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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文摘要 

歐盟在 2001 年為因應資訊社會，制定資訊社會著作權與相關權利指令（Directive 

2001/29/EC of the European Parliament and of the Council of 22 May 2001 on the harmonisation of 

certain aspects of copyright and related rights in the information society）。後續，歐洲法院對本指

令，做出許多重要的判決。歐盟委員會（EU Commission）最近亦著手修改前開指令。歐盟

著作權領域的發展趨勢，可作為我國現正修改著作權法之借鏡。為此，邀請法律、社會學與

藝術領域的研究人員跨領域組成討論會，研究歐盟與我國著作權領域的最新發展。 

研究執行期間共舉辦 12 場討論會，探討著作權相關議題，包含電子資料庫保護、戲謔

仿作、私人重製補償金、公共圖書館 E-book 出借、設立超連結者之責任及全景自由、我國著

作權修法草案著作人格權與著作財產權、歐盟各國著作權數位化境內市場一致化建議(2016)

（COM/2016/0593 FINAL）、著作權科技保護措施與隱私權的衝突、原住民族傳統智慧創作保

護、微軟公司最新著作權實務發展、比特幣之法律性質與管制監理、私人重製補償金等。與

會人員除學術研究群成員外，亦邀請與議題相關之學者及專家共同討論。 

本研究達成之成果為完成歐盟近期著作權相關判決與修法議題，從法律學、藝術學、社

會學之跨領域整合評析；完成歐盟近期著作權相關判決或修法議題與我國或其他國家之比較

討論；透過學術研究群成員及與會人員共同與會討論，暸解各方之意見，作為未來發展學術

論文或研究計畫之參考。 

關鍵字：著作權、歐盟、科技保護措施、原住民族傳統智慧創作、比特幣、私人重製補償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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報告內容

壹、 每場次討論之題目及內容摘要

一、 電子資料庫保護

時間：106 年 08 月 01 日（星期二）10：30~13：30 
地點：國立臺灣科技大學研揚大樓八樓 TR-834 
會議主題：電子資料庫保護

報告人：國立臺灣科技大學工程學院兼任助理教授 楊芝青老師

國巨律師事務所資深律師 楊采文律師

與會者：國立臺灣科技大學科技管理研究所副教授 陳曉慧老師

國立臺北大學法律學系副教授 王怡蘋老師

國立臺北大學法律學系助理教授 陳皓芸老師

國立彰化師範大學美術學系副教授 吳介祥老師

東吳大學法律學系副教授 黃心怡老師

法律搜尋引擎 Lawsnote 創辦人 郭榮彥律師

普華法律事務所資深律師 鍾詩敏律師

紀錄： 國立臺灣科技大學科技管理研究所碩士生 黃韋霖同學

會議內容：

(一)  「探討歐盟資料庫指令相關判決」 楊芝青助理教授

資料庫，係指舉凡著作，資料，其他只要是獨立素材的集合，又有一定的系統或方法加

以編排，並得以電子或其他方式取用其中之各數筆資料者。歐盟資料庫指令的保護方式，指

對資料庫內容的取得、篩選或表現，有重大的投資，會員國能禁止他人取用或是再利用資料

庫的全部或是重要部分的利用。

從歐盟判決得知，衡量標準是舉證資料內容取得、篩選或表現，有重大投資，而非舉證

產製資料有重大投資。指令第七條的投資，係指取得外界獨立的資料後，把資料蒐集到資料

庫所投資的金額，並不包含產製資料的金額。另外，篩選，係指可以確保資訊是可靠的，或

是在資料庫製作時或在營運中偵測、確保資料的正確性。表現，是有處理資料功能，做系統

化的排列，向使用者能近用個別資料。

    使用 meta search engine，經法院認為也是再利用的一種，因此會落入指令的保護範圍，

在台灣亦有類似 meta search engine 或資料庫相關的案例，則是用公平交易法或著作權法保

護。

(二)  「歐盟資料庫指令立法背景及美國如何保護資料庫」 楊采文律師

歐盟在 1992 年提出倡議，希望建立資料庫專法，以協調法制執行上的不一致，及做 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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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度的保護，在英國商會支持下，歐盟指令在 1996 年大致完成草案初稿，採取財產權架構的

保護方式，並排除資料庫建造，對於資料利用或再利用的權利上排除的狀況。美國也因歐盟

草擬專法的關係，陸續提出相關法案，但碰巧遇到更重要的議題而被擱置，例如：鄰接權、

千禧年法案，且正反立場的積極辯論下，一直無法取得共識。

在沒有資料庫專法下，美國是透過著作權法、公平交易法或民法契約上的保護，以達到

市場上的平衡，且可以透過強化資料庫編排方式、契約或技術保護措施來強化資料庫本身的

保護，因此，到現在美國都無再立資料庫專法的嘗試，與歐盟是採取不同的態度。

(三)  問題與討論

    前述說明 meta search engine 的案例，違反歐盟的資料庫保護指令，亦就是被歐盟資料庫

指令所保護，但歐盟有無類似數位千禧年著作權法(DMCA)可以主張呢？meta search engine 多

屬非屬著作權資料之取用資料跟再利用。若要主張數位千禧年著作權法，則以涉及著作權侵

權為前提。

另外，在美國立法過程中，一直有正反兩方的辯論，而美國學術界一向反對立資料庫專

法，特別是學術性資料之資料庫，對科學界來講， metadata 等事實性資料之利用，不受著作

權法保護，如以權利保護資料庫，可能會使研究受到限制。

故宮博物院複製書法等收入故宮的資料庫，或是台灣愛樂有自己的音樂資料庫，在歐盟

資料庫指令下能否受到保護？需將舉證重點放在內容取得、篩選或表現，有重大投資，而非

舉證重製資料有重大投資，即可能受到保護。

後，在歐盟資料庫指令第七條之投資及重要部分皆採質化或量化評估，但質量化是否

有較具體的標準呢？目前仍然沒有一定的標準，因為各國的差異很大，仍須依個案判斷。

二、 戲謔仿作之判斷標準

時間：106 年 08 月 17 日（星期四）10：30~13：30 
地點：國立臺灣科技大學研揚大樓八樓 TR-812 
會議主題：戲謔仿作之判斷標準

報告人：國立彰化師範大學美術學系副教授 吳介祥老師

與會者：國立臺北大學法律學系副教授  王怡蘋老師

國立臺灣藝術大學藝術管理與文化政策所副教授 殷寶寧老師

國立臺北大學法律學系助理教授 陳皓芸老師

國立臺灣科技大學科技管理研究所副教授 陳曉慧老師

東吳大學法律學系副教授 黃心怡老師

自由藝術教育工作者 劉宗榮老師

國立臺北大學法律學系碩士生 林宜靜同學

國立臺灣科技大學科技管理研究所碩士生 楊斯涵同學

國立臺北教育大學文教法律研究所碩士生 謝慧靜同學

紀錄： 國立臺灣科技大學科技管理研究所碩士生 黃韋霖同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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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議內容：

(一)  「以案例討論諧擬與藝術挪用之判斷標準」 吳介祥副教授

首先，就諧擬的字源及定義，可以看出字源代表著諧擬的文化性及創造新的意思；而定

義可分為早期及近期，早期係指諧擬是從既有物中的特質做出可以辨認既有物的新創品，以

嘲弄既有物，達到幽默或挑釁的效果。而近期的定義是必須使可以讓人認出原使用作品，但

重要的是諧擬讓原作淡化，產生新的創作內容，因此諧擬作品跟原作之間的議題性會有一定

的差異性。但 Parody 不一定要對原作品的嘲諷為前提，典型的例子就是維納斯的誕生與漫威

英雄的結合及梵谷自畫像與米奇的結合，而這些也是合理使用，因為並不會侵犯到彼此的市

場。

第二，探討 Parody 在著作權法的地位，從 Trademark Parody: Lessons From the Copyright 
Decision in Campbell v. Acuff-Rose Music, Inc.文獻得知，諧擬除合理使用之要件，還須看創作

者之動機、創造性的成分、有無損害原創造者的利益及是否有混淆的可能性，因此創造裡必

要性的比例是藝術性的判斷。另外，說明美國著作人格權(VARA)只保障視覺藝術家，並把很

多現在應該保護的東西排除，但因視覺範疇一直變化，現在可能已經被修正。

第三，說明藝術挪用與著作權的關係，以陳文祥的眾物昇天系列為例，眾物昇天系列是

使用 Venus 的圖片，但 早使用維納斯的圖片是 1508 年 Giorgione 的 Sleeping Venus，到

1538 年 Titian 的 Venus of Urbino，之後則是 Édouard Manet 的 Olympia，但是以 Sleeping 
Venus 的概念創作的藝術家非常之多，而國內藝術家陳文祥是加上塑膠袋的 Venus，這些轉化

