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內容

1. 圖書協會(TBPA)簡介

2. 美國出版商協會(AAP)簡介

3. 教師資源配件的使用規範

3-1. 為什麼有使用規範?

3-2. 如何取得授權?

3-3. 未經取得授權，請勿上傳網路空間。



簡介 (1/4)

 2002年6月設立，登記為社團法人組織

(主管機關：報備:內政部合作及人民團體司籌備處，登記:臺北地院)

【2002年1月1日台灣加入WTO，該組織「與貿易有關之智慧財產權協定

（TRIPS）」之規定要求各會員體必須保護其他所有會員體國民著作】

創會人邀請美國出版商協會(AAP)來台拜會相關主管單位。

成立宗旨：

一、促進國際圖書業之交流

(外商出版社&本土經銷商間之交流)

二、反盜版，端正社會風氣(打擊侵權)

三、保護智慧財產權(校園宣導)



 經費來源：會費、和解金、AAP贊助。

和解金：保智刑大報案 → 搜索 → 移送地檢 → 一審

→ 智財與商業法院。

AAP(Association of American Publishers，美國出版商協會)
• 贊助期間：2002創會 ~ 2019。
• 2009年台灣從301名單移除後，贊助大減。

• 2020年聯邦政府沒預算而中止贊助。

簡介 (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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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介(3/4)

2023會員:
8 外商
8 經銷商



Brands & Imprints 簡介(4/4)



美國出版商協會 (1/4)

 The AAP: > 1,300 U.S. publishers and distributors.

 TBPA美商會員之美國母公司是AAP會員。

AAP為國際智財聯盟(IIPA ，1984成立) 5大權利人團體

會員之一。AAP向IIPA → 再由IIPA向美國貿易代表署（USTR）

提出301 IPR檢視建言(各國修法、執法、校園、境外網路侵權)。



AAP會員涵蓋各類出版品 (2/4)



(3/4)



(4/4)



教師資源配件的使用規範

為什麼有使用規範?

如何取得授權?

未經取得授權，請勿上傳網路空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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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各類資源配件皆源自受著作權保護的教科書

或著作權是歸屬第三方的編輯著作











2019之前常發現未經授權檔案

1. GOOGLE或校內教學平台的教師個人網頁發現
未經授權、未經保護之檔案、陳年庫存檔案。

2. 與MOE會議︰MOE告知各校陸續改善學習平
台，建議圖書協會加強宣導。

3. 過去二~三年仍有學生告訴經銷商業務員他們
不要買書，因為只讀PP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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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師授課著作權錦囊

(本資料僅供參考，不具法律拘束力。如有爭議，由司法機關依具體個案判斷之。)
本著作採「創用cc」之授權模式，僅限於非營利、禁止改作且標示著作人姓名之條件下，得利用本著作。

教師在學校授課時，常常會因為教學的需要而影印他人的書籍、文章，或利用

他人的文章、圖片來製作教學教材，也有可能直接使用出版社提供的教材進行

授課。在目前課堂教學素材多元化之發展下，教師使用的教材包含電子書、投

影片、圖表、照片，甚至是影片、動畫、軟體等，這些素材的利用涉及了著作

權法上的「重製」(如：影印、下載、轉貼等)「公開演出」(如：在課堂上播放

音樂CD)、「公開上映」(如：在課堂上播放影片DVD)及「公開傳輸」(如：將

檔案上傳網站、轉寄給學生)等著作利用行為，如果在合理使用的範圍內，不須

經過著作財產權人的同意，可自由利用；但如果超過合理使用的範圍，就必須

事先取得著作財產權人的授權，才不會侵害他人的著作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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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教師為授課或製作教材而另行重製他人的著作，除符合著作

權法第46條合理使用之規定外，應得到著作財產權人的授權，否則

可能構成侵害重製權的行為。本局為協助權利人與利用人對著作權

法第46條規定所稱的合理範圍建立一具體明確的標準，曾分別於民

國93年、94年及99年間多次邀集雙方進行協商，但是最終仍未達成

協議。因此，在現階段國內對上述「合理範圍」尚未建立共識之情

形下，如果著作權人與授課教師對於合理範圍的認知有異而發生爭

議，最後還是要由司法機關來加以審認。此外，教師如須將教材上

傳網路，應事先向出版社取得授權為宜，否則即有可能構成侵害公

開傳輸權的行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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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師授課時，到底可以重製多少別人的著作，本文依據美國和香港

的實務界所建立、遵循的標準，歸納重點如附錄1；關於數位教材的

製作、利用，則依據美國由權利人團體及教育機構等利用人協商討

論提出的合理使用指南，歸納重點如附錄2，均供國內教師參考。

另外，教師可善加利用「Creative Commons Taiwan創意共享」授權

機制利用著作，俾於教學或編製相關教材時有豐富資源可資運用。

其運作模式可參考下列網址：http://creativecommons.org.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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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材上傳網路應注意事項

