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三章 

以語意網規則語言之數位版權管理系統 

我們所建置的 SWRL-R 版權表達語言，包含了三個部份: DRM 授權條款本體論、DRM

使用權利本體論和 DRM 使用權利規則，授權條款本體論定義出授權條款所需要的項

目，DRM 使用權利本體論定義權利的種類，規則用於延伸原本體論不足的概念。 

3.1 建置數位版權管理之本體論及規則 

3.1.1 DRM 授權條款本體論的設計 

完整的授權條款應包含:  

1.數位內容的發行者(Issuer):記載是授予者的身份名稱，用以記載版權的來源 

2.數位內容的名稱描述(Digital Content Information):記載數位內容的名稱等訊息 

3.使用者權利(User Right):記載使用者可以使用的權利屬性事實  

4.密祕金鑰(Secret key):存放用以將數位內容解開的密袐金鑰 

5.機器辨識碼(Machine ID):用於記載限制合法使用之機器平台 

我們可以用本體論建置 SWRL-R 授權條款本體論如圖 11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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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1 SWRL-R License 的組成 

 而機器辨識碼(Machine ID)是屬於硬體不可更改的部份，有了硬體上的機器辨識

碼，以確保該數位內容使用者限定於某台機器上，以確保授權條款即使被加以完整複

製，仍無法在他台機器上使用。每一個與數位內容相對應的使用權限，都會被這唯一的

識別碼。 

另外，在授權條款的保護上，我們借助一對公開金鑰及私有金鑰，我們還須以被授

權者的公開金鑰將授權條款加密，因此，只有擁有相對的私有金鑰的系統，才能將此加

密的授權條款解開，以確保被授權者擁有此授權條款的獨占性。 

在權利模組部份，我們將DRM權利屬性的定義(如表格1所示)，我們所設計的詞彙

中，Copy與Transfer的定義與原XrML有所不同，在XrML所定義的Copy是指可以複製數

位內容(Digital Content)，然而，我們所定義是複製某權利(Right)。因為在數位內容的管

理方面，數位內容(Digital Content)是被包裝(Packaged)，也就是已被加密過，要將加密

過後的數位內容複製，這是不受任何限制的。我們的設計是，在DRM中授權條款是管理

的重心，而加密過後的數位內容，即使被複製，而沒有擁有數位內容解密之密祕金鑰，

此數位內容將無法使運用。因此，在定義複製詞彙語意時，我們以複製某權利取代複製

數位內容的涵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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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格 1 權利屬性類別的定義 

屬性名稱 定義 表示法 特性 
第一類權利屬性:有關數位內容的權利屬性 

play 播放數位內容屬性
render 

print 

呈現數

位內容 列印數位內容屬性

extract 擷取數位內容屬性

embed 結合數位內容屬性derivative 

edit 

衍生數

位內容 
編輯數位內容屬性

play(?x, ?resource) 

print(?x, ?resource) 

extract(?x, ?resource) 

embed(?x, ?resource) 

edit(?x, ?resource) 

使用數位內容，事實

(facts)來源為授權條款

提供者授予使用者，例

如 play(A,  Resource) 

事實 

第二類權利屬性:有關權利與權利屬性 

duplicate 複製權利屬性 

transport 

transfer 

運輸數

位內容 
移轉權利屬性 

duplicate 

(?x, ?right, ?resource) 

duplicate 

(?x, ?right, ?resource) 

與其他權利屬性結合

形成規則，事實(facts)

來源同上 

 

3.1.2 權利屬性本體論與規則的設計  

在第一類權利屬性中，呈現、衍生權利屬性(Property)可用hasRightOf(?x, ?resource)表示，

意指 “某使用者(x)對於某資源(resource)擁有權利屬性”。呈現(Render)類: 

play(?x, ?resource)、print(?x, ?resource) ;衍生(Derivative)類: edit(?x, ?resource)、

embed(?x, ?resource)、extract(?x, ?resource)我們以“代表某人對於某內容擁有的權利”上述

所提出的權利的概念，定訂出一些詞彙(Vocabularies)，以“擁有的權利”屬性將當事人

(Principal)類別及資源(Resource)類別加以連結，再以subPropertyOf建構子(Constructor)串

聯derivative屬性與render屬性，使得derivative屬性為render屬性的子屬性類別(如圖12所

示)，以subPropertyOf建構子能建構出derivative屬性與render屬性的邏輯關係，意指“若

derivative則render” 即可以推導出derivative(?x, ?resource)→ render(?x, ?resour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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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2 DRM 使用權利本體論 