都屬於藝術挪用，因此可以知道藝術挪用是藝術的傳統。且從 Venus 的例子來看，藝術挪用

的淡化針對原作本身並不明顯，而是引用圖像的記憶力，但是著作權法在藝術品的挪用脈絡

跟歷史方面較少討論。

第四，探討著作權法合理使用的四個要素，以 Jeff Koons“Niagara”與 Andrea Blanch“Silk 
Gucci sandals”的案例來看，法院認定 Niagara 是屬合理使用，因為 Silk Gucci sandals 中的雙

腳在 Niagara 裡並非主要的構圖。再進一步討論，合理使用中第四個要素「有無影響潛在市

場的經濟」，以 Richard Prince“New Portraits”為例，Prince 是直接利用他人在 Instagram 的照片

展出，法院認為此作法是會影響潛在市場的經濟，因為一般人上傳至 Instagram 並非以販賣為

主。

除探討著作權法之合理使用外，各國對合理使用的限制也不盡相同，例如：美國與歐盟

在合理使用限制的差異，美國是採取合理使用的四要素，但歐盟是採取列舉規定，未列舉的

規定就無法受保護，因此相較於美國，歐盟的保護較不周全。

後，補充說明 Parody 的文化意涵，是因時因地而不同，及在藝術界裡，言論自由跟再

創造都是ㄧ種非常普遍的表達方式。

(二)  問題與討論

從法律面的角度定義出諧擬，但在藝術界是如何看待諧擬跟諷刺？諧擬的對象是一件作

品，但諷刺的對象通常是個人或是事情，因此諷刺作品較像人格權受侵害。但如果諷刺的對

象是作品呢？諷刺作品的話，就比較屬於作品上好壞的較勁。另外，從早期定義中看出挑釁

是諧擬的精神，但挑釁的意思是什麼?是指挑釁既有價值，來傳達新的觀點或價值，例如惡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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蒙娜麗莎的畫作。

諧擬的合理使用判斷，第一要素往往涉及商業利用。作者賣藝術作品會不會跟商業使用

有差別，如用藝術展的方式展覽，是否為商業使用呢？對藝術創作者角度而言，如果以非複

製性的藝術品，用藝術展的概念展出，應非商業性作為，因為藝術品並非為了販賣而生。但

也有藝術創作在設計過程中，即涉及周邊可量產的產品之商業性規劃。

第三要素，涉及使用的質與量。此為藝術性的判斷嗎？藝術家是如何判斷作品已經完

整，每個人的判斷標準都不同嗎？因為會涉及法官的裁量，但這很難說，例如：每個藝術家

判斷作品好壞都有心證，但其實判斷的結果不會差別太大，只是很難使用描述性的字眼表達

判斷結果。

接著在 Trademark Parody: Lessons From the Copyright Decision in Campbell v. Acuff-Rose 
Music, Inc.文獻中提到，諧擬會對市場造成利益傷害(如不公平競爭、使人對原作失去興趣)，
但上述所提及之利益傷害是否為著作權法所保護的範圍呢?評論、批評、詼諧仿作，造成銷售

市場的損害，於 Campbell v. Acuff-Rose Music (92-1292), 510 U.S. 569 (1994)案指出，並非合

理使用判斷的要素，重點在於是否造成替代性。

此外，藝術品味非著作權法在意的，以德國基本法藝術自由的保障來看，法官並沒有評

斷藝術價值的權利。但從眾多資料看來，法官雖然沒有使用好壞的字眼，但在判斷標準上已

涉及到藝術性的判斷。例如：在比例上之判斷、文字是否為評論或是否具有替代性之判斷。

法院的判決有時會讓人難以理解，像是 Patrick Cariou v. Richard Prince  United States 
Court of Appeals, Second Circuit. 714 F.3d 694 (2013)一案，被告的展覽有三十件作品，二審法

院 後結論是其中五件作品被退回，但為什麼法院是採取逐一審查？對藝術家來說，整個展

覽是一個概念，整個展覽的作品有其核心價值，法院逐件審查，與藝術家的策展觀點不符。

著作權法係保護著作，也可以保護編輯著作，例如以月光為主題策展，邀集所有的與月光為

主題的不同畫家畫作一起展出。但一個畫家以一個概念完成一次展覽時，與這種情況並不相

同，如果認為其中部分畫作，成立合理使用，其他則否，似與藝術家核心創作概念牴觸，關

於此點有進一步研究之必要。

在合理使用的第四要件中，保護現在與潛在市場的影響，從 Richard Prince “New 
Portraits” 的案例看出，觀念性的創作越來越多，而與一幅有藝術性經濟價值的畫相比，觀念

藝術的價值是否會等於市場經濟的價值，是非常難判斷，也跟著作權法所保護的經濟利益不

同。Richard Prince 的作品是屬觀念藝術，只是他的作品的展覽是在商業畫廊展出，其實傳統

的觀念藝術形態一開始都是為了展覽，並非販賣，且觀念藝術較大的比例是故意要背離市場

經濟的。

本次討論結論是，美國討論諧擬創作時，需看是否受言論自由的保障，如果沒有，再判

斷是否符合著作權法之合理使用。但在臺灣，憲法上言論自由之保障，係透過合理使用加以

認定，並不會直接引用憲法上的保障。另外，在場的藝術研究者、創作者認為，藝術挪用本

身應該是要被鼓勵的創作方式，因為藝術挪用是個觀看視角的創作，如果每個創作者在創作

時都要自我審查的話，反而限縮了此創作類型。

三、 私人重製補償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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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間：106 年 09 月 22 日（星期五）10：30~13：30 
地點：國立臺北大學三峽校區法學大樓 6 樓 604R 
會議主題：私人重製補償金

報告人：國立臺北大學法律學系助理教授 陳皓芸老師

與會者：國立彰化師範大學美術學系副教授 吳介祥老師

國立臺北大學法律學系副教授 王怡蘋老師

國立臺灣科技大學科技管理研究所副教授 陳曉慧老師

國立臺灣科技大學工程學院兼任助理教授 楊芝青老師

國立臺北大學法律學系碩士生 林宜靜同學

國立臺北大學法律學系碩士生 陳柏全同學

紀錄： 國立臺灣科技大學科技管理研究所碩士生 黃韋霖同學

會議內容：

(一)  「以歐盟法院判決為例說明私人重製補償金」 陳皓芸助理教授

一開始，WIPO 在 2016 年公布私人重製補償金研究報告，內容包含各國如何設定補償

金，大致可分為四種，如由政府補助；有補償金制度費率由政府決定；透過產業界交涉；須

法定程序決定。

於著作權指令第五條關於私人重製，如是自然人以個人使用為目的，雖不會侵害著作

權，但權利人可要求公正補償金，何謂公正補償金（fair compensation），目前無具體規範，

各會員國有立法形成空間。

接下來討論的兩個案件當事人皆屬奧地利之集體管理團體（下稱集管團體）與 Amazon
的訴訟，案件事實是奧地利著作權法第 42 條規定私人非商業目的的重製行為是被允許的，其

要件為單一著作物（single copies）、個人使用、非商業行為等，但設有補償金制度，且為集

管團體專有權利，其給付義務人是首度把儲存媒體或機器放至國內市場之人。

C-521/11 訴訟中，集管團體主張 Amazon 為給付義務人，惟 Amazon 抗辯已在德國給付

補償金。因此，奧地利 高法院向歐洲法院提出先決問題，第一，什麼情況收取補償金僅限

集管團體而非權利人。第二，行使對象是否針對首度把儲存媒體或機器放至國內市場之人，

不管儲存媒體是否供個人使用。第三，退款機制是否符合指令中的公正補償金。

歐洲法院針對上述問題，認為指令並未具體規範「公正補償金」，各會員國享有相當大的

裁量空間。第一個問題，法院認為公正補償金概念與因私人重製所導致權利人所受之損害有

密切關聯，但並未強制要求將全數補償金以現金方式給付權利人，意味著各國可依間接的方

式回饋部分補償金。

第二個問題，法院認為提供可用於重製之媒體給自然人，就足以正當化課徵私人重製補

償捐。

後，退款機制，是否符合指令？法院認為如毫無區分一律收費，是違反指令的，但有

適當的退款機制，仍會符合公正補償金。

C-572/14 中，Amazon 以總部設於盧森堡與德國，欠缺管轄權為由，請求駁回訴訟，問

題在於公正補償金所產生的請求權法律性質如何認定？法院大致見解與前案一樣。但本案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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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侵權行為事件的管轄權爭議，原則是以侵權行為地法院有管轄權，依據歐盟判例法，管轄

