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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神用于敬字內容的杞忙卡匝縮系統的安全方法

技木領域

本友明夫于一神具數字內容的杞恬卡匝縮系統安全方法，尤指
一神肘于數字內容的岌行有一市制勻保折的方法。

背景技木
由于汁算帆勻數字技木的迸步使然，昨多刨作、著作的內容， 例如咄

影或音牙內容 ，其內容皆被特換成數字影音庄縮梢案，再將核梢案燒景于
C V 等影音載休供一般消費者使用。核刨作、著作的內容，除屯影或

音示外，甚至斤泛延伸至演沸、教孚汞像、舞台刷等等，皆可以將內容特

換成數字影音匝縮楷案 以下合你力 數字內容

然而，由于底縮丐夏制技木的鈍熟，前迷的數字內容，元冶冉影或音
斥內容，皆容易被形成各神梢案格式，透迂各神夏制、燒衰等技木予以重

制，更由于阿絡推波助瀾下，成力散布的媒介而提供更仁面的上估勻下載，

使得夏制的內容，更元近弗屆地被估涕、折散。伙而，數字內容 尤其是

音斥或屯影 的制作心血以及著作內容，被科技所提供的杯境怪易攻破，

而毫元防各。 也令秤多著作人的刨作意愿低落，肘于重初智能財芒杖的現

今文明杜合，不啻力一神板大的友展障磚，因此如何透迂科技防折帆制肘
于著作內容形成夏制的障磚，以及內容的保折，力沸多影音出版、友行此

者，甚或演芝人貝 以及祠曲刨作人等高度重棚，更符合我囤科學技木基本

法以及相夫的科技法令的立法美意。

． 目前肘于數字內容的著作杖保折，所建立的技木大多咐于數字內容，

依据科技保折祝念而在載休上迸行所渭防COPy的措施，例如影片、音示C

等迸行防拷只、防燒汞等。然而，數字內容的非法散布，也包含于被授杖

衰制仁商，逾越授杖份阮所力的超量衰制勻散布，換言之，也就是缺少肘

于被授杖的汞制「商，有一防杜藉由合法的授杖，而伙事超量部分的越杖

拷只 。而仗能汁肘被授杖汞制 商「迸行事后的責任追究，而缺少一神先期

防范的科技方法，以預防在先。



岌明內容

本岌明主要的目的在于投汁一神具數字內容的杞恬卡庄縮系統安全方

法，主要步驟包括 一數字內容提供端勻一汞制端，其中咳汞制端于數字
內容制作肘，需勻數字內容提供端迸行睽帆，迸行每一片匝片肘，皆需索

5 取授杖硝勻汁數器后方能軌行。

本岌明吹一目的在于投汁一神具數字內容的杞伍卡庄縮系統安全方

法，其中方法包括暫肘萬緘 O e 狀悉占常志耿杭 O e 狀悉。

本岌明又一目的在于突施一神具數字內容的杞忙卡匝縮系統安全方

法，其中咳數字內容力一神音牙、影片或其它具有鋒辟份值的數字梢案。

0 本友明再一目的在于宴施前迷的具數字內容的杞恬卡庄縮系統安全方

法，其中咳暫肘萬錶 肛 e 狀悉，包括在制作杞忙卡唱片肘，暫肘不

需勻數字內容提供端避行睽柳，只有在汁數器昆示力 0 吋，方舍勻數字內

容提供端迸行耿杭以 由其近程更新 pda e 庄片片數，其步驟如下

A 、數字內容提供端需先輸入正硝 P 碉方能錐錢迸行下一步驟以控
5 ．管梢案庄縮杖限數字內容提供端需先定叉 S o g 按 EPC 定叉方式 四

分力因碉、 制造商昭、 寺輯序骨勻序弓 歌曲序骨勻下載序骨 勻
s b o 以作事后追究之用 后，方能迸行楷案匝縮巧依秉制端別迸

行 P 加密估送影音匝縮加密楷予咐匝的秉制端，因使用 P 加密，故只

有肘匝的衰制端方能解密

B 、衰制端需先輸入正碗 P 碉方能錐裝迸行下一步驟以控管庄片杖

限只有咐匝的秉制端方能解密梢案

C 、秉制端迸行杞伍卡唱片庄片肘，若汁數器昱示力 0 ，需占數字內容

提供端迸行戡帆，輸入正碉 P 昭后，近程更新 pda e 匝片數。

本岌明另一目的在于寞施前迷的具數字內容的杞忙卡匝縮系統安全方
5 法，其中咳耿析 O - e 狀悉，包括在制作制作杞伍卡唱片肘，需勻數

字內容提供端述行睽析，迸行每一片庄片肘，皆需索取授杖昭勻汁數器后

方能執行，其步驟如下