在第一階語言中(First-Order-Language)，Description Logic 和 Horn logic 各自擁有表

達能力，但也都各自擁有表達能力局限。OWL DL 的在屬性表達能力比較弱，為了要增

加 OWL DL 屬性表達上的能力，我們可以用加入規則方式。例如，屬性“render”實際上

可以延伸其意義，可以包含“play”和“print”等，因此我們可以用規則 render(?x,?y)  

play(?x,?y) 和 render(?x,?y)  print(?x,?y)來擴充 render 屬性的意義(如表格 2 所示)。 

→

→

 

表格 2 規則用於擴展權利屬性意義 
Rule name Rule 

render(?x,?resource) play(?x,?resource) →
render rule 

render(?x,?resource) print(?x,?resource) →

derivative(?x,?resource) extract(?x,?resource)→

derivative(?x,?resource) embed(?x,?resource)→derivative rule

derivative(?x,?resource) edit(?x,?resource) →

 

若對應一個實例 derivative(?x, ?resource)，則透過規則我不僅能得到 extract 

(?x, ?resource)、embed(?x, ?resource)、edit(?x, ?resource)再透過先前以 subPropertyOf 建

構子串聯 derivative 屬性與 render 屬性，我們也可以得到 render(?x, ?resource)、

print(?x, ?resource)屬性。而關於第二類權利屬性，我們將在下節介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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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3 複製權利與移轉權利規則的設計 

複製duplicate(?x,?right,?resource)意義: “某使用者(x)對於某資源(resource)及權利(right) 

擁有複製權利屬性”。另外，移轉transfer(?x,?right,?resource)意義: “某使用者(x)對於某資

源(resource)及權利(right)擁有移轉權利屬性” (x:使用者，right:代表各種權利，resource:

代表某資源)，由於duplicate(?x,?right,?resource)的表示法在Datalog無法表示，所以我們

透過用2個屬性串聯3個變數: 

如: duplicate(?x,?right,?resource)=  

duplicate_1(?x,?right) 且 duplicate_2(?right,?resource) 

另外duplicate(?x,?right,?resource)=  

duplicate_1(?x,?right)且duplicate_2(?right,?resource) 

duplicate(?x,?right,?resource) 可以結合權利屬性形成 7 項規則，同樣的 transfer 

(?x,?right,?resource)可以結合權利屬性形成 7 項規則，若要執行此 14 項規則中的其中一

項 規 則 ， 我 們 可 以 用 屬 性 permitDuplicatePolicy_1~permitDuplicatePolicy_7 及

permitTransferPolicy_1~ permitTransferPolicy_7 共 14 種判斷規則屬性，透過 Transfer 

Policy 和 Duplicate Policy 的設計，皆能讓新權利事實產生，然而 Transfer Policy 不同於

Duplicate Policy 之處，在於產生新權利事實的同時，我們需將原權利事實移除，以符合

Transfer(移轉)之原意，如圖 13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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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3 權利與權利的結合:Duplicate Policy 及 Transfer Policy 

不同於權利屬性事實來源為授權條款提供者授予使用者，permit 屬性的事實來源是

使用者欲再授權某人之允許屬性事實，而我們透過 DRM 系統，讓使用者可產生 permit

之允許屬事實，例如 permitDuplicatePolicy_1(?x,?y)代表 x 允許 y，但仍需同時

duplicate(?x,?right,?resource) 且 play(?x,?resource) 事 實 為 真 ， 方 能 產 生

play(?y,?resource)，若不存在 duplicate(?x,?right,?resource)或 play(?x,?resource)事實，即使

permitDuplicatePolicy_1(?x,?y)為真，也無法產生 play(?y,?resource)。 

 規則用於複製屬性(Duplicate Policy) 