權的規定不包含契約上所生的請求權。而支付補償金的義務來自於法律規定，並非契約雙方

合意所達之共識；其次，集管團體若無收取私人補償金，應有 harmful event，亦符合管轄權

指令規定。但 Amazon 抗辯私人重製屬著作權法所允許，並非違法行為。法院則認為集管團

體是針對其未遵守依法應支付補償金的義務部分，導致違法行為製造損害，提起訴訟， 後

法院認定該案係屬管轄權指令第 5(3)條所稱的“tort, delict or quasi-delict”態樣，可得適用相關

規定認定管轄權。

(二)  問題與討論

Amazon 在 C-521/11 抗辯已在德國支付補償金，是否在其他國家能免除繳納補償金？法

院認為各國均有義務確保權利人因國內重製行為收到公正的補償金，因此僅憑於他國曾經支

付補償金一事，無法免除支付補償金的義務。另歐洲近期著作權法草案，討論授權契約的分

割，希望一個授權在其他國家也可使用，私人重製補償金是否納入該議題，是非常值得關

注。

私人重置補償金的性質是什麼？是權利限制還是法定授權？若是法定授權的話，是授權

給誰？依 C-572/14 是授權個人，因此個人的重製行為不違法。而法定授權之被授權人為利用

人，在日本規定給付義務人為利用人，權利人是集管團體，法律關係還是屬利用人與集管團

體間，但製造商有協力義務收取，類似代扣義務，若怠於義務仍會構成損害。例如：日本著

作權法並無違法協力義務有制裁規定，但法院在相關案件曾認為雖法律未明文規定違法協力

義務，如果怠於協力義務的話，還是可能造成集管團體的損害。

日本發現私人重製補償金制度的利用率不高，研究資料顯示補償金並非唯一選擇，著作

權人可以在訂定售價時，將可能的重製行為加入售價。因此徵收行為回到權利人身上，提高

產品售價，可能讓消費者不願購買？有個經濟學的說法，定毛理論，例如：一個包包定價

120 萬，但消費者還是願意購買，經濟學家認為只要有定價，消費者會依該定價認定商品的

價值。因此，圖書著作權人在圖書定價時，消費者可能不知定價已含補償金，因而不會影響

銷售。但也需考量取代性，如圖書或藝術創作對大眾可能有替代性，但昂貴包包是不可取代

的，在定毛理論下優勢較強。因此，整個制度失敗的成本，若改成方案二，全部轉嫁到 應

保護的人身上，是否為公平的作法？或從奧地利著作權法中強調損害，以稅捐方式徵收是否

較為合理，有進一步研究之必要。

四、 公共圖書館 E-BOOK 出借之研究 

時間：106 年 10 月 20 日（星期五）10：30~13：30 
地點：國立臺灣科技大學研揚大樓八樓 TR-812 
會議主題：公共圖書館 E-book 出借之研究 
報告人：國立臺北大學法律學系副教授 王怡蘋老師

與會者：國立臺灣科技大學科技管理研究所副教授 陳曉慧老師

國立臺灣科技大學工程學院兼任助理教授 楊芝青老師

國立台灣藝術大學藝術管理與文化政策所副教授 殷寶寧老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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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臺北大學法律學系助理教授 陳皓芸老師

東吳大學法律學系副教授 黃心怡老師

索引數位股份有限公司總經理 黃國禎總經理

國立臺北大學法律學系碩士生 陳柏全同學

紀錄： 國立臺灣科技大學科技管理研究所碩士生 黃韋霖同學

會議內容：

(一)  「從歐盟判決介紹數位化館藏著作及出借 E-Book 之權利」 王怡蘋副教授 
有關數位化館藏著作，於歐盟指令 RL 2001/29/EG 第 5 條第 3 項(以下簡稱歐盟指令)明

文，規定僅研究或個人利用，並於館內特定區域。曉慧老師在研究中發現各國轉換指令採不

同方式，以德國著作權法為例，該法第 52b 條前段與歐盟指令相同，惟但書限制數位化之著

作可同時提供之數量，不得超過館藏數量。且須支付適當之報酬，其請求權僅集體管理團體

行使。

以 C-117/13 判決為例，圖書館將出版社之書籍數位化，並依德國著作權法第 52b 條提

供，其爭議有三，並請歐盟法院解釋。第一，出版社已向圖書館提出要約，是否排除歐盟指

令第 n 款之適用？歐盟法院比較不同語言版本的用詞，應指實際合意之契約條款，而非僅提

出要約。除文意解釋外，也應考慮歐盟指令之目的為公共利益，且圖書館本身也為公共利益

之目的，因此若僅提出要約，是剝奪圖書館主張權利限制。第二，歐盟指令之利用行為是否

包含數位化著作？歐盟法院認為數位化為重製行為，但歐盟指令第 n 款僅限傳達或傳輸之公

開傳達權。然而，依目的性解釋，應賦予圖書館數位化著作之從屬權限，但圖書館不得依第

n 款將其全部館藏數位化。第三，利用人可否列印著作或儲存於隨身碟？歐盟法院認為該重

製行為並非第 n 款之範圍，但得轉化自歐盟指令第 5 條第 2 項第 a 款或第 b 款之國內法規定

而合法化。

因此，德國法院認為圖書館有義務採取可能且可期待之預防措施，防止利用人不法重製

著作內容。德國 VG Wort 執行第 52b 條，且於 2014 年發生上述案例，即使圖書館有加入團

體協約，仍採取觀望態度，導致 VG Wort 收入減少。因此，去年簽訂新的協議，其內容是僅

支付一次性以其未稅之零售價之 120%為應支付之費用，且機構負有管理和監督義務，協議是

否有用需待觀察。

接著討論出借 E-Book 是否屬於公眾出借權之範圍，以 C-174/15 判決為例。因荷蘭政府

認為，以數位方式出借電子書不屬於公眾借閱之例外規定，須額外擬定草案。但荷蘭圖書館

主張現行著作權法之公眾借閱應包含以數位方式出借電子書，故荷蘭法院向歐盟法院提出四

個問題。

第一，圖書館將電子書放在伺服器後再出借予使用者同時，其他使用者不能使用之做法

是否可行？歐盟指令之解釋應與國際公約相符，但公約僅解釋出租，歐盟法院認為出租及出

借有必要時可採不同之解釋方式。因此，為了達成指令之目的及圖書館之功能，並因應數位

化發展，以數位方式出借電子書屬於出借之範疇。第二，是否以權利耗盡之要件為公共出借

之要件？意指目前電子書採授權方式而非賣斷，是否有權利耗盡之問題？歐盟法院認為兩者

無關連性，但以前認知權利耗盡屬散佈權一環，且剝奪權利人之損害而增加權利金之補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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故歐盟法院認為歐盟指令並未禁止會員國加上額外之適當要件，如荷蘭之出借權與權利耗盡

綑綁，只是不必要每個國家都與權利耗盡之要件綑綁。第三，是否須考慮圖書館的版本為合

法？若非法可否出借？歐盟指令 2006/115 第 6 條雖未明確規定，但從對抗盜版之目的及私人

重製有明定之情形下，應解釋須為合法版本。

(二)  問題與討論

從 C-117/13 向歐盟法院提出之第二個問題，歐盟法院認為第 n 款依目的性解釋納入重製

權，但又為了避免權利過大，而限制系爭機構不得將其全部館藏數位化，標準何在？實務

上，我國國家圖書館(以下簡稱國圖)已將所有期刊數位化，當初數位化之目的僅因典藏且館

內空間不足。2000 年時，為配合遠距圖書系統，將數位化著作開放給讀者。約 2002 年著作

權法修正後，造成國圖數位化著作下架，促成民間資料庫之興起。因此，國圖另外推出館際

文獻傳遞服務，其做法是列印再寄送以避開公開傳播權。

有老師認為館際文獻傳遞是圖書館的服務之一，美國圖書館在館際傳遞是採取寄送影印

稿或傳輸寄送檔案。我國智慧財產局並不允許圖書館將全部館藏數位化，但以國家圖書館作

為全國出版品之法定送存機關，負有徵集、整理及典藏全國圖書資訊之責任，應支持全部數

位化。數位化後如何利用，才是大家應關心的重點。國圖應讓學術資源盡可能傳播，故需要

完整的典藏並解決授權環境。

近，立法院也有關於碩、博士論文授權修法議題。修法重點為除紙本論文外還需繳交

電子檔並授權給國圖。若通過修法，碩博士論文產業可能會瓦解。現今實務作法是強制授權

及公開，但可勾選是否同意於館外公開傳播，由學生自行決定，但有與會論者指出，政府為

何參與其中，是需考量的問題：碩、博士學生除授權予國圖公開，可否另外於華藝線上圖書

館公開？數位平臺業者認為是可以的，但我國實務程序是國家圖書館或其他數位平台透過學

校圖書館索取資料，若圖書館不支持國圖以外的數位平臺，學生就不會知道訊息。

歐盟法院對第三個問題解釋為若允許個人使用，就能列印著作或儲存於隨身碟？依個人

使用之規定處理，但德國並不允許接續性處理，係指同件事情卻以兩種以上合理使用之規定

串連，故歐盟法院之解釋與德國國內法衝突，而須處理疊合使用， 後演變成新增確保方

法，如簽切結書。

關於電子圖書之租借權如何運用，與產業習慣、購買圖書的模式、出版社的利益、使用

者的使用息息相關，如賣斷或年租。實務上發生於圖書館購買指定資料庫時，教育部之經費

需賣斷，但資料庫業者僅允許出租，即授權，例如：授權採年租金，其合約從 2008 年 1 月 1
日到 12 月 31 日並做成資料庫，此時，有人從 2008 年 7 月 1 日到隔年 6 月 30 日期間租借，

