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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七課    網路犯罪與網路法律 

 

● 單元名稱：網路犯罪與網路法律 

● 年級：四年級 

● 教學時間：1 節/每節 40分/共 40 分 

● 能力指標：5-2-1 能遵守網路使用規範。 

● 學習內容： 

教導學生認識網路犯罪，並知道常見的網路法律。 

● 單元目標： 

1. 能說出一些常見的行為是否構成犯罪行為。 

2. 能了解網路犯罪的型態及事例。 

3. 能說出現有的網路法律規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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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教學分析與規劃 

學習條件 

分析 

先備經驗 1.已學會電腦的基本操作 

2.有下載檔案與收發 e-mail 的經驗 

資訊能力 1-2-4 能正確更新與維護常用的軟體。 
1-2-5 能瞭解資料安全的維護並能定期備份資料。 

相關之能
力指標 

1-2-1 能瞭解資訊科技在日常生活之應用。 

2-2-2 能操作視窗環境的軟體。 

2-2-5 能正確操作鍵盤。 
4-2-1 能操作常用瀏覽器的基本功能。 

學習環境 電腦教室 

理念說明 一般的法律條文不太容易閱讀，本單元希望舉日常生活中的實例，

且是小朋友常做、卻是不合法的事情，讓學生有較深刻的體會。 

 

教學建議 建議先請學生將本單元的第二頁蓋住，不讓學生看到答案。然後回

答第1頁的問題，請學生獨自回答，不與同學討論。 

另外，並告訴學生，如果大家都買盜版，唱片公司無法經營，也就

無法再推出好音樂的觀念。 

教學內容

與單元目

標分析 

請列出並說明本單元所包含之主題 
內容屬性 

(複選) 

○主題名稱： 哪些是合法的行為呢？ 

○內容說明： 請學生分組討論以下行為是否屬於犯罪

行為，如下載免費的 mp3音樂、下載別

人的圖片、下載別人分享的自製 midi、

偷看別人的帳號密碼…等。 

○單元目標： 能說出一些常見的行為是否構成犯罪行

為。 

■事實 

■概念 

□程序 

■後設認知 

○主題名稱：網路犯罪的類型 

○內容說明：教師說明網路犯罪的類型包含：侵犯智

慧財產權、侵犯他人隱私、竊取他人資料、盜取他人

有形無形財產、引誘他人犯罪…等，並舉實例說明。 

○單元目標：能了解網路犯罪的型態及事例 

■事實 

■概念 

□程序 

□後設認知 

○主題名稱： 網路法律案件 

○內容說明：教師說明幾個曾經發生過的真實網路法

律案例，並與學生討論案例的後果。 

■事實 

■概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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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單元目標：能說出現有的網路法律規定 □程序 

□後設認知 

評量方式 

針對各單元目標規劃之評量說明: 

1.單元目標：能說出一些常見的行為是否構成犯罪行為。 

評量方式：A2、A4、B2 皆可 

2.單元目標：能了解網路犯罪的型態及事例 

評量方式： A2、B2 皆可 

3.單元目標：能說出現有的網路法律規定 

評量方式：A8、B1、B2、B3 

可實施之評量分為： 

A.實體評量 

1.測驗卷    2.個人口頭報告 3.個人書面報告 4.分組口頭

報告 

5.分組書面報告 6.專案實作   7.學習歷程檔案 8.實際操作 

9.其他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B.數位評量（包製於數位媒材中） 

1.是非     2.選擇     3.配合題    4.簡答 

5.模擬操作   6.角色扮演   7.遊戲     8.其他

______________ 

數位資源 

製作 

本單元預計開發數位資源名稱： 

1. 哪些是合法的行為呢（課程內容）：以動畫故事來介紹與日常生活

相關且容易觸犯的法律行為。 

2. 網路犯罪的類型（課程內容）：用動畫故事介紹小朋友容易不小心

觸犯的法律行為。 

3. 網路法律案例（課程內容）：用動畫故事舉出四個常見案例說明觸

犯相關法律會受到的罰則。 

4. 課程評量：透過多媒體方式，以闖關遊戲師生藉由遊戲評量學生學

習與教師教學的成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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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學流程設計 

教學活動 教學流程與評量 
教學 

策略 

預估 

時間 

教材、媒體 

與網站使用 

哪些是合法

的行為呢？ 

1.教師請學生分組，討論

以下行為，哪一個是不合

法的？ 

(1)下載免費的 mp3音

樂 

(2)下載付費的 mp3音

樂 

(3)下載別人的圖片 

(4)下載別人註明願意

分享的圖片 

(5)上傳自己抓的 mp3

音樂 

(6)上傳色情圖片 

(7)上傳明星照片 

(8)用別人的帳號、密

碼登入信箱 

(9)在自己的部落格發

表自己創作的 midi 

分組討論 

 

10’ 

教師公佈答案

時，可用網站輔

助說明 

2.教師公佈答案，及說明

例外狀況。 

教師說明 
5’ 

 

網路犯罪的

類型 

1.教師說明網路犯罪的

類型，並讓學生舉例： 

(1)侵犯智慧財產權 

(2)侵犯他人隱私 

(3)竊取他人資料 

(4)盜取他人有形無形

財產 

(5)引誘他人犯罪 

2.教師補充說明 

教師說明 

學生發表 

 

10’ 