在複製權利(duplicate)和轉移權利(transfer)屬性裡，我們可以結合其他的權利屬性，產生

新的概念。例如，“某項規則代表擁有複製權且擁有某權利，並且允許(permit)給某人使

用，則某人亦擁有此權利屬性”。上述句子，若以規則表達如下(如表格 3、表格 4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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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格 3 規則用於複製屬性 

Copy(duplicate) 
rule  

Rule 

複製播放規則 
duplicate 
(?x,?right,?resource)  

∩  play(?x,?resource) ∩ permitDuplicatePolicy_1 
 (?x,?y) 

→  play(?y,?resource) 

複製列印規則 
duplicate 
(?x,?right,?resource)  

∩  print(?x,?resource) ∩ permitDuplicatePolicy_2 
 (?x,?y) 

→  print(?y,?resource) 

複製擷取規則 
duplicate 
(?x,?right,?resource)  

∩  extract(?x,?resource) ∩ permitDuplicatePolicy_3 
 (?x,?y) 

→  extract(?y,?resource)

複製結合規則 
duplicate 
(?x,?right,?resource)  

∩  embed(?x,?resource) ∩ permitDuplicatePolicy_4 
 (?x,?y) 

→  embed(?y,?resource)

複製編輯規則 
duplicate 
(?x,?right,?resource)  

∩  edit(?x,?resource) ∩ permitDuplicatePolicy_5 
 (?x,?y) 

→  edit(?y,?resource) 

複製規則 duplicate(?x,?right,?resource)  ∩ permitDuplicatePolicy_6 
 (?x,?y) 

→  
duplicate 
(?y,?right,?resource)

複製移轉規則 
duplicate 
(?x,?right,?resource)  

∩  
duplicate 
(?x,?right,?resource)

∩ permitDuplicatePolicy_7 
 (?x,?y) 

→  
duplicate 
(?y,?right,?resource)

 

 規則用於移轉屬性(Transfer Policy) 

同樣在轉移權利(transfer)屬性裡，我們可以結合其他的類別、屬性，產生新的概念。例

如，“某項規則代表擁有移轉權且擁有某權利，並且允許(Permit)給某人使用，則某人亦

擁有此權利屬性”。上述句子，若以規則表達如下: 

表格 4 規則用於移轉屬性 
Transfer rule  Rule 

移轉播放規則 
transfer 
(?x,?right,?resource)  

∩  play(?x,?resource) ∩ permitTransferPolicy_1 
 (?x,?y) 

→  play(?y,?resource) 

移轉列印規則 
transfer 
(?x,?right,?resource)  

∩  print(?x,?resource) ∩ permitTransferPolicy_2 
 (?x,?y) 

→  print(?y,?resource) 

移轉擷取規則 
transfer 
(?x,?right,?resource)  

∩  extract(?x,?resource) ∩ permitTransferPolicy_3 
 (?x,?y) 

→  extract(?y,?resource)

移轉結合規則 
transfer 
(?x,?right,?resource)  

∩  embed(?x,?resource) ∩ permitTransferPolicy_4 
 (?x,?y) 

→  embed(?y,?resource)

移轉編輯規則 
transfer 
(?x,?right,?resource)  

∩  edit(?x,?resource) ∩ permitTransferPolicy_5 
 (?x,?y) 

→  edit(?y,?resource) 

移轉複製規則 
transfer 
(?x,?right,?resource)  

∩  
duplicate 
(?x,?right,?resource) 

∩ permitTransferPolicy_6 
 (?x,?y) 

→  
duplicate 
(?y,?right,?resource)

移轉規則 transfer(?x,?right,?resource)   ∩ permitTransferPolicy_7 
 (?x,?y) 

→  
transfer 
(?y,?right,?resource)

 

雖然使用規則，能讓我們擴充原有的本體論架構，然而規則的知識表達方式不像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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體論的階層分明，也就是規則缺乏將知識概念以階層式架構呈現出來的能力和無具有結

構性(Structured)，以致於規則不容易被管理與維護，而規則與規則之間的關係並不明

確，也會有產生語意衝突的可能，導致無法決定(Decidable)是否衝突的問題[12]。 

 