原權利人會主張從 12 月 31 日起為侵權，故宮博物院與華藝線上圖書館就曾發生過類似案例

且故宮博物院勝訴，導致出現只租不賣的情形。

第二個案例 C-174/15，若為授權之情況，圖書館可否直接出借，且能出借幾份？以 C-
117/13 案例提及授權之問題，雖然僅授權一個使用者且契約有約定限館內使用，但應認為只

要有繳交補償金就可任意使用包含出借。出借份數之問題，則視雙方授權金約定而定。

後，我國圖書館有關電子書部分大概是簽立授權契約並採取資料庫使用之模式，與 E-book 出

借係針對個別版本不同，未來是否會改變模式，值得觀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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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設立超連結之責任

時間：106 年 11 月 17 日（星期五）10：30~13：30 
地點：國立臺灣科技大學研揚大樓八樓 TR-812 
會議主題：設立超連結之責任

報告人：國立臺灣科技大學科技管理研究所副教授 陳曉慧老師

國立臺北大學法律學系副教授 王怡蘋老師

與會者：國立彰化師範大學美術學系副教授 吳介祥老師

國立臺北大學法律學系助理教授 陳皓芸老師

國立臺灣科技大學工程學院兼任助理教授 楊芝青老師

東吳大學法律學系副教授 黃心怡老師

國立臺北大學法律學系碩士生 林立中同學

國立臺北大學法律學系碩士生 林宜靜同學

國立臺北大學法律學系碩士生 陳柏全同學

紀錄： 國立臺灣科技大學科技管理研究所碩士生 黃韋霖同學

會議內容：

(一)  「從 C-160/15、C-527/15 案例談設立超連結之責任」 陳曉慧副教授 
設立超連結與向公眾傳達之權利有關，但何謂「向公眾傳達」，歐盟法院歷年之判決認為

有兩個累加之條件，一為需有傳達行為，二是將著作傳達到公眾。傳達行為包含傳送及再傳

送，如使用一個特定的技術方法，原則上均要個別由系爭著作的著作權人授權；公眾係指不

特定且相當大數量之潛在接收者。

此外，歐盟法院認定傳達對象包含新公眾，但德國已不認為傳輸對象需產生新公眾，德

國勢必要重新面對此問題。故歐盟法院做出一系列的判決，逐步地於以下所述之案例呈現。

C-160/155 之事實為荷蘭新聞媒體於網路上張貼連結致他人網站自由提供之受保護著作，

此著作未經著作權人 Playboy 公司同意出版。此一張貼超連結之行為，是否成立「向公眾傳

達」？本案之重點在於，法院認定為經濟利益張貼連結者，應推定認識所連結著作欠缺權利

人同意而上網。亦即，營利行為人有調查之責任。

C-527/15 案例事實是有人在網路上銷售多媒體播放設備，其中有 add-on 以超連結至受著

作權法保護但未經授權之著作，主要爭點是：銷售多媒體播放設備並安裝 add-ons 提供超連

結到受著作權保護的著作，使得以不經權利人授權地直接存取，是 2001 指令第 3 條第 1 項的

「向公眾傳播」嗎？歐盟法院重申之前的立場，指出判斷「向公眾傳播」必須個案、綜合考

慮若干標準：首先，利用人要主觀上完全認識他的介入行為的結果，是使他的顧客的可以存

取著作。以及如果沒有此介入行為，他的顧客，原則上，不能享用這個廣播著作。其次，公

眾是指不確定數量的潛在觀賞者，同時暗示為相當大的數量。第三，「向公眾傳播」必須使用

特定科技方法，與原先使用不同，若否，應該向「新公眾」為之，也就是權利人授權初始向

公眾傳播其著作時沒有考慮到的公眾。 後，在很多情況，傳播之營利性質，並非無關緊

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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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於上述標準，歐盟法院在本案中，不僅認定設立連結為向公眾傳播行為，且販售含有

add-on 超連結之視聽設備，也屬之。此一視聽設備並非僅僅提供物理設施。 
C-527/15 另一個重點是，串流是否為暫時性重製之例外？基於歐盟法院一向從嚴認定指

令第 5 條第 1 款之三步測試，法院採取否定見解。由此，設備的使用者，可能也侵害了著作

權。

(二)  「從台灣案例談論設立超連結之責任」 王怡蘋副教授

接著講述台灣案例，以 103 年度刑智上易字第 93 號及 104 年刑智上易字第 76 號判決，

兩者事實內容皆是被告使用電腦設備連線至網際網路架設網站，並於網站內張貼標題有系爭

著作各集視聽著作權字樣。判決理由，係行為人於自設網站上嵌入 YouTube 之超連結網址與

語法，供他人得以點選超連結至 YouTube 網站上觀看他人之視聽著作，不構成公開傳輸，惟

行為人如知悉嵌入之內容或連結的網站內容屬於未經他人授權之非法檔案，仍透過超連結的

方式提供在其他網站上時，有可能成為他人侵害著作權之共犯或幫助犯。兩則判決理由皆來

自於經濟部智慧財產局函釋第 1060721 號，若明知該連結之影片有侵害著作權之情事，而仍

透過超連結的方式提供給公眾，則有可能成為侵害著作財產權人公開傳輸權的共犯或幫助

犯，恐負共同侵權責任。

(三)  問題與討論

 針對 C-527/15 案例，我國也有機上盒之案例，於 104 年刑智上易字第 82 號，判決不成

立第 87 條第 1 項第 7 款，理由是雖機上盒有軟體，但實際上消費者是透過軟體觀看並非透過

機上盒，故不屬第 7 款之其他技術。而當初增訂該款之立法目的是為解決 P2P 問題，因 P2P
非中央傳輸裝置，無中央伺服器，故智慧局增訂該款認為只要提供程式視為侵害著作權。

於台灣案例中，若設連結至合法網頁就無侵害著作權(公開傳輸權)？是的，在我國，掌

握伺服器者會成立正犯，使用者(張貼超連結者)僅成立共犯或幫助犯。 
無營利目的之張貼連結者，經通知後有取下義務，於美國實務執行上也有困難，一則

是，實務上操作通知到取下約兩個月，曠日廢時。二則是，所僱用之人員未必有能力判斷？

以營利為目的之利用人，於歐盟須履行查證義務是否可行？仍有疑問，一、被連結網站

內容之違法外觀，並不明顯。二、營利利用人並非一定具有規模，未必有查證能力。

後，我國張貼連結者需不需要獨立負責？我國張貼連結者於刑法上屬幫助犯，於正犯

不存在或無法證明時，張貼連結者無刑事責任。可能需依民法第 185 條請求民事賠償，歷來

高法院見解如 101 年度台抗字第 493 號：「民事上之共同侵權行為與刑事上之共同正犯，

其構成要件並不完全相同，共同侵權行為人間不以有意思聯絡為必要，若行為關連共同，亦

足成立共同侵權行為。…」。 

六、 全景自由

時間：106 年 12 月 01 日（星期五）10：30~13：30 
地點：國立臺灣藝術大學教研大樓 5 樓藝政所簡報室 
會議主題：全景自由

報告人：國立臺灣藝術大學藝術管理與文化政策所副教授 殷寶寧老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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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會者：國立臺灣科技大學科技管理研究所副教授 陳曉慧老師