至於出版社提供的教學資源光碟或教學資源網站的內容，如圖表、

照片、動畫、投影片、教學手冊、習題解答或試題答案等，通常業

者之授權範圍僅供教師備課、在課堂授課時利用，教師若將這些數

位檔案另行上傳到校園網路平台、雲端硬碟等網路空間供學生瀏覽、

下載利用，或將這些檔案錄製於開放式課程中，均已構成公開傳輸

的利用行為，現行著作權法對於為授課而公開傳輸的情形，並沒有

單獨訂定合理使用的規範，僅能以著作權法第65條第2項的合理使用

規定進行判斷，然而網際網路無遠弗屆，上述「公開傳輸」行為對

於著作財產權人之權益影響甚大，得主張合理使用的空間實為有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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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理使用之判斷基準

第 65 條

著作之合理使用，不構成著作財產權之侵害。
著作之利用是否合於第四十四條至第六十三條所定之合理範圍
或其他合理
使用之情形，應審酌一切情狀，尤應注意下列事項，以為判斷
之基準：
一、利用之目的及性質，包括係為商業目的或非營利教育目的。
二、著作之性質。
三、所利用之質量及其在整個著作所占之比例。
四、利用結果對著作潛在市場與現在價值之影響。
著作權人團體與利用人團體就著作之合理使用範圍達成協議者，
得為前項判斷之參考。
前項協議過程中，得諮詢著作權專責機關之意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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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商教材授權管道

老師/校方可以自行上網申請，

詳細填寫資料後，

國外出版社會依照利用狀況做審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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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www.pearson.com/us/contact-us/permissions.html

Global Permission Granting

Global Permissions Granting is responsible for managing requests 
from third parties such as; educators, authors, publishers and 
corporations for the use of extracts of Pearson-owned 
content/material, whether that be through copying or through 
some form of reproduction.

Global Permissions Granting provides permission at the 
asset/extract level, rather than the entire product. Should you wish 
to adapt, reproduce or translate a Pearson product in its entirety 
then please contact Global Rights Licensing.

Make a reques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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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www.cengage.com/permissions/

Rights and Permissions

Cengage Global IP Optimization is responsible for requests to reuse 
Cengage copyrighted assets. This includes requests from authors, 
educators, publishers and others. The fastest way to get permission 
is via the Copyright Clearance Center (CCC). If a title is not 
available via the CCC, please complete the Cengage online request 
form. Please note that these requests are to reuse content you 
already have. We are unable to provide files, images or content. If 
you need this, then please contact the Cengage support team or 
your learning consultant.

Are you moving your courses online and need assistance with 
eTextbook access, set-up, or online professional 
development? Help is he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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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www.wiley.com/en-gb/permissions

Request Permission to Reuse Wiley Content

Wiley partners with RightsLink to provide permission request 
options at the point of content. RightsLink facilitates permissions 
requests across a variety of uses, including republication in print or 
digital formats, broadcast media, educational materials, commercial 
publications, and more. Reuse of Wiley content for a thesis or 
dissertation may be obtained by completing a request through 
RightsLin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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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shop.lww.com/permissions

Permissions

Lippincott Williams & Wilkins (LWW) grants permission to re-use quotes, 
graphs, illustrations, and articles from books and journals. All LWW 
publications are protected by copyright. Permission to use LWW material 
must be secured in writing.

From the options below, select which type of publication you are interested 
in requesting re-use permission from:

 BOOKS

 JOURNAL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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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www.elsevier.com/authors/permission-request-form

Permission request form

For permission to reuse content which is not hosted on ScienceDirect please fill in the form 
below.

For content hosted on ScienceDirect you can easily obtain permission through RightsLink. 
See our permission guidelines for more details.

Help and support

For institutions or corporations who would like to purchase reprints of a journal articles 
please see our offprints information.

To obtain a copy of an article or to access full text articles please see our access options.

For further details about how authors can share their journal article see our journal authors 
home.

For disability requests please use our disability request form.

Required fields are marked with an asterisk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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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www.cambridge.org/about-us/rights-permissions/permissions/

Permissions requests

Books

Requests to reuse content from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books are 
now being processed through PLSClear. Please use the search widget to 
complete your permissions request and we will come back to you. 
Alternatively, visit www.plsclear.com to complete your reques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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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global.oup.com/academic/rights/permissions/?lang=en&cc=tw

Permissions

Requesting permission for UK & US Books:

Requests to use content from an Academic or EDU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book are 
handled by PLSclear - please submit requests here PLSclear. We recommend searching 
by ISBN to ensure you get the most accurate search result.

Also, before submitting your request please ensure that you have checked the credit 
line accompanying the material, the Copyright page and/or the Acknowledgements 
pages. Although Oxford may have published the book from which you want to 
reproduce material, we may not be the copyright holder of the material you wish to 
use. This will especially be the case if the requested material is part of an anthology or 
collected work (e. g. Oxford Book of...).

Please do not send duplicate reques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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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PT授權書範例

授權重點:
同意採用該書之教師上傳ppt至該校內安全平台
(非公開平台)
允許正式註冊學生/買書學生，以帳密登入瀏覽
閱讀

禁止下載、列印、散布

授權期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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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P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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聽力
音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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常有學校問:

我們一個學校每學期向書商買這麼多書，
難道不能上傳講義到平台給學生使用?

能概括授權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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呼籲校方增加數位學習平台管控機制:

校內平台是封閉空間，

權利人無法協助查看是否侵權?

 範例:

請 iclass 平台商增加警語及預設不得下載之功能

(勾選後方打開下載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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感謝共同保護智慧財產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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