3.1.5 運用 SWRL-R 的使用案例之設計 

我們將用3種案例探討用SWRL-R的使用情境，首先，我們先假設Alex擁有對於數位內容

音樂檔“Gravity.mp3”擁有以下的事實:duplicate(Alex,Right,Gravity.mp3)、

play(Alex,Gravity.mp3)及transfer(Alex,Right,Gravity.mp3)屬性事實(facts)。 

由於Alex擁有duplicate(Alex,Right,Gravity.mp3)、play(Alex,Gravity.mp3)及transfer 

(Alex,Right,Gravity.mp3)權利事實，透過先前SWRL-R規則，Alex將可以有以下的選擇: 

1.透過duplicate(Alex,Right,Gravity.mp3)結合play(Alex,Gravity.mp3)及允許特定某人

User即permitDuplicatePolicy_1(Alex,User)，以上的事實，經由SWRL-R規則之“複

製播放規則”推論，可以推論出play(User,Gravity.mp3)新事實。 

2.透過duplicate(Alex,Right,Gravity.mp3)及允許特定某人User即

permitDuplicatePolicy_6(Alex,User)，以上的事實，經由SWRL-R規則之“複製規則”

推論，可以推論出duplicate(User,Right,Gravity.mp3)新事實。 

3.透過duplicate(Alex,Right,Gravity.mp3)結合transfer(Alex,Right,Gravity.mp3)及允許

特定某人User即permitDuplicatePolicy_7(Alex,User)，以上的事實，經由SWRL-R規

則之“複製移轉規則”推論，可以推論出transfer (User,Right,Gravity.mp3)新事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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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用以下3個使用案例來描述SWRL-R規則之使用: 

 使用案例 1: Alex 複製產生播放權利給予 Bob 

由於Alex擁有事實duplicate(Alex,Right,Gravity.mp3)、play(Alex,Gravity.mp3)，若Alex允

許Bob擁有播放的權利之事實(則permitDuplicatePolicy_1 (Alex,Bob)為真)，透過“複製播

放規則”可以產生play(Bob,Gravity.mp3)的新事實，此新事實Alex可以給予Bob。 

在Bob擁有Alex所給予之play(Bob,Gravity.mp3)權利事實之後，若Christ向Bob要求

play(Christ,Gravity.mp3)權利事實，由於Bob並無複製權利duplicate 

(Bob,Right,Gravity.mp3)的屬性事實，即使Alex允許Bob擁有播放的權利之事實(則

permitDuplicatePolicy_1 (Bob,Christ)為真)，是無法得到play(Christ,Gravilty.mp3)，如圖14

所示。 

另外，假設Bob先前已擁有對於另外一首歌“MoonLight.mp3”有複製權利屬性，即為

duplicate(Bob,Right,MoonLight.mp3)，而Bob亦擁有play(Bob,Gravity.mp3)的事實，但於

MoonLight.mp3與Gravity.mp3是不同的實例，SWRL-R之複製播放規則下，是無法產生

新播放Gravity.mp3的權利事實，例如play(Christ,Gravity.mp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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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4 Alex 複製產生播放權利給予 Bob 

 

 使用案例 2: Alex 複製產生播放權利及移轉權利給予 Bob 

Alex擁有事實duplicate(Alex,Right,Gravity.mp3)、play(Alex,Gravity.mp3)及

transfer(Alex,Right,Gravity.mp3)因此，若Alex允許Bob擁有播放及移轉的權利之事實(則

permitDuplicatePolicy_1 (Alex,Bob)和permitDuplicatePolicy_7(Alex,Bob)為真)，透過“複製

播放規則”及“複製移轉規則”可分別產生play(Bob,Gravity.mp3)和duplicate 

(Bob,Right,Gravity.mp3)的新事實，此新事實Alex可以授予Bo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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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Bob擁有play(Bob,Gravity.mp3)及transfer(Bob, Gravity.mp3)的新事實後，Bob若允

許Chirsit擁有播放及移轉的權利之事實(則permitTransferPolicy_1 (Bob, Christ)及

permitTransferPolicy_7(Bob, Christ)為真)，透過“移轉播放規則”及“移轉規則”可分別產生

play(Christ,Gravity.mp3)和transfer(Christ,Right,Gravity.mp3)的新事實後，然而產生新事實

的同時，由於是執行移轉播放規則及移轉規則，原先的play(Bob,Gravity.mp3)及transfer 

(Bob,Gravity.mp3)因此被系統所刪除，如圖15所示。 

 
圖 15 Alex 複製產生播放權利及移轉權利給予 Bo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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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使用案例 3: Alex 複製產生播放權利、複製及移轉權利給予 Bob 

