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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我介紹... 

•呂建德 

•遊戲橘子數位科技 資深法務 

•國立台灣大學法律學系、生物產業
機電學系雙學位  

•執行超過250人次以上之線上遊
戲消費爭議調解 

•執行超過30件以上線上遊戲民
、刑事訴訟，目前0敗訴 

•通律法律事務所資深法務及新人訓
練講師 

 



講題大綱 

•線上遊戲的種類 

•線上遊戲中可能面對的問題 

•線上遊戲安全須知 

 

 



關於Gamania 



Love to play天生愛玩 
Game + Mania = Gamania  



不用刀切就能輕鬆分享，橘子是天生鼓勵分享的水果。 
長腳橘子，未來在前方，大步向前走 

橘子的形狀就是笑得何不攏的嘴，歡樂比什麼都重要！ 



遊戲的原色 - 熱情跳動的橘色 
充滿歡樂活力、愛玩敢玩的

Gamania，永遠的信仰。 

PANTONE 144C 



Gamania願景 
探索歡樂的無限可能 



Gamania簡介 

遊戲橘子數位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Gamania Digital Entertainment Co., Ltd. 
 

 設立日期：1995年6月 

 資本額：NT$ 16.56億元 

 上櫃日期：2002年5月 

 員工人數：1,300 (2010 Q1) 

 集團執行長：劉柏園 (Albert Liu) 

 營業範圍：線上遊戲及週邊商品、動畫、出版 
 

   

  



全球營運佈局 

日本 ─ Gamania Digital Entertainment (Japan) Co., Ltd.    
                 （2001設立） 

歐洲 ─ Gamania Digital Entertainment (EU) Co., Ltd.  
                  （預計2010設立） 

台灣 ─ Gamania Digital Entertainment Co., Ltd.  
                 （1995設立）  

中國 ─ Gamania Digital Entertainment (China) Co., Ltd.  
                      （2002設立） 

香港 ─ Gamania Digital Entertainment (HK) Co., Ltd.  
                 （2000設立） 

美國 ─ Gamania Digital Entertainment (US) Co., Ltd.  
                  （2009設立） 

韓國 ─ Gamania Digital Entertainment (Korea) Co., Ltd.  
                 （2001設立） 

集團營運總部（台北） 

* HQ : Taiwan  
• Honk Kong 
• Japan 
• Korea 
• China 

• USA 

• Amsterdam 



實現企業社會責任 

「用力作夢，用力做自己」 –  2008年成立 

遊戲橘子關懷基金會(CHEER UP Foundation)， 

期許成為青年朋友「夢想的推手」。 



成就領導品牌 

 2010  台灣最具知名度的線上遊戲品牌 
                                                                                                                                           （資料來源：TNS） 

 2009  台灣優良品牌 

 2008  台灣十大優良品牌獎項 

 2008  台灣百大網站第35名（資料來源：《數位時代網站》） 

 2006  台灣最具知名度的線上遊戲品牌 
                                                                                                                                            （資料來源：TNS） 

 2005  台灣最具知名度的線上遊戲品牌                                                                                                                               

                       （資料來源：Nielsen） 



線上遊戲的種類 



線上遊戲之種類  

RPG 

天堂/NCsoft 

會員超過600萬人，為全台規

模最大線上角色扮演遊戲。 

楓之谷/NEXON 

台灣第一款免費線上休閒遊

戲，成功打開年輕玩家市

場。 

神諭之戰/Runewaker 

中古奇幻風格線上角色扮演遊
戲，贏得歐洲市場好成績，深
受全球 20 多國玩家喜愛。 

DNF/NEXON 

經典2D橫向捲軸遊戲，擄獲
全球玩家，全球會員逼近2
億。 

王者世界/NDOORS 

呈現多樣化文明的古代遺跡，
讓玩家體驗各國風情。 

瑪奇/NEXON  

以北歐神話為軸心，結合

沙灘與海洋的冒險旅程。 

../Local%20Settings/Temporary%20Internet%20Files/Content.IE5/0BA9GLIH/楓之谷_影武者宣傳片(40s).wmv


RPG 

格鬥類 

巨商/Joyon 

以商業任務為遊戲主軸

的角色扮演遊戲。 

生死格鬥/TECMO 

簡單、容易上手之華麗格鬥
遊戲！ 

百變恰吉/CyberStep 

多元化格鬥世界，屬於可愛

風格的打鬥遊戲。 

玄武豪俠傳/昱泉國際 

國產武俠又一鉅作，開展史
上最華麗的武俠遊戲！ 

SP1/NEXON 

以科幻懸疑的故事劇情為背
景，體驗宛如偵探電影般的
後核戰世界！ 

幻想戰記/SQUARE ENIX 

以戰爭為主軸，注重戰略的國

戰遊戲。 

../Local%20Settings/Temporary%20Internet%20Files/Content.IE5/0BA9GLIH/百變遊戲畫面-光子鎧甲(20s).wmv