國立臺北大學法律學系副教授 王怡蘋老師

國立彰化師範大學美術學系副教授 吳介祥老師

國立臺灣科技大學工程學院兼任助理教授 楊芝青老師

東吳大學法律學系副教授 黃心怡老師

國立臺北大學法律學系碩士生 林立中同學

國立臺北大學法律學系碩士生 林宜靜同學

國立臺北大學法律學系碩士生 陳柏全同學

紀錄： 國立臺灣科技大學科技管理研究所碩士生 黃韋霖同學

會議內容：

(一)  「討論歐盟對全景自由之現況及美國對建築著作之政策」 殷寶寧副教授

首先，歐盟討論全景自由的原因在於，如果在英國拍攝建築物可將照片上傳，但在瑞典

則不可，且歐盟並無規範對全景自由之內容、範圍或解釋，故發生此事件後，歐盟想對全景

自由有統一見解。

起源是於 2016 年瑞典的 Wikimedia 想利用公眾自由上傳的照片，建立戶外公共場所美術

著作資料庫，提供大眾免費使用時，著作權人團體主張侵害其權利。雖瑞典著作權法第 24 條

允許商業性利用戶外公共場所永久設置或展示的公共藝術。但瑞典 高法院認為本條應依據

2001 年歐盟資訊社會著作權指令之意旨解釋，即應該考量三步測試原則：該例外是否僅限於

特定情況、未損害著作正常利用、以及未不合理損害作者的合法利益。但當網路加速了公共

建物、戶外公共藝術品利用的便利性、多樣化，擴散範圍也更為廣大，著作人、創作者之利

益，應如何平衡，實有進一步討論之必要。

故歐盟 2001/29/EC 著作權指令允許成員國在其著作權法內包含全景自由條款，但不強制

要求。因此，德國及英國之著作權法皆有全景自由的概念。但也有無全景自由規定之國家，

如義大利、法國等，可能與國家是以文化資產、觀光為主有相當大的關係。

如義大利發生過多次抗議，但義大利政府仍堅持禁止發布公共場所的攝影複製品，並從

Codice dei beni culturali e del paesaggio（中文名稱翻譯為文化遺產與景觀法）可看出該法規定

以商業目的發布文化物品的圖片前必須獲得「藝術和文化遺產部」在當地分支機構（即

Soprintendenza）的授權。 
 在美國，建築著作被認為重要，但於建築領域很少討論。因此美國著作權法於 1790 年僅

規範書籍、地圖和圖表。於 1909 年擴大著作權保護的範圍，但仍未納入建築著作，僅意識到

可能屬科學或技術的圖稿或模型（drawings or plastic works of a scientific or technical nature）。
直到 1976 年才將建築師的平面圖及圖稿納入，並於 1990 年通過建築作品保護法，在既有著

作權法中列入建築作品，並規定在第 17 章第 102 條第 a 項第 5 款及第 8 款。 
 但根據第 102 條第 a 項第 8 款有兩個重要的限制，第一限制是當建築物在公共場所可見

時，建築師無法阻止人們拍攝照片或以其他方式製作建築物的圖像。第二限制是受著作權保

護的建築物所有者有權利對建築物進行改建，銷毀或破壞，建築師也無法阻止自己設計的房

屋所有者改變或破壞建築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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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者為第 102 條第 a 項第 8 款 architectural work 所保護之著作類型，美國 Copyright 
Office 定義是人類可居住的建築物，包含永久及臨時的建築物如房子、教堂等，但橋樑、水

壩、步道等屬土木工程之結構性建築物不在保護範圍。

後，處理全景自由問題，很多國家法律會因拍攝者所處位置是否為公共空間而有所差

別。如奧地利，拍攝者的位置並不會對全景自由造成任何影響。但在德國，全景自由僅圖像

於公共場所拍攝時才適用，且拍攝者使用一般人無法拍攝之角度不算是公共空間。

(二)  問題與討論

首先，討論全景自由議題前，想了解藝術家平常會關心自己的作品放在戶外場所有無被

拍照？藝術背景老師認為藝術家應較在意的是作品受到注意。

瑞典之案例中，法院認為由於 Wikimedia 所欲建置之網路開放資料庫，並非不具重要的

商業價值，因此該商業價值應歸屬於著作人，在欠缺合理補償著作人的情況下，不成立本例

外。有老師認為這非常詭異，因維基百科強調自由使用（no longer be free），法院卻認為維基

百科之網路開放資料庫並非不具重要的商業價值，將是另一數位化之後對於資料的態度。

有老師提出在談論美國部分的時候，大部份法院認為只有建築圖的著作權，並無專屬蓋

建築物的權利，但如果是工法或是特殊的設計，工法可能受到專利法保護，特殊的設計也可

能有另外著作權產生。但也有部分老師認為很多東西有技術上的創新，屬於設計專利。以國

際競圖為例，實務上營造商營造技術作法如果是採一比一，該作法能否於其他地方運用，仍

是問題。但也有老師提出疑惑，詢問該技術是歸屬於誰？該問題就需看當時合約是如何簽

訂，若工藝師自行創作施工方法，應自行申請專利。但於大型案子，大部份相關產出都歸屬

業主。大多工藝師較無智慧財產權的概念，係將技術以秘密來保護。

會議中美國提到第 102 條（a）（8）architectural work 所保護之著作類型，Copyright 
Office 之定義，不包括結構性建築物，但土木工程之結構性建築物都是有名的案例，為何不

受著作權之保護，還是會用文化資產保護？若不受著作權之保護，應該會用文化資產保護，

但我國會依著作權法保護，如即將興建之淡江大橋，依美國 Copyright Office 的解釋，不保護

結構性建築物，但其設計圖仍可以受著作權之保護。

全景自由在歐洲尚未引發熱烈討論，且有惡搞照片說明一旦無全景自由後，出版或張貼

的作品會沒有建築物，故歐盟想統一見解，實質上仍有困難，值得再繼續觀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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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 我國著作權修法草案著作人格權與著作財產權相關問題、歐盟各國

著作權數位化境內市場一致化建議(2016)背景與前言及各條文 

時間：107 年 1 月 20 日（星期六）10：30 ~ 17：30 

地點：台北市大安區新生南路三段 76 巷 5 號 1 樓 

會議主題一：我國著作權修法草案著作人格權與著作財產權相關問題 

會議主題二：歐盟各國著作權數位化境內市場一致化建議(2016)背景與前言（COM/2016/0593 

final） 

會議主題三：歐盟各國著作權數位化境內市場一致化建議(2016)各條文（COM/2016/0593 

final） 

報告人：國立臺北大學法律學系 王怡蘋教授 

國立彰化師範大學美術學系 吳介祥副教授 

國立臺北大學法律學系 陳皓芸助理教授 

與會者：國立臺灣科技大學科技管理研究所 陳曉慧副教授 

國立臺灣科技大學工程學院 楊芝青兼任助理教授 

東吳大學法學院  黃心怡副教授 

中研院文哲所 李佳穎研究助理 

紀錄： 國立臺灣科技大學科技管理研究所 黃韋霖碩士生 

會議內容： 

(一)「我國著作權修法草案著作人格權與著作財產權相關問題」 王怡蘋教授 

針對我國著作權法修正草案（院會版）逐條討論，並深入討論著作權法修正草案（院會

版）第 17 條、第 20 條、第 35 條、第 36 條，透過著作權法修正草案（院會版）之修正理

由，檢視該修正是否合適並提出建議。 

著作權法修正草案（院會版）第 17 條（現行著作權法第 15 條），刪除「依學位授予法撰

寫之碩士、博士論文，著作人已取得學位者」，不再推定著作人同意公開發表其著作。修法理

由為參酌各國著作權法並無碩、博士論文推定公開發表之規定，且有關碩、博士論文經送國

家圖書館後是否公開提供公眾之問題，應回歸「學位授予法」規範，爰刪除同項第三款規

定。並於「學位授予法」修正草案新增「國家圖書館保存之碩士、博士學位論文、專業實務

報告、書面報告或技術報告，應提供公眾閱覽其內容。但涉及機密、申請專利或依法不得公

開，經學校認定，得不予提供或於一定期間內不為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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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會者有認為雖依學位授予法修正草案「提供公眾閱覽」，但有無公開發表係自己決定。