若Alex允許Bob擁有播放、複製及移轉的權利之事實(則permitDuplicatePolicy_1 

(Alex,Bob)、permitDuplicatePolicy_6(Alex,Bob)和permitDuplicatePolicy_7(Alex,Bob)為

真)，透過“複製播放規則”、“複製規則”及“複製移轉規則”可分別產生

play(Bob,Gravity.mp3)、duplicate(Bob,Right,Gravity.mp3)和transfer(Bob,Right,Gravity.mp3)

的新事實，此新事實Alex可以授予Bob。 

然而Bob擁有原Alex等同的權利之後，其亦可做同樣的動作，複製其權利給予

Chirst，如圖16所示。 

 
 

圖 16 Alex 複製產生播放權利、複製及移轉權利給予 Bo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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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6 SWRL-R 與限制(Constraint)權利屬性 

除了權利本體論之外，我們可以在我們原先的權利本體論中，增加限制權利屬性，來分

別對於呈現類權利屬性及衍生類權利屬性來可以限制。透過的“限制權利屬性”來對權利

的使用狀態做進一步的描述，例如使用次數(Count)及使用的有效時間(Period)常用的限

制權利性質之描述，這樣一來，我們將可以限制使用者對於權利屬性狀態做個量化的指

標，意指使用者其使用權利的耗盡狀態。  

對於呈現類權利屬性來說，我們可以用使用次數來限制呈現次數，如屬性

playConstraint(?x,?resource,?count)及printConstraint(?x,?resource,?count)表示，另外，對於

衍生類權利屬性，我們可以用使用的有效時間(Period)來限制使用者可以更改數位內容之

有效期間，當時間超過有效時間，將無法有任何衍生權利之使用。如

extractConstraint(?x,?resource,?period)、embedConstraint(?x,?resource,?period)及

editConstraint(?x,?resource,?period)。 

若為了配合限制權利屬性的使用狀態，在Duplicate Policy及Transfer Policy內，將原

Permit的參數，我們分別增加count或period參數以配合使用者之限制權利屬性性質如表

格5所示: 

表格 5 複製規則及限制權利屬性 
Copy(duplicate) 
rule  

Rule 

複製播放及限

制使用次數規

則 

duplicate 
(?x,?right,?resource)  

∩ play 
(?x,?resource)

∩ permitDuplicatePolicy_1
 (?x,?y,?count) 

→  
play(?y,?resource) ∩  
playConstraint 
(?x,?resource,?count) 

複製列印及限

制使用次數規

則 

duplicate 
(?x,?right,?resource)  

∩ print 
(?x,?resource)

∩ permitDuplicatePolicy_2
 (?x,?y,?count) 

→  
print(?y,?resource) ∩
printConstraint 
(?x,?resource,?count) 

複製擷取及限

制有效時間規

則 

duplicate 
(?x,?right,?resource)  

∩ extract 
(?x,?resource)

∩ permitDuplicatePolicy_3
 (?x,?y,?count) 

→  
extract(?y,?resource)∩
extractConstraint 
(?x,?resource,?period) 

複製結合及限

制有效時間規

則 

duplicate 
(?x,?right,?resource)  

∩ embed 
(?x,?resource)

∩ permitDuplicatePolicy_4
 (?x,?y,?count) 

→  
embed(?y,?resource)∩
embedConstraint 
(?x,?resource,?period) 

複製編輯及限

制有效時間規

則 

duplicate 
(?x,?right,?resource)  

∩ edit 
(?x,?resource)

∩ permitDuplicatePolicy_5
 (?x,?y,?count) 

→  
edit(?y,?resource)∩  
editConstraint 
(?x,?resource,?perio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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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限制權利屬性使用案例 1:播放次數 