休閒類 

運動競賽類 射擊遊戲 

爆爆王/NEXON 

以小朋友為對象的可愛簡

單水球遊戲。 

橘樂町 

整合所有博奕類遊戲的遊

戲館，容易上手。 

跑跑卡丁車/NEXON  

以賽車為主軸，台灣第一

款規模最大的休閒遊戲。 

絕對武力/NEXON 

承接原單機版CS特色、新

增更多武器、角色及場

景。 

../Local%20Settings/Temporary%20Internet%20Files/Content.IE5/0BA9GLIH/爆爆王遊戲畫面(39s).wmv
../Local%20Settings/Temporary%20Internet%20Files/Content.IE5/0BA9GLIH/CSO影片(39s).wmv
../Local%20Settings/Temporary%20Internet%20Files/Content.IE5/0BA9GLIH/卡丁車廣告(1).XviD.avi


線上遊戲中可能
面對的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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單機版與網路版之差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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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人就有比較…… 

  玩家取得武器、裝備、天幣的目的不一 

 

• 有出於炫耀動機 

 

• 更輕易的打倒怪物並躲過死亡的威脅 

 

• 當然，更有人以牟利為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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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線上遊戲中的虛擬貨幣 

•虛擬世界的金幣，可以購買遊戲中的道具 

 

• 以天堂線上遊戲中極罕見之隱形斗蓬而言，約
需 600 萬天幣 

 

• 天堂各伺服器實際與新臺幣的兌換（匯兌）比
率不一，一般而言約為 100：1（ 2001 年） 

 

• 天堂月費當時新臺幣 300 元，隱形斗蓬在玩
家心中的價值可以使用天堂遊戲16年又8個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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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線上遊戲中之新興社會現象 

• 代客練功 

 上班族套餐 

 狂衝型套餐 

 每小時套餐 

 

• 大陸打工團、天幣商與新臺幣戰士 

 打不到寶物、裝備氣餒嗎？ 

   爸爸買給你 

 8591（寶物交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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線上交談區 



2013/3/8 23 



2013/3/8 24 

系統大概是這樣 RUN 的… 

一、線上遊戲之結構 

二、伺服器之安全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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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線上遊戲之結構 
•線上遊戲分兩個部份：客戶端的部份以及伺服器

端的部份。 
    ◘ 客戶端遊戲帳號及密碼均由玩家個人自行 

    保管，業者無法得知其密碼。  
    ◘ 伺服器端業者會透過加密程式，將密碼以128 Bit 

   加密方式作兩次加密；加密元件只能針對密碼進 
   行新增、修改、刪除及比對，並沒有所謂的解密 
   程式，無法由任何人直接解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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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伺服器之安全結構 

1.網站採用VeriSign SSL 128 Bit 加密，確保資料傳輸過程不被 
   擷取。 
 
2.伺服器並有Cisco及Secure Zone雙重防火牆，有效防範外部 
   Hacker攻擊。 
 
3.非玩家之申訴，職員無法進入調閱資料程序；意即管理者無 
   法恣意瀏覽玩家資料。因此當玩家申訴時，會有編號並記錄 
   相關情形，以作為稽核存底之用。 
 
4.嚴格區分伺服器及OA端所使用的電腦，並與 F-Secure 等知 
   名大廠合作建置防護與通報系統，有效阻隔木馬程式及病毒 
   之攻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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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lug-in 

•外掛程式，原意是指掛入大型應用程式以增加功
能的小型軟體程式。但在遊戲中使用外掛程式，
卻由於可能不正常增加伺服器主機負荷、影響電
磁紀錄正確性，以及違反遊戲公平性等因素，遭
到相當程度負面評價，可概分為：  

(一)類比鍵盤或滑鼠的回應  
(二)自動登錄程式  
(三)輔助顯示角色或環境狀態  
(四)自動練功機器人（BOT） 
(五)修改型外掛程式 「修改本地記憶體資料」 
       與「修改伺服器記憶體資料」  
                                                                                                                  引用自賴文智律師 



2013/3/8 28 

 Steal 
過 失   較 輕   的帳號盜用問題： 

  A.特洛伊木馬程式(後門程式)或記錄程式(Keylogger)  

  B.於公共場所中離開電腦未跳離遊戲 

  C.無意中洩漏自己所持有帳號密碼或個人資訊給第三者。     

  D.密碼設定過於簡單或密碼與帳號相同，如12345678 

過 失   較重的帳號盜用問題： 

  A.多人共同使用同一帳號，以培養角色等級。 

  B.買賣糾紛(或 利   益交換）。  

  C.自行洩漏帳號密碼或個人資訊給第三者。 

  D.下載外掛程式使用，而程式中隱藏後門程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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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og 檔案判定之困難 

