聽智慧財產局所授權給

本小組的智慧財產權之歌。 

 

圖 4.6影音宣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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智慧財產權之歌頁面，由圖 4.7可看出歌詞上方設計彈跳球與字幕

變色方式，並採用歌詞與音樂同步呈現，視覺上更加活潑生動，使用

者在聆聽音樂的同時加深其印象。 

 

圖 4.7智慧財產權之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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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8為牛刀小試頁面，利用設計填充題、是非題及選擇題讓使用

者作答，所測試的題目皆在宣導的內容中。 

填充題與選擇題設計方式：作答時，若答錯即出現正確答案，答

對，即顯示出，答對了！的文字；選擇題為二選一作答，題目在作答

完成後，最後會出現測驗結果，並算出作答正確率，此設計能讓使用

者測試自己瞭解多少，並於作答同時更加明白有印象。 

 

圖 4.8 牛刀小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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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 結論與建議 
5.1 結論 

  由於電腦科技的進步，所以多媒體的技術也日益成熟，本研究作

品以教學光碟方式呈現，為了讓使用者產生興趣，必須各方面考慮，

且不斷地調整我們的新構想，列舉以下幾點為參考依據： 

1、採用多媒體動畫的方式呈現，並結合音效及視訊效果，以便增加使

用者的瀏覽興趣。 

2、利用生活中較易觸犯到的相關案例及法條，讓使用者較容易明白。 

3、考量使用者的操作介面需具有簡單且易操作的功能，讓使用者輕鬆

瀏覽，了解光碟中各項選單及按鈕的使用。 

4、增加線上測驗，讓使用者可測試自己對於音樂著作相關內容、法規

及案例的了解，並透過反覆練習的方式加深其印象。 

5.2 建議 

  本研究小組已盡力的去完成本研究，但礙於時間、人力與物力的

因素，尚有待改進之處，若後續研究者對此有興趣，可繼續更深入之

研究。提出後續研究之建議如下： 

1、測驗單元方面，可採用隨機抽題方式來測驗，結合其資料庫的設計。 

2、可增設遊戲單元，透過遊戲的方式，提昇使用者的學習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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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著作權法範圍廣泛，可將研究延伸至著作權其他相關內容，如：語

文著作、音樂著作、戲劇舞蹈著作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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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錄  

附錄一  

音樂著作相關法規─「智慧權法典」，2007 年 9月第四版 

第十一條 

  ○1 受雇人於職務上完成之著作，以該受雇人為著作人。但契約約

定以雇用人為著作人者，從其約定。○2 依前項規定，以受雇人為著作

人者，其著作財產權歸雇用人享有。但契約約定其著作財產權歸受雇

人享有者，從其約定。○3 前二項所稱受雇人，包括公務員。 

第三十條 

  ○1 除本法另有規定外，存續於著作人之生存期間及其死亡後五十

年。○2 著作於著作人死亡後四十年至五十年間首次公開發表者，著作

財產權之期間，自公開發表時起存續十年。 

第八十五條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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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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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九十一條 

  ○1 擅自以重製方法侵害他人之著作財產權者，罰三年以下有期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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刑、拘役，或科或併科新台幣七十五萬元以下罰金。○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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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得併科新台幣二十萬元以上兩百萬元以下罰金。○3 以重

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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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台幣五十萬元以上五百萬元以下罰金。○4 著作僅供個人參考或合理

使用者，不構成著作權侵害。 

第九十二條 

  擅自以公開口述、公開播送、公開上映、公開演出、公開展示、

改作、編輯或出租之方法侵害他人之著作財產權者，處三年以下有期

徒刑，得倂科新臺幣十五萬元以下罰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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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錄二  

程式碼 說明 

on (release) { 

 gotoAndPlay("n5",1); 

 stopAllSounds(); 

} 

當按下影片片段再放開的

同時，停止所有音樂，前往

並播放該場景的第一個影

格。 

on (release) { 

  if (this == Number(this)) {

  loadMovieNum("end.swf", 

this); 

 } else { 

  this.loadMovie("end.swf"); 

 } 

} 

將外部swf檔匯入至場景中

播放。 

on (release) {                

      gotoAndPlay("n5",1); 