動畫影片 

※本主題可只作

為補充教材，若

時間不夠，可請

學生自行閱讀課

文或看動畫即

可。重點可放在

第一、第三個主

題。 

3.播放動畫 動畫輔助 
5’ 

網路法律案

例探討 

1. 教師說明幾個曾經發

生過的真實案例，並

與學生討論案例的後

果。 

(1) 在自己的網站

上，使用他人網站

上的圖片 

(2) 架設網站，提供音

學生瀏覽

網站 

 

10’ 

網路法律網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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樂下載 

(3) 在別人的電腦放

木馬程式，偷帳

號。 

(4) 修改總統府網站

首頁。 
 

● 課後評量 

17-1選擇題： 

(1)[④]別人網站上的哪一種媒體，是可以直接拿來自己用的？①文字 ②照片 

③音樂 ④都不可以直接拿來用 

(2)[①]下面哪一種東西，可以上傳到自己的網站供別人下載？①流行歌手的

mp3音樂檔 ②明星的照片 ③自己畫的圖  ④同學寫的作業 

(3)[①]下面哪一件事情是合法的？①下載網站上註明可分享的照片 ②上傳色

情圖片 ③下載盜版軟體④上傳商業軟體給別人下載 

(4)[④]小朋友最容易犯的網路非法行為是什麼？①販賣槍枝 ②恐嚇別人 ③交

易毒品 ④傳送 mp3音樂給同學 

(5)[③]複製音樂 CD 給別人，如果被抓到，會有什麼後果？①我只是小朋友，不

會怎麼樣 ②別人會被罰 ③可能被罰幾十萬元 ④爸媽會被罰 

 
17-2配合題： 

以下各項行為是否合法？請把行為的代號寫在上面的空格中： 

合法的 不合法的 

CFG ABDEH 

 
 

17-3實作題： 

請上網查詢一條跟網路犯罪，或跟智慧財產有關的法律，並寫在下方： 

無標準答案，請小朋友實際上網查詢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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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補充教材 

一、部落格常見錯誤著作權概念 (摘自經濟部智慧財產局網站) 

網友透過便利的部落格服務，發表自己的創作或分享其他的網路

內容，雖然非常便捷，也容易與其他網友互動。但是，層出不窮的網

路著作權爭議，也經常讓網友困惑。以下即簡單說明幾個網友可能誤

解的概念，以避免不小心就踩到著作權的陷阱喔！  

1. 沒有營利行為就不會侵害著作權？  

著作權法有關合理使用的判斷基準，是否營利只是其中一個小的

判斷基準而已，並不是唯一的基準。有許多不是以營利為目的的行

為，還是會造成著作權人很大的損害，例如：把一首 MP3放在網站上

供網友無償下載，和把 MP3提供收費下載，若是都沒有經過著作權人

的同意，所造成的損害因為無償的情形下載的人多，恐怕損害還比較

大。著作權法在判斷是否構成侵權時，重點並不在於利用人是否有營

利行為，而是在於著作權人是否受有損害，因此，千萬不要認為自己

利用他人著作時沒有營利行為，就不會侵害著作權。  

2. 只要註明出處、作者，就是合理使用？  

很多人都知道使用他人的著作，必須要註明出處、作者，但是，

這是利用他人著作時，無論是基於尊重著作人格權或是遵守著作權法

第 64條規定，都必須要做的事。但並不是說，只要我們註明出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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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就都是合理使用。舉例來說，如果我們只要註明出處、作者，

就可以任意重製金庸的射鵰英雄傳，那麼，著作權人的權利根本無從

主張。正確的概念應該是只有符合著作權法第 44條到第 63條及第

65條第 2項有關合理使用規定，才是合法的「合理使用」行為，而

且，還有一個義務，就是必須要依第 64條規定註明出處、作者，並

不是只要註明出處、作者，就是屬於合理使用喔！  

3. 轉載網路上的文章、照片，是幫作者的忙，當然是多多益善？  

作者將文章或照片等張貼在網路上時，並不代表作者「當然」同

意網友可以任意轉載或作其他利用，就很像作者透過出版社發行書

籍，並不代表同意購書人可以任意影印書籍一樣。有關於轉載的問

題，著作權法第 61條規定，「揭載於新聞紙、雜誌或網路上有關政

治、經濟或社會上時事問題之論述，得由其他新聞紙、雜誌轉載或由

廣播或電視公開播送，或於網路上公開傳輸。但經註明不許轉載、公

開播送或公開傳輸者，不在此限。」也就是說，著作權法對於網路內

容的轉載的合理使用，採取二個嚴格的標準，第一個必須是「有關政

治、經濟或社會上時事問題之論述」，如果是一般性的學術論述、散

文、食記、笑話、照片、影片等，並沒有第 61條的適用；第二個必

須是著作權人沒有聲明不許轉載、公開傳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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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已經愈來愈多人在自己的部落格標示授權聲明，例如：創用 CC

或 FDL或歡迎轉載利用等，因此，如果有需要轉載別人的文章或照片

時，可以直接與著作權人聯絡取得授權，也可以直接找找看這些樂意

與大家分享、轉載的作者，相信一定有很多的內容可以讓網友轉載。  

二、參考網站 

1.經濟部智慧財產局 

http://www.tipo.gov.tw/ch/ 

2.網路使用的犯罪問題與防範對策 

http://tanet98.ndhu.edu.tw/TANET98/HOMEPAGE/paper/3c_3/3

c_3.ht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