假設由於Alex擁有事實duplicate(Alex,Right,Gravity.mp3)、play(Alex,Gravity.mp3)，若Alex

允許Bob擁有播放的權利之事實且次數為7(則permitDuplicatePolicy_1 (Alex,Bob,7)為

真)，透過“複製播放規則及限制使用次”可以產生play(Bob,Gravity.mp3)且playConstraint 

(Bob,Gravity.mp3,7)的新事實，此新事實Alex可以給予Bob。 

因此當某人若同時得到此play(Alex,Gravity.mp3)及playConstraint(Alex,Gravity.mp3, 7)，

意指Alex擁有播放Gravity.mp3的權利，但次數限制為7。 

 限制權利屬性使用案例 2:編輯期限 

假設由於Alex擁有事實duplicate(Alex,Right,Gravity.mp3)、edit(Alex,Gravity.mp3)，若Alex

允許Bob擁有編輯權利之事實且有效期限為“due-1-23-07”，意指2007年的1月23日(則

permitDuplicatePolicy_5 (Alex,Bob, “due-1-23-07”)，透過“複製播放規則及限制使用次”

可以產生edit(Bob,Gravity.mp3)且editConstraint(Bob,Gravity.mp3, “due-1-23-07”)的新事

實，此新事實Alex可以給予Bob，因此Bob將會有編輯數位內容Gravity.mp3的權利，但是

有效期限是到2007年的1月23日。 

 

3.2 要求授權條款通訊協定機制 

欲參與使用此數位內容的使用者播放數位內容時，則需要有授權條款方可進行，因此為

我們設計了要求授權條款溝通協定(Request License Protocol)來完成資源要求者向資源

提供者所要求。 

首先，當Provider接收到來自Requester的授權條款要求後，開始進行要求授權條款

溝通協定(見圖17)。Provider接收到Requester所提出的要求後，Provider向Requester要求

對此授權條款的offer要求。Requester收到offer要求後，假設Requester同意Provider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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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ffer，接著Provider收到Request所給予的offer要求後，Provider產生依照Requester的授權

條款要求的授權條款，之後Provider再授權給Requester的授權條款(此授權條款以

Requester的公開金鑰加密後再傳遞給Requester)。 

 

圖 17 要求授權條款通訊協定 

以上詳細的步驟可分為四個步驟 

Step 1. Requester要求數位內容的權利(Rights) ,同時Requester並同時提供其公開金鑰及

機器辨識碼(Requester's public key及Requester's Machine ID)  

Step 2. Provider向Requester要求對此授權條款的offer要求 

Step 3. Requester收到服務的要求後，同意Provider的offer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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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ep 4. Provider授權Requester的授權條款(此授權條款是以Requester的公開金鑰加密)

授權條款包含(Issuer Provider, Content Info., Requester’s Rights, Secret key, 

Requester's Machine ID) 

3.3 播放工具與授權條款的關係:使用數位內容或新授權條款的產生 

播放工具內需要有一對公開金鑰及私有金鑰，用以對授權條款加解密，此播放工具需要

記載者使用平台的機器辨識碼(Machine ID)等，以預防此播放工具被完整複製後移至另

一個平台上被使用，因為播放工具如果查覺到是在不同平台上，機器辨識碼將有所不

同，播放工具便無法被驅動使用。另外，播放工具內還需有驗證使用者身份的驗證模組、

本研究中所設計的SWRL-R推論模組，以便用來推論新事實。 

由於授權條款是以使用者播放工具內的公開金鑰加密保護，使用者播放工具內藏者

私有金鑰能將此授權條款解密，解密後得到Provider的授權條款: 

license (Issuer, Content info. ,Provider’s Rights, secret key, Provider’s Machine ID) 

Rights代表則使用者的使用權利，若使用者擁有複製或移轉權利，那麼使用者可以

選擇複製或移轉新權利予他人。然而，新權利的產生前，此使用者必需先向要求者得到

要求者的公開金鑰(Requester's public key)和要求者的機器辨識碼(Requester's Machine 

ID)，才能成為完整的Requrester的新授權條款如下: 

license (Requester’s Issuer:Provider, Content info. ,Requester’s Rights, secret key, 

Requester's Machine ID)  

此新授權條款最後再以Requester's public key加密，再授予被授權者使用。 

我們用系統流程圖簡述新授權條款的產生所以分為7個步驟，如圖18: 

Step 1. Requester提出授權條款要求，並提供其本身的公開金鑰及機器辨識碼license 

(Content info. , Rights, Requester's public key, Requester's Machine ID) 