然在圖書館提供公眾閱覽是否為公開發表之一種？係著作權法修正草案（院會版）第 3 條第

15 款公開發表定義中之「其他方法」，或僅於圖書館提供一兩本仍不足以認定為公開發表？

仍須回歸著作權法公開發表討論，此非學位授予法規定的範圍。 

著作權法修正草案（院會版）第 20 條（現行著作權法第 18 條）：「著作人死亡者，關於

其著作人格權之保護，視同生存，任何人不得侵害。但依利用行為之性質及程度、社會之變

動或其他情事可認為不違反該著作人之意思者，不構成侵害。」刪除「或消滅」、「或存續」，

修正理由為法人消滅後，其著作人格權受侵害並無法主張救濟，與自然人可由遺族或遺囑指

定之人主張之情形不同。智慧局亦於第 46 次諮詢會議說明，法人消滅後，即無人能保護，因

此，要不就是採取非告訴乃論（刑事追訴），要不就是刪除對於法人消滅後之保護。然若刪除

法人消滅後的著作人格權保護，但著作財產權尚未消滅，即有可能發生他人任意公開發表、

修改法人出版著作，而對著作財產權造成影響。因此，著作人格權之保護不應獨立處理，應

考量與著作財產權之關聯性。在權利主張上，或可參考法國設立委員會，指定專責機構辦

理。 

同條第二項增訂「前項規定，於第十七條之保護，除著作人已為不予公開之表示，或依

前項但書所定情事可認為違反著作人意思之情形外，公開發表著作人生前未公開之著作者，

不構成侵害。」修正理由說明「增訂第二項。依第一項規定，著作人死亡者，關於其著作人

格權之保護，視同生存，任何人不得侵害。惟有鑑於公開發表與著作之利用關係較為密切，

涉及公益程度較高，就著作人死亡後之公開發表權保護應有所限制，爰增訂除著作人已為不

予公開之表示，或依第一項但書所定情事可認為違反著作人意思之情形外(例如：書信、日記

等私密文書等，依社會通念，公開發表應可認為違反著作人之意思，則仍不得公開發表)，原

則上公開發表著作人生前未公開之著作，不構成侵害，以限制著作人死亡後之公開發表權之

行使，俾促進著作之流通及國家文化發展。」然，以「涉及公益程度較高」，作為限制公開發

表權死後保護的理由，顯然欠缺理由。且草案預設除了生前表明不公開，即應公開。將「應

可認為違反著作人意思，不應公開」之爭議，從現行法由主張公開之人，改由不欲公開發表

之家屬、遺族，必須負擔訴訟成本與舉證責任，亦欠缺正當的理由。且國人並無撰寫遺囑的

普遍習慣，遑論特別表示著作死後不予公開。公開發表權死後保護，主要係維護家屬、遺族

對著作之人格情感關聯性、以及仍涉及到著作財產權市場利益。若欲處理前總統、高級政府

官員之書信、日記，應另以專法處理。對於一般人民死後著作公開發表著作之人格與財產利

益，仍應由人民自主決定。 

著作權法修正草案（院會版）第 35 條第 1 項第 2 款規定：「錄音著作人專有以下權利

二、改作」。智慧局認為改作後未完成創作，係屬重製；改作後成為創作才屬改作權。同草案

第 3 條第 11 款，改作須就原著作另為創作。然問題在於，是否只要有創作即為已足，不必達

到衍生著作？同草案（院會版）第 32 條明定「著作人除本法另有規定外，專有將其著作改作

成衍生著作之權利」，為統一法律用語，避免爭議，建議修正成錄音著作人專有「改作成衍生

著作」。 

著作權法修正草案（院會版）第 35 條第 1 項第 3 款、第 4 款：「錄音著作人專有：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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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移轉所有權之方式散布其著作原件或重製物。四、以出租之方式散布其著作原件或重製

物。」由於，散布已於著作權法修正草案（院會版）第 3 條第 12 款定義，且散布僅能散布原

件或重製物，故建議刪除「原件或重製物」字樣。 

著作權法修正草案（院會版）第 36 條第 1 項第 1 款：「表演人就其為固著之表演，專有

以錄音、錄影方式重製。」智慧局不採國際條約以錄音「物」、錄影「物」方式立法。由於本

款在處理第一次固著權，而錄音、錄影僅是錄音物、錄影物固著的一種方式，目前草案限縮

了國際條約賦予的權利範圍，建議修改為「表演人就其未固著之表演，專有以下權利：

一、。首次固著權。」並於第 3 條第 17 款增訂固著之定義，「係指對聲音、不論有無附隨聲

音之動態影像，或其二者呈現方式之體現，使其可透過裝置予以感知、重製或傳達。」 

(二)「歐盟各國著作權數位化境內市場一致化建議(2016)背景與前言（COM/2016/0593 

final）」 吳介祥副教授 

歐盟各國著作權數位化境內市場一致化建議之背景在於，一般而言藝術家之談判力有

限，故應盡量讓授權透明化，使創作端及使用端權利平衡。從評估方面，2013 至 2016 年有

三段公共的利益相關人的諮詢，對於電商、數據、資料、雲端等平台的權利、限制、保護項

目提供諮詢。有出版者和利用者鏈的著作權諮詢，以及全景例外的諮詢。因此效益評估後，

發現需透明化，但各國可各自有其例外？除了透明化外還有可調整和斡旋的機制？都是應考

量之重點。 

創作者的基本權利受歐盟的基本權憲章保障，並由授權機制加強著作權人的收入，而基

於共同利益的考慮，例外的對權利獨佔做限制，是合理的。這些例外限制措施是著眼於教育

需求和文化多樣性。根據此方針，對利益相關人權利和責任的影響是有限的，因應的平衡措

施對於從業的自由、表達自由和資訊自由，都有憲章條文保障。 

(三)「歐盟各國著作權數位化境內市場一致化建議(2016)各條文（COM/2016/0593 final）」

陳皓芸助理教授 

其中針對歐盟各國著作權數位化境內市場一致化建議隻第十三條、第十四條、第十五

條、第十六條分別論述： 

第十三條為資訊儲存服務提供者應與權利人合作，採取適當措施確保平台上的資訊已取

得權利人同意。約略係指著作權人應能對於其作品市場價值有所評估。一般來說創作者在授

權過程的談判力較弱，需給予相當的資訊，因此需要透明性，並對簽約雙方和後繼的權利得

以交換訊息。各國的透明化方式應依類型屬性，提供諮詢。執行有一個過渡期。如經協調，

利用企業不需透明化? 歐盟的一致化措施給予授權雙方和後繼權利人的空間較少，因此透明

化執行，對於收入過低或利益不平均者，應有調節機制。對特殊情況和一般執行，創作者應

可在有責機關或法院捍衛權利。創作者常常在與簽約對方有利益衝突時，會迴避法庭的訴

訟，因此各國在透明化建置和調整契約時期，應該預設爭議協調的機制。 

第十四條、第十五條、第十六條為強化權利人在授權關係中的地位。其中，第十四條為

透明度，使權利人了解其著作之利用情形，其中第一款為確認授權者有分得利益，第二款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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調節不平衡關係，第三款為當創作者在全體作品中份量微不足道，則不必揭露訊息。第十五

條契約調整機制，約略係指若原授權契約的創作者在取得權利金與使用者的比例差異太大，

應有要求調整的機制。第十六條為紛爭解決機制，約略係指各國根據上面兩條，契約調整機

制應有自願和有彈性的協調管道。 

八、 著作權科技保護措施與隱私權的衝突 

時間：107 年 3 月 9 日（星期五）13：30 ~ 16：00 

地點：國立臺灣科技大學研揚大樓八樓 TR-812 

會議主題：著作權科技保護措施與隱私權的衝突 

報告人：國立臺灣科技大學工程學院 楊芝青兼任助理教授 

國巨律師事務所 楊采文資深律師 

與會者：國立臺灣科技大學科技管理研究所 陳曉慧副教授 

國立臺北大學法律學系 王怡蘋教授 

國立彰化師範大學美術學系 吳介祥副教授 

國立臺北大學法律學系 陳皓芸助理教授 

東吳大學法學院  黃心怡副教授 

紀錄： 國立臺灣科技大學科技管理研究所 黃韋霖碩士生 

會議內容： 

廣義數位權利管理(Digital rights management，DRM)概念，應指無論以何種方式的利用

只要達到權利人能控制使用者即可。又可分為科技保護措施(Technological Protection 

Measures，TPM)及權利管理資訊(Rights Management Information，RMI)。 

數位權利管理(DRM)該如何設計，首先需標示著作物，找出著作物上的權利內容，且須

權利標示儲存平台上，並加上執行，亦即 RMI 與 TPM。簡言之，數位權利管理係以科技方

式執行著作權的機制，最基礎的架構至少有三，客戶端設備、內容端的伺服器、授權端的伺

服器。 

因此出現 Data Industry（資料交換網站），服務內容為提供任何管道蒐集的資料，再將資

料打包放置該平台販賣。打包內容包含第三方 Cookie，網站的媒體內容服務提供者會提供

Cookie 與本身電腦連線，觀看使用者的裝置、趁機蒐集瀏覽紀錄或習性。也有 Cookie 係由第

三方部署，於不同網站上放特定 Cookie，透過機制蒐集不同網站的串連使數位主機更詳細與

龐大，故第三方 Cookie 是資料網站的最大供應商。 

以臉書網頁版為例，分為粉絲牆及廣告版位，前者位於頁面中間，係廣告業者與臉書簽

署廣告協議，針對性別、年齡、區域及網路粉絲專業的偏好，由臉書鎖定適合的客戶並刊登

廣告，並以接觸率換算廣告費。後者位於頁面右側，來源較前者廣泛，臉書與主要合作廠商

BSES 互換名單，如曾旅遊或曾點選過商品之名單，透過資料買賣，臉書將自動排廣告於頁

面右側，再獨立向廣告業者收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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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上所述，資料不僅在著作權領域產生，Data Industry 何時與數位權利管理有關聯？並