A 、數字內容提供端需先輸入正碗 P 硝方能錐縷避行下一步驟以控

管梢案庄縮杖限

0 B 、數字內容提供端需先定又 S o g 按 EPC 定又方式 匡分力囤



昭、 制造商硝、 寺輯序弓勻序弓 歌曲序弓勻下載序骨 占D s b o

以作事后追究之用 后，方能迸行梢案匝縮勻依秉制端別迸行 P 加密

佳迭影音庄縮加密梢予咐匝的汞制端，因使用 P 加密，故只有肘匝的數

字內容汞制端方能解密

C 、秉制端需先輸入正碗 P叮昭方能錐錢迸行下一步驟以控管匝片杖

限只有肘匝的衰制端方能解密

D 、衰制端迸行杞忙卡唱片庄片 因汁數器昱示力 1，故庄片一吹汁數

器昱示力 0 后，即需由匝片軟件向數字內容提供端索取授杖碉勻新的汁數

器 1，由此方法，數字內容提供端方可碗寞掌控秉制端的匝片吹數，若汞

制端杞恆卡唱片庄片保折帆制 几 s 失筍肘，因元睽杭 O - e 的寞

肘授杖，故有效保扣此杞恆卡唱片庄片柳制。

團 1 系本岌明的系統兼具流程示意團。

團中

1 數字內容提供端 2 衰制端
3 授杖碑 4 汁數器

具休奕施方式
以下透泣團式悅明本岌明的內容、特魚勻突施例，而使黃宙查委貝肘

于本案有更迸一步的了解。

清參洶圍 所示，本岌明主要的目的在于投汁一神具數字內容 咳數

字內容可力一神音示、影片或其它具有鋒濟份值的梢案 的杞恆卡匝縮系

統安全方法，主要步驟包括

一數字內容提供端 1 即數字內容的著作杖斤商，例如唱片公司 勻一
汞制端 2 即委托衰制的公司 ，其中咳汞制端 2 于數字內容制作肘，需勻

數字內容提供端 1 避行耿帆，迸行每一片匝片肘，皆需索取授杖昭 3 勻汁

數器 4 后方能軌行。

本友明主要包括于核暫肘萬域 肛 e 狀悉勻耿杭 O - e 狀悉，

包括在肘于杞忱卡制作數字內容肘，不需占數字內容提供端 1 迸行睽桐，



只有在汁數器 4 昱示力 0 肘，方合勻數字內容提供端迸行耿析以由其近程

更新 pda e 庄片片數，其步驟如下

A 、數字內容提供端需先輸入正碗 P叭 碉 P e so a de f ca o

mbe 即 「用戶介人洪別骨碉」，力介人身份碗臥碉。亦即使用焦征肘

所要求輸入的密昭，可在焦征匝用肘秧別迭張卡片硝力本人所使用 ，方能

錐鎂迸行下一步驟以控管梢案庄縮杖限數字內容提供端需先定又 S o g D

按 EPC 定又方式 匠分力囤碉、 制造商硝、 寺輯序景勻序弓 歌曲序
骨占下載序青 勻 s b o D 衰制端的 以作事后追究之用 后，

方能迸行楷案匝縮勻依汞制端別迸行 P 加密 公升金胡基咄建投 P b c

ey 血a s c e P 系以公升金餌密昭學技木力基硝而衍生的架枸，P

加密帆制力安全可靠的資料加密技木，舀 P 系統芒生金胡肘力一肘金餌，

全天下也只有此一肘是互相肘座，一力公升金胡 P b c ey 作力資料

加密勻資料醃征，另一力私密金朗 P va e ey 力資料解密勻冉子簽章之

用。估迭影音庄縮加密梢予肘匝的衰制端，因使用 P 加密，故只有肘座

的汞制端方能解密

B 、泵制端需先輸入正硝 P吋 昭方能錨鎂迸行下一步驟以控管庄片杖

限只有咐匝的秉制端方能解密梢案

C 、衰制端迸行杞伍卡唱片底片吋，若汁數器昱示力 0 ，需勻數字內容

提供端迸行瑛杭以由其在輸入正礁 P 碑后，近程更新 pda e 庄片片

數。

本友明另一目的在于突施前迷的具數字內容的杞忙卡匝縮系統安全方

法，其中核耿帆 O - e 狀悉，包括在制作制作杞忙卡唱片肘，需勻數

字內容提供端迸行瑛杭，迸行每一片庄片肘，皆需索取授杖碉勻汁數器后

方能我行，其步驟如下

A 、數字內容提供端需先輸入正碗 P 碉方能錐鎂迸行下一步驟以控

管梢案庄縮杖限

B 、數字內容提供端需先定又 S o g 按 EPC 定又方式 匡分力囤

昭、 制造商碼、 寺緝序肯占序弓 歌曲序弓巧下載序骨 勻 s b o

以作事后追究之用 后，方能迸行檔案庄縮勻依汞制端別迸行 P 加密