Step 2. 使用者答應Requester提出授權條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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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ep 3. 使用者進入系統，系統驗證使用者的身份 

Step 4. 讀取數位內容，而數位內容是被保護，所以需要讀取授權條款 

Step 5. 讀取授權條款 

Step 6. 根據Requester所提出要求授權條款，執行規則推論 

Step 7. 產生的新權利再將Requester所提供的Requester's public key, Requester's 

Machine ID，以Requester's public key加密產生新的授權條款 

 
圖 18 新授權條款的產生流程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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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4 從創作者、內容提供者到末端使用者的完整案例: 

我們假設從剛開始時，Creator將數位內容Resource授權給Content Provider，而Content 

Provider負責將播放工具軟體架構好，Alex及Bob和Christ各自向Content Provider下戴屬

於他們各自的播放數位內容工具使用，如圖19所示。 

在此案例中，Alex向Content Provider要求play(Alex,Gravity.mp3)、duplicate 

(Alex,Right,Gravity.mp3)及transfer(Alex,Right,Gravity.mp3)三種權利，並且Content 

Provider同意和授予其所要之授權條款，之後Bob再向Alex要求play(Bob, Gravity.mp3)與

transfer(Bob,Right,Gravity.mp3)並且Alex同意和授予其所要之授權條款，最後Christ向Bob

要求play(Christ,Gravity.mp3)與transfer(Christ,Right,Gravity.mp3)權利並且Bob同意和授予

其所要之授權條款，而Bob移轉給Christ之前，Bob由於同意移轉播放規則與移轉規則予

Christ，因此Bob先後喪失其原先的play(Bob,Gravity.mp3)及transfer 

(Bob,Right,Gravity.mp3)權利後，便產生給予Christ之play(Christ,Gravity.mp3)與

transfer(Christ,Right,Gravity.mp3)權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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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9 初始狀態:Creator、Content Provider、Alex、Bob 及 Christ 

Step 1. Alex 向 Content Provider 要求 play(Alex,Gravity.mp3)、

duplicate(Alex,Right,Gravity.mp3)及 transfer (Alex,Right,Gravity.mp3)權利，Content 

Provider 產生 license (Issuer Content Provider, Gravity.mp3 Info., Rights, Secret key 

for Gravity.mp3, Alex's Machine ID) 

(1) Alex 向 Content Provider 要求上述的權利並給予自身的公開金鑰及機器辦識碼 

(2) Content Provider 同意 Alex 的要求，Content Provider 以 Alex 的公開金鑰將欲

授予之授權條款加密保護後傳給 Alex 

其授權條款內容為 license (Issuer Content Provider, Gravity.mp3 Info., 

play(Alex,Gravity.mp3)、duplicate(Alex,Right,Gravity.mp3) and 

transfer(Alex,Right,Gravity.mp3) , Secret key for Gravity.mp3, Alex's Machine 

I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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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0 Alex 向 Content Provider 要求 play(Alex,Gravity.mp3)、duplicate(Alex,Right,Gravity.mp3)及

transfer(Alex,Right,Gravity.mp3)權利 

Step 2. Bob 向 Alex 要求 play(Bob,Gravity.mp3)與 transfer(Bob,Right,Gravity.mp3)權利，

Alex 產生 license (Alex, Gravity.mp3 Info., play(Bob,Gravity.mp3) and 

transfer(Bob,Right,Gravity.mp3), Secret key for Gravity.mp3, Bob's Machine ID) 

(1) Bob 向 Alex 要求 play(Bob,Gravity.mp3)與 transfer(Bob,Right,Gravity.mp3)並給

予自身的公開金鑰及機器辦識碼 

(2) Alex 進入播放工具，系統驗證 Alex 的身份 

(3) 播放工具擁有 Alex 的私有金鑰，能將 Alex 的授權條款解密後讀取  

(4) Alex 根據 Bob 要求權利，選取複製規則(複製播放規則與複製移轉規則)，播

放工具依照 Alex 所擁有的權利事實放入推論器中後，衍生新的權利事實，此

新的權利事實再加入新的授權條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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複製播放規則: 