} 

當按下影片片段再放開的

同時，前往並播放該場景的

第一影格。 

stop(); 停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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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n (release) { 

    _root.MovieA._visible = true; 

 _root.MovieA.play(); 

 _root.TVFrameA.play(); 

} 

按下播放鈕後顯示物件並

開始播放。 

on (release) { 

     _root.MovieA.stop(); 

 _root.TVFrameA.gotoAndStop(2);

} 

按下停止鈕後並停止播放

影片片段。 

on (release) { 

   _root.MovieA.gotoAndStop(1); 

} 

按下倒退鈕時視訊影片回

到影片的第一個影格。 

onClipEvent (load) { 

 this._visible = false; 

 stop();   

} 

這裡讓影片片段視訊先停

止播放。 

onClipEvent (load) { 

 stop();  } 

這裡也讓電視外框的影片

片段先停止播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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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n(release){ 

 fscommand("quit"); 

} 

按下按鈕，關閉所有的放映

檔。 

loadVariablesNum("n6-3.txt",0); 

 

將文字檔匯入檔案中，

n6-3.txt 就是其中一個文

字檔。 

on (release) { 

 prevScene(); 

} 

滑鼠放開，跳到上一個場景

並停止。 

on (release) { 

 tellTarget ("/movie5") { 

  prevFrame(); 

 } 

} 

按下向下鍵，播放磁頭就會

移到下一個影格並停止播

放。 

fscommand("fullscreen",true); 自動播放。 

startDrag("Flash",true) 

Mouse.hide(); 

total=1; 

拖曳滑鼠指標時會鎖定實

體物件於指標的中心點位

置，並出現於餘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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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錄三  

         
  年月份 
 
 
工作項目 

96
年

3 
月

96 
年 
4 
月 

96 
年 
5 
月 

96 
年 
6 
月 

96
年

7 
月

96
年

8 
月

96
年

9 
月

96
年

10
月

96
年

11
月

96
年

12
月

97 
年 
1
月 

97 
年 
2 
月 

97 
年 
3 
月 

97 
年 
4 
月 

97
年

5
月

擬定研究

主題 

 
             

 

蒐集資料                

彙整資料                

文獻探討                

多媒體動

畫製作 

 
   

 
         

 

系統整合                

撰寫研究

報告 

 
   

 
         

 

研究報告

審查 
 

            
  

完成研究

論文 
 

            
  

            預計進度：                  實際進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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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錄四  

日期: Wed, 17 Oct 2007 14:23:16 +0800 (CST) 

寄件者: "mini" <ar10520@yahoo.com.tw>  檢視連絡人詳細資料 

主題: 嶺東科技大學商務科技管 理系學生 

收件者: hotline@tipo.gov.tw 

 

親愛的局長您好: 

    

  我們是嶺東科技大學商務科技管理系四年級的學生，因為本小組

製作畢業專題，是關於著作權中的音樂部份，有一部份要放宣導短片，

看到智慧財產局網站上有「請勿非法下載－網路世界篇」 

http://www.tipo.gov.tw/copyright/copyright_act/wmv2.asp 

   請問局長是否可以把影片授權給我們，放進畢業專題裡面，期待您

的回信，謝謝! 

              Best regards. 

               全體組員:吳冠玫、廖雅萱、李欣芸 

                        余雅菁、楊乃錚  敬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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寄件者: "著作權" <chiang00446@tipo.gov.tw> 

收件者: ar10520@yahoo.com.tw 

副本抄送: hotline@tipo.gov.tw 

主題: Re: 嶺東科技大學商務科技管理系學生<96A10171> 

日期: Mon, 22 Oct 2007 14:24:45 +0800 

您好！ 

有關 

    您來信請本局授權「請勿非法下載－網路世界篇」宣導短片一事，

該短片因故暫時不開放授權利用，敬請見諒。又本局另有「智慧財產

權之歌」（網址：

http://www.tipo.gov.tw/copyright/copyright_family/copyright_family_1.asp

），您可參考利用。 

 

                      經濟部智慧財產局 

                      局長 蔡練生 敬上 

                      96 年 10月 22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