不難想像，如於公眾觀看 Netflix 行為之著作權保護行為，Netflix 也收集包含跳轉頁面、何時

觀看等資料。若公眾不想讓業者觀看，是否會破壞 DRM 機制，為探討重點之一。從 DRM 

and Privacy 文獻得知，Julie E. Cohen 一直主張著作權及隱私權並非衝突之價值，是可同時提

升保護兩者。 

因此，數位權利管理與隱私間之關聯性為何，有關內容及存取之保護措施大致分為兩

類，第一是當進入著作物時，蒐集資料以判別是否經授權進入存取；第二是避免逾越權利範

圍使用，將不能重製、轉存或列印等為保護著作之內容額外增加的限制。藉由上述兩類又可

分為四類隱私議題，第一類為不告知蒐集何種資料、第二類為蒐集過多資料、第三類為服務

業者在蒐集使用者資料後，發現其價值。第四類為長期監看使用活動。上述四類皆屬超乎原

先期待之使用，意指個資法上特定目的外利用。 

數位權利管理屬法律上之定義，但 Content Protection Technology (CPT) 不一定落入 DRM

的範疇，其概念仍能保護內容，CPT 機制對隱私保護的傷害從輕到重，第一層級到第十層分

別為加密容器、拒絕存取、於著作物上記載著權利人與被授權人之浮水印、無法拷貝及印

製、自我刪除、利用爬蟲方式進行網路監控、定期爬蟲、著作物將自動記載使用記錄、ID 控

制、Cookies。其中，第六層及第七層級不同之處，係第六層為防止侵權的一種方法，但第七

層係先將自己的著作物作浮水印，再透過網路爬蟲抓違法行為。 

目前歐盟以 2017 年施行的 GDPR 為主，當著作權人欲利用 DRM 蒐集個資時，將遇到哪

些遵守事項？第一點，Directive 2001/29/EC 並無排除其他法規之適用，亦即當著作權人採用

DRM 及其他措施時，亦需遵守個資指令相關規定。個資蒐集之原則強調透明性及必要性，前

者落實於告知義務上，後者係指蒐集資料是為了履行提供著作物之服務契約所必要的範圍。

第二點，GDPR 明確將 IP 位址列為間接識別個人資料之一，起因係來自於 Case C-852/14，事

實係德國政府針對個別法案作公眾意見徵詢，政府透過 Cookie 可知使用者為何人，故使用者

主張德國政府係未經使用者同意過度蒐集，應停止蒐集。 

德國聯邦最高法院認為該議題應區分兩種狀況，其一為使用者與網站若無從事諮詢或交

流且無留下資料，單就 IP 並非是個資，其二為曾於網路意見徵詢中留下個資，逕而特定使用

者為何人，IP 位址屬個資之範圍。該案為動態 IP，雖僅 ISP 業者知悉被配發人，但若與網站

上提供之其他個資結合，法院認為仍屬個人資料。歐洲法院(ECJ)亦認為網站服務業者可透過

動態 IP 結合 ISP 業者既有可供必要去辨識個人的資料，動態 IP 應屬間接識別之特定個人資

料，該解釋使網域世界的個資法適用範圍更廣。 

當事人必須明確表示同意可以蒐集及基於履行契約或締約所必要，均為 GDPR 可合法處

理個人資料之事由，後者與 DRM 較為相關。然告知需哪些事項，與我國個資法相似，較特

別的為資料可攜性，於修法時新增，意指當個資控管者依契約關係、當事人同意他人蒐集資

料時，當事人有權讓蒐集方將該筆資料提供給當事人，或是以機械可讀、標準化、格式化、

相容格式方式提供給指定之人。 

另外，有無自動化決策的邏輯處理，如單純依據資料蒐集的結果作成決定。但歐盟對自

動化決定係敏感的，會盡可能地限制。為了規避該款，通常會建議企業做自動化決定時，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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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入人為判斷之字眼。在數位權利管理的環境，蒐集、判斷網域直接踢出、或觀看註冊資料

發現非註冊人直接踢出等自動化決定，必須於告知事項內容揭露邏輯運算方式。 

GDPR 新增一重要概念，希望隱私保護的主軸可融入系統架構的每一階段設計，包含資

料處理、保存期限不逾越特定目的、蒐集範圍不逾越契約履行必要範圍。另外，當涉及(A)大

量蒐集資料的時候、(B)在公眾場所進行大規模監看或(C)自動化處理時，透過數位權利管理

系統對閱聽者之存取行為作出記錄或瀏覽情形，須執行個資保護影響評估，了解特定目的、

範圍、有無替代方案減少隱私的衝擊，是屬企業內部以降低隱私侵害的方式。亦是後續著作

人想採取數位權利管理蒐集、管理著作物時，必須妥善評估是否符合上述法律強制的要件。 

我國又是如何規定？我國個資法對於個資蒐集必要性與歐盟類似。法務部之函釋重點在

於當事人同意是依當事人被告知後同意，履行契約所必要係另外之獨立條款。如係依據當事

人有契約關係（地位不平等）之蒐集，法務部認為不應為引誘當事人使用服務，使當事人同

意或被迫同意與履行契約無關之特定目的，如聯合行銷服務或電子支付服務。該函釋影響企

業後續之做法，目前實務作法係將當事人明示同意之勾選獨立出來，以特定目的外利用來處

理。 

科技保護措施，其中以澳洲及香港之科技保護措施為比較。首先，澳洲及香港管制重點

皆為規避設備的上游製造商，非終端消費者。因此，澳洲法第 116 條 A 項賦予權利人對規避

設備製造商請求權基礎。然澳洲法下對科技保護措施之定義係為確保該著作之利用方式必須

透過權利人給予之密碼或程序或是透過複製控制機制防止或抑制著作權侵害，其中抑制及防

止之程度不同。民事之罰則係民事禁制令及請求損害賠償；刑事責任係若為同樣構成要件事

實，檢察官須證明被告較高程度之主觀故意而非應合理知悉。香港法下對科技保護措施之定

義，則是規避適用的複製控制機制，其包含任何特別為防止或限制著作之複製或降低複製物

之品質，將品質變好也納入規範。 

然爬蟲是否為科技保護措施？或網站上掛 no index 就不會爬，該方法是否為規避措施？

需看科技保護措施之規範範圍。若科技保護措施解釋範圍較大，包含 IP、phone home，若規

避則屬於侵害著作權。另外，澳洲或香港均規定權利管理資訊為附著於著作物之資訊；保護

範圍僅限於禁止他人將權利管理資訊移除，若權利管理資訊有與中心控制點通訊之功能，則

他人得阻擋。 

從 Digital Rights Management and Privacy — Legal Aspects in the European Union 文獻得

知， Lee A. Bygrave 教授認為 Copyright Directive 及 Data/Privacy Directives 間並無優先適用

關係，而係依落實於內國法之各種情形而定。兩者間的問題是存在的，但目前法制尚未成

熟，歐盟較無直接與著作權法相關之資料案件。 

我國之防盜拷措施，係指著作權人所採取有效禁止或限制他人擅自進入或利用著作之設

備、器材、零件、技術或其他科技方法。當初制定之立法理由認為防盜拷措施應予適用之範

圍，並不僅限於行為人進入著作後，破解防盜拷措施，進一步重製、公開傳輸等相關行為，

亦包括單純「進入」著作之行為（例如看、聽著做內容，但並未重製在硬碟或傳輸他人），但

實務上能區分兩者嗎？有老師指出該條應是承襲美國法，按照美國法之規定，若是破解破壞

著作利用的科技保護措施，即從事了著作權侵權行為，可依據著作權侵權行為處罰。但進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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著作權行為，則非著作權保護行為，若待進入之後，始為處罰，時間太晚，因此提前，以法