Rule  Facts New Fact 
duplicate 
(?x, ?rights, ?resource)  ∧
play(?x, ?resource)  ∧  
permitDuplicatePolicy_1 (?x,?y) 
→   
play(?y, ?resource) 

duplicate 
(Alex,Right,Gravity.mp3) 
 
play(Alex,Gravity.mp3) 
 
permitDuplicatePolicy_1 
(Alex,Bob) 

play(Bob,Gravity.mp3) 

複製移轉規則: 

Rule  Facts New Fact 
duplicate 
(?x, ?rights, ?resource)  ∧
transfer 
(?x, ?rights, ?resource)  ∧  
permitDuplicatePolicy_7 (?x,?y) 
→   

transfer(?y,?right, ?resource) 

duplicate 
(Alex,Right,Gravity.mp3) 
 
transfer 
(Alex,Right,Gravity.mp3) 
 
permitDuplicatePolicy_7 
(Alex,Bob) 

transfer 
(Bob,Right,Gravity.mp3)
 
 

(5) Alex 以 Bob 的公開金鑰將授權條款加密保護 

(6) Alex 將加密保護後的授權條款給予 Bob 使用 

License (Issuer Alex, Gravity.mp3 Info., play(Bob,Gravity.mp3) and 

transfer(Bob,Right,Gravity.mp3), Secret key for Gravity.mp3, Bob's Machine I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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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1 Bob 向 Alex 要求 play(Bob,Gravity.mp3)與 transfer(Bob,Right,Gravity.mp3)權利 

 

Step 3. Christ 向 Bob 要求 play(Christ,Gravity.mp3)與 transfer(Christ,Right,Gravity.mp3)權

利，Bob 產生 license (Issuer Bob, Gravity.mp3 Info., play(Christ,Gravity.mp3) and 

transfer(Christ,Right,Gravity.mp3), Secret key for Gravity.mp3, Christ's Machine ID) 

(1) Christ 向 Bob 要求 play(Christ,Gravity.mp3)與 transfer(Christ,Right,Gravity.mp3)

並給予自身的公開金鑰及機器辦識碼 

(2) Bob 進入播放工具，系統驗證 Bob 的身份 

(3) 播放工具擁有 Bob 的私有金鑰，能將 Bob 的授權條款解密後讀取播放工具擁

有私有金鑰，能將授權條款解讀  

(4) Bob 根據 Christ 要求權利，選取移轉規則(移轉播放規則與移轉規則)，播放工

具依照 Bob 所擁有的權利事實放入推論器中後，衍生新的權利事實，此新的

權利事實再加入新的授權條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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移轉播放規則: 

Rule  Facts New Fact 
transfer 
(?x, ?rights, ?resource)  ∧
play(?x, ?resource)  ∧   
permit TransferPolicy_1 (?x,?y)
→   
play(?y, ?resource) 

transfer 
(Bob,Right,Gravity.mp3) 
 
play(Bob,Gravity.mp3) 
 
permitTransferPolicy_1 
(Bob,Christ) 

play(Christ,Gravity.mp3) 

移轉規則: 

Rule  Facts New Fact 
transfer 
 (?x, ?rights, ?resource)  ∧  
permitTransferPolicy_7 
(?x,?y)→   
transfer 
(?y, ?rights, ?resource)   

transfer 
(Bob,Right,Gravity.mp3)) 
 
permitTransferPolicy_7 
(Bob,Christ) 

transfer 
(Christ,Right,Gravity.mp3)

 

由於是移轉(transfer)權利，移轉權利規則執行後，產生新的 play(Christ,Gravity.mp3)

及 transfer(Christ,Right,Gravity.mp3)時，play(Bob,Gravity.mp3)及 transfer 

(Bob,Right,Gravity.mp3)需分別被系統給刪除，才能達成轉移意義。 

(5) 以 Christ 的公開金鑰將授權條款加密保護 

(6) 將加密保護後的授權條款給予 Christ 使用 

license (Issuer Bob, Gravity.mp3 Info., play(Christ,Gravity.mp3) and 

transfer(Christ,Right,Gravity.mp3), Secret key For Gravity.mp3, Christ's Machine 

I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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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2 Christ 向 Bob 要求 play(Christ,Gravity.mp3)與 transfer(Christ,Right,Gravity.mp3)權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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