•遊戲歷程紀錄 
 
2010-05-23 23:10:01,LOGIN,<123456789>,,7,210.58.71.179,,0, 
2010.05.23 23:10.03:[char]enter world 123456789/<被盜用者> 
2010-05-23 23:38:00,LOGIN,<987654321>,,7,210.58.71.178,,0, 
2010.05.24 23:38.39:[char]enter world 987654321/<盜用者> 
2010.05.23 23:43.46:[item]<被盜用者> give n +2 hofmc 42449091 1 角色A 
2010.05.23 23:43.46:[item]<角色A > give n +2 hofmc 42449091 1角色B 
2010.05.23 23:43.46:[item]<角色B> give n +2 hofmc 42449091 盜用者 
2010-05-24 00:03:57,LOGOUT,<987654321>,2001-05-23 

23:10:01,7,210.58.71.178,,0,30 
2010-05-24 00:03:59,LOGOUT,<123456789>,2001-05-23 

23:10:01,7,210.58.71.179,,0,30 

◘   被盜用者把道具轉給角色A，角色A再轉給角色B，角色B再轉給最
後的盜用者。很難判斷那一個是真正的盜用者。因為是否有善意
取得之情形，業者無法得知，也無從判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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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業者面對盜用問題的困境 

•業者並非司法單位，無法僅由抽象之電磁紀錄，
涵攝具體之社會事實，更無法因此取得一個相對
公正之裁決。且帳號盜用事涉刑事妨害電腦使用
罪及民事之損害賠償責任；而截至目前為止，司
法單位已經有有罪之確定判決出現。業者基於企
業經營者之角色定位，除非法有明文，不能妨礙
司法調查 

•今年政府頒佈法規命令「線上遊戲定型化契約應
記載不得記載事項」，規定收受不明道具的第三
人若於受害人申訴後七日內未說明取得原因，業
者得直接將該不明道具回復予受害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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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幣商、外掛商與駭客 

•近年由於線上遊戲地下經濟規模成型，民間各種
外掛程式紛紛釋出供玩家方便練功升級使用，然
這類外掛程式內大部分均藏有木馬程式，藉以盜
取玩家之帳號、密碼；近日更有駭客藉由隱碼攻
擊，在各大遊戲網站、討論區植入URL聯結，間
接讓點選聯結者下載木馬程式以達上述目的 

•而此類外掛程式之下載點或駭客植入之URL聯結
的IP往往又來自大陸，在網路無國界、司法有國
界之情形下，破案率極低。 



常見犯罪態樣 

 

 

•假買賣型 

•交際型 

•釣魚型 

•木馬型 •共用帳號

型 

盜用 外掛 

詐騙 假網頁 

假買賣型.wmv
交際型.wmv
釣魚型.wmv
木馬型.wmv
共用帳號.wmv
共用帳號.wmv


線上遊戲 

安全須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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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plosion  

•在司法無法即時救濟、業者無法自行處理兩項因
素的交互作用下，玩家累積的憤怒終於重重的反
彈給業者。於是在討論區糾眾至業者的辦公處所
示威抗議、要求賠償者時有所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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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ption 

一、放棄；刪減資安預算、裁減客服人員 

二、將服務的安全性提高至當時科技或專業 
    水準可合理期待之安全性以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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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ur option 



首建實體親訪區，提
供玩家最高服務品質 



建立全亞洲最大線
上遊戲機房，提供 

最佳連線品質  

 連線品質穩定 

- 擁有超大寬頻，並具防火、防駭客、防外掛、不斷電等

強大功能支援，提供最佳連線品質。 

 專業監控安全 

 - 24小時機房工程師監控與保全配置，確保機房資料庫的

安全性與機動性。 



線上遊戲安全須知 

 

 

1. 作好安全密碼設定、定期掃毒 

2. 選擇適當上網地點、網遊網站 

3. 勿輕易依指示赴約、操作電話 

4. 避免共同使用帳號 

5. 注意網路交易安全 



常見犯罪態樣 

 

 

•假買賣型 

•交際型 

•釣魚型 

•木馬型 •共用帳號

型 

盜用 外掛 

詐騙 假網頁 

假買賣型.wmv
交際型.wmv
釣魚型.wmv
木馬型.wmv
共用帳號.wmv
共用帳號.wmv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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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usiness is never hopeless 

• 我們盡量讓自己成為最好的
娛樂提供者； 

• 而其餘的事自然水到渠成。  

• Think  Different… 

     

    2008  Spring             

             - Arctic  Pole - 



2010 ©  Gamania Digital Entertainment Co, Ltd. All Rights Reserved.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