估送影音庄縮加密楷予肘匝的汞制端，因使用 P 加密，故只有咐匝的汞



制端方能解密
C 、衰制端需先輸入正碗 P 碉方能鑑鏤迸行下一步驟以控管匝片杖

限只有肘匝的衰制端方能解密

D、衰制端迸行杞恬卡唱片庄片 因汁數器昱示力 1，故匝片一吹汁數

器昱示力 0 后，即需由匝片軟件向數字內容提供端索取授杖碉勻新的汁數

器 1，由此方法，數字內容提供端方可碗宴掌控衰制端的匝片吹數，若秉

制端杞忙卡唱片庄片保折帆f Too s 失筍肘，因元睽杭 O - e 的寞

肘授杖，故有效保扣此杞恆卡唱片匝片杭制。

伙而，肘于數字內容的著作杖保折，可以肘于被授杖衰制「商的逾越

授杖份阮所力的超量衰制勻散布，有一先期防范的科技方法，以預防在先。

綜上所迷，本友明碗寞符合芒並利用性，且未于申清前凡于刊物或公

升使用，亦未力公炊所知悉，且具有非昆而易知性，符合可寺利的要件，

于是依法提出寺利申清。

然而上迷所陳，力本岌明芒並上一較佳寞施例，拳凡依本岌明申清寺
．利范圃所作的均等交化，皆厲本案拆求棕的的范畸。



杖利要求弔
1、一神具數字內容的杞伍卡庄縮系統安全方法，主要步驟包括

一數字內容提供端勻一秉制端，其中核汞制端于數字內容制作吋，需

丐數字內容提供端迸行耿杭，迸行每一片庄片肘，皆需索取授杖碑占汁數

器后方能軌行。

2、如杖利要求 1所迷的具數字內容的杞伍卡庄縮系統安全方法，其中
核數字內容力一神音示的梢案。

3、如杖利要求 1 所迷的具數字內容的杞恬卡庄縮系統安全方法，其中

方法包括暫肘萬我狀悉勻耿析狀悉。

4、如杖利要求 3 所迷的具數字內容的杞恬卡庄縮系統安全方法，其中

核暫肘萬找狀悉，包括在制作杞伍卡唱片肘，不需勻數字內容提供端迸行

睽仇，只有在汁數器昱示力 0 肘，方舍勻數字內容提供端迸行睽帆以由其

述程更新庄片片數，其步驟如下

A 、數字內容提供端需先輸入正碗 P 昭方能錐鎂迸行下一步驟以控

管楷案庄縮杖限數字內容，提供端需先定叉 o g D丐 s b o 后，
方能迸行楷案庄縮勻依汞制端別迸行 P 加密佳迭影音庄縮加密梢予咐匝
的汞制端，So g 按 EPC 定叉方式 匠分力因硝、 制造商昭、寺輯序弓
丐歌曲序骨或下載序弓， s b o 可用以作事后追究之用，因使用 P

加密，故只有肘匝的數字內容衰制端方能解密

B、汞制端需先輸入正碗 P 昭方能錨鏤迸行下一步驟以控管庄片杖

限『有肘匝的汞制端方能解密楷案

C 、汞制端避行杞忙卡唱片庄片肘，若汁數器昆示力 0，需均數字內容

提供端迸行睽析以由其在輸入正碗 P 碑后，近種更新庄片片數。

5 、如杖利要求 3 所迷的具數字內容的杞恬卡庄縮系統安全方法，其中

核職杭狀悉，包括在制作杞恬卡唱片肘，需勻數字內容提供端迸行睽杭，
迸行每一片庄片肘，旨需索取授杖碉勻汁數器后方能軌行，其步驟如下

A 、數字內容提供端需先輸入正碗 P 昭方能雛鎂迸行下一步驟以控

管梢案庄縮杖限

B 、數字內容提供端需先定叉 So g 勻 s bu o 后，方能迸行

梢案庄縮勻依汞制端別迸行 P 加密估迭影音匝縮加密文件予肘匝的杞伍



卡唱片制造「商，So g 按 EPC 定叉方式匡分力因昭、 制造商磚、寺揖

序弓勻歌曲序肯或下載序弓， s b o 可用以作事后追究之用，因使

用 P 加密，故只有咐匝的衰制端方能解密

C 、汞制端需先輸入正碗 P 碉方能鑑鎂迸行下一步驟以控管庄片杖

限只有肘匝的衰制端方能解密
D 、汞制端迸行杞忙卡唱片庄片 因汁數器昱示力1，故匝片一吹汁數

器昆示力0后，即需由庄片軟件向數字內容提供「商索取授杖碑勻新的汁數

器 1，由此方法，數字內容提供端方可硝寞掌控景制端的庄片吹數，若汞

制端杞恆卡唱片庄片保折杭制失筍肘，因元耿杭的突肘授杖，故有效保押

此杞忙卡唱片庄片帆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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