律保護進入之科技保護措施。 

有關複製控制機制，在澳洲破壞複製控制機制亦屬於破壞科技保護措施之一種，我國亦

同。故我國著作權法第八十條之一是相對於澳洲法定下之確保該著作之利用方式必須透過權

利人給予之密碼或程序，然我國有透過複製控制機制嗎？有老師認為透過複製控制機制在我

國著作權法係採一般規定，因為破解複製控制機制勢必重製。從民刑事責任來看，單純破解

複製機制、但沒有重製，我國並無負民刑事責任，然依澳洲法之規定，就須負民刑事責任。 

著作權法第八十條之二第三項各款內容認定要點第九條，利用人只要符合以下四點情

況，就得規避禁止或限制進入著作之防盜拷措施。第一點，「防盜拷措施或被其保護之著作具

有蒐集或散布足以反應個別自然人在網際網路上尋求進入著作活動之個人資料之功能」，其中

散布是指進入時在群組或著作裡廣泛說某人登入行為，報告人認為該用語應對應個資法之用

語，更改為「處理」或「利用」較為恰當。 

第二點，「防盜拷措施或被其保護之著作在正常運作上，未告知具有前款功能，且未提供

防止或限制該功能之選擇」。免為告知可能為當事人已明知應告知事項，若本來就無須告知，

為何可取得未告知就可執行防盜拷措施的權利，是一大問題。 

第三點，「規避之效果僅限於判別及解除第一款之功能，且不影響他人進入任何著作」。

該點需判斷第一款是否提供服務所必要，如果規避效果會導致無法判別身份，就無法判別授

權範圍、授權對象，執行上會有困難。規避效果係良好且必要，但蒐集個資係為了提供著作

所必要的話，該款會很難適用。因此，重點應回歸把個資蒐集的必要性及告知確實導入該環

節裡。報告人認為「不影響他人進入任何著作」是指說只限於自己排除系統蒐集到自身的個

人資料，但不影響當我竄改或用其他工具排除導致其他人因為系統無法判別無法存取這些資

料。 

報告人建議著作權法第八十條之二第三項各款內容應廢掉，理由在於數位權利管理過度

蒐集的話係違反個資法，但如果蒐集的資料符合個資法，目的最小、手段最少，也符合必要

性的話，如果規避的話，可能會導致著作權人無法履行契約，因此破解、破壞、規避此措施

的人再主張免責是奇怪的邏輯。從個資法上來講，數位權利管理的管控須以個資為基礎的話

再去規避，反而難以執行著作服務的提供。若任何人都可接觸的話，問題應該在於採用數位

權利管理是否合理。因此，才有具有高度公益性之著作物是否有必要蒐集任何存取的資料的

問題，應回歸到隱私影響評估、著作性質評估手段的合理性。 

數位權利管理蒐集過多資料，是否違反個資法第十九條或第二十條，例如為讓使用者按

次付費（pay-per-view），又蒐集其他個人資料的話，是否違反蒐集目的？報告人認為須看有

無使用者蒐集的個資類型，若有行告知義務，並不違反個資法第八條，仍回歸個資法第五條

的合理關聯性，因第五條係規範合理關聯及比例原則。而第十九條、第二十條是規範特定目

的內外。 

最後，是否保護數位權利管理，第一問題是需探討何種著作適合或容許採用數位權利管

理；第二問題是採用數位權利管理後，在蒐集資料過程中需符合個資法，至於違反個資法蒐

集時是否應作為規避的理由，或回歸個資法解決，是另一討論的議題。 

19



九、 原住民族傳統智慧創作保護與外部規範間的對話 

時間：107 年 3 月 16 日（星期五）13：00 ~ 15：30 

地點：國立臺灣科技大學研揚大樓八樓 TR - 812 

會議主題：原住民族傳統智慧創作保護與外部規範間的對話 

報告人：國立清華大學科技法律研究所  黃居正副教授 

與會者：國立臺灣科技大學科技管理研究所 陳曉慧副教授 

國立臺北大學法律學系 王怡蘋教授 

國立臺灣科技大學工程學院 楊芝青兼任助理教授 

國立臺灣科技大學專利研究所 陳昭華教授 

紀錄： 國立臺灣科技大學科技管理研究所 黃韋霖碩士生 

會議內容： 

有關原住民族傳統智慧創作的保護，之前並無任何規範驗證原住民傳統知識及文化表達

的管理系統之真實面。然法律稽核涉及圖形、音樂、歌謠、工藝品、祭儀、傳說等文化表

現，應適用何種法律加以保護？或視為無主物、公有物來加以處理？是重要的命題。惟中華

民國憲法一開始並無相關權利保護之制度，提議該權利需用特別法加以保護係 2000 年的憲法

增修條文，故 2003 年由當時主委導入原住民族傳統智慧創作的保護，法案起草人為蔡明誠大

法官。 

本法之立法參考為何？報告人推測係當時台灣與巴拿馬的貿易協定中專章保護原住民的

傳統知識及文化表現且採取相互主義，加以整合。 

有老師提出疑問依原住民基本法第十三條應該設立「生物多樣性知識」及「智慧創作」

兩部法律，若依上述看來僅對後者立法，如巴拉告生態捕魚法較像是生物多樣性知識，是否

受到該條例保護？報告人認為雖法規無保護生物多樣性知識，但仍可依船的造型保護智慧創

作而非技術。 

該條例通過後不但無政治正面效益，凡而增加外溢效益的困難，而非規範本身的困難。

因我國原住民族群數及族群分布從九族到原住民基本法的十二族，現已有十六族，故族群權

利的法律要件一直被調整。且族群數雖為十六族，但以官方認定的語系區分卻有四十二個語

系，事實上原住民族許多亦是用語言區分族群界線及文化內容。2003 年推動草案至 2007 年

通過時，所有田野知識皆為空白，才需進一步將所有認定子法化，包含權利要件、認定組

織、認定程序、救濟等。 

只要子法沒有被實施，原住民族傳統智慧創作保護條例就不會施行。然而最大困難係族

群如何管理共有財產、如何選出代表人、權利要件認定、登記後管理制度如何建立等權利該

如何制定權利，每原住民族所申請的傳統智慧創作內容及意涵要件不同，不可能設計一般性

規範套用至所有族群，勢必需有大規模的田野工作驗證。 

若創造的規範是獨一無二的，規範會有很大的挑戰，如母法要求所有授權是共有財產，

而成立共同管理機制，但要使用何種管理機制花了不少心力，可發現一個外部認爲最好的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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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機制，不見得對原住民是好的。另外，亦需與外部社會形成對話關係是法院，目前僅有原

住民專庭，並無專屬法院，在規範發生爭端時，審判人員還是為外部社會。 

原住民族傳統智慧創作採登記保護主義、實質審查主義，立法過程中有部分老師認為應

採創作保護主義，原則上保護，事後要證明，特別涉及技術方面，只要辦理登記後技術就會

公開。但為何最後仍採登記保護主義？理由在於若全面性的保護，部落建立不存在的管理系

統須經歷重組、重建，一旦發生爭端誰有動能組織管理系統？且在制度尚未施行前，發生幾

次對原住民文化表現內容權利侵害，如賽德克巴萊電影事件、鐵獅玉玲瓏事件、賽夏族神話

改編事件。若採取創作保護主義，因部落無組織而求救無門。若採登記保護主義，部落就可

先行組織。 

後來，文化表現保護得較好是因為外顯性比較高及部落對於文化表現保護意識較強烈。

以矮靈祭為例，矮靈祭的禮帽、蛇鞭、臀鈴等並非歸屬於全賽夏族，賽夏是以姓氏區分祭儀

儀器管理權，由各家族管理。且若涉及部落不得公開或不應公開就不會公開，但仍有文字描

述和名稱。夢境也可登記，因為原住民之夢境是對應特定身份、狀況、條件，且夢境內容是

固定且客觀化。另外，有人認為族名不應是著作權保護的客體，但對原住民來說並非如此，

族名表彰的是文化敘述，如日月潭的涵碧樓，登記商標「The Lalu」，但「The Lalu」是邵族

最高祖靈的名稱而非地名。 

亦存在歸屬問題，如阿美族每個部落迎靈祭（豐年祭）的流程大同小異，會因居住環境

關係及向主靈報告內容不同而不同，但仍有相重疊之處如歌曲、儀式。另外，登記保護主

義，報告人認為不能以單一要件作為保護標準，如排灣族的八部合音、迎靈祭中媽媽的愛

子，其音階會與當時情境產生變化，若以記譜作為單一保護要件會產生差異，因此能用錄

影、錄音申請。 

但目前部落並無法人化，理由在於現今部落區分跟傳統組織間並不一致，而無內部選舉

代表的機制，故部落代表人選任於辦法中需具原住民身分，並為申請智慧創作之原住民族或

部落成員，並由該原住民族或部落依其組織型態及習慣選派之。 

然部落在申請傳統智慧創作時，是否會與既有部落產生衝突或不一致，如頭目想申請的

創作與部落會議欲申請的創作不一致？其實不會，因為頭目只是形式上代表人，部落並非權

利主體，本質上無法選代表人來管理該權利，僅名義上由自然人提出申請而已。 

接著，合理使用依法案起草人之意思是與著作權相似，並無立基於公共領域的觀念。問

題是報告人認為即便是公共領域，也有地域性及社群性之問題。原住民的公共領域是社群公

共領域，可合理使用是奠基於公共領域的截取和利用，最終仍是總體性貢獻文化內容。因

此，幾年下來的合理使用討論，原住民族社群還是無法認同合理使用。或許可參考專利權的

使用連結制度，如要使用傳統智慧創作須取得部落的同意。 

原住民社會上規範界與生活界並沒有對立，規範係從生活經驗或生活實踐中產生認同取

得正當性。我國原住民文化是屬亞洲季風帶中最多元、最多樣、人種分布最複雜，故最大問

題是其他國家法律很難移植。原住民族傳統智慧創作保護條例不應只單純權利保護義務，其

背後是可拓展文化的深度及層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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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 微軟公司最新著作權實務發展-於臺灣、歐盟之實踐 

時間：107 年 3 月 23 日（星期五）13：30~16：00 

地點：台灣微軟股份有限公司 

會議主題：微軟公司最新著作權實務發展-於臺灣、歐盟之實踐 

報告人：台灣微軟股份有限公司   楊千旻法務協理 

與會者：國立臺灣科技大學科技管理研究所 陳曉慧副教授 

國立臺北大學法律學系 王怡蘋教授 

國立彰化師範大學美術學系 吳介祥副教授 

國立臺北大學法律學系 陳皓芸助理教授 

國立臺灣科技大學工程學院 楊芝青兼任助理教授 

東吳大學法學院  黃心怡副教授 

國立臺北大學法律學系 林宜靜碩士生 

紀錄： 國立臺灣科技大學科技管理研究所 黃韋霖碩士生 

會議內容： 

目前雲端技術已將人類帶入第四次工業革命，人類正面臨了大數據的時代，公司為了減

少成本，會將數據放置雲端。又雲端為何？簡言之，雲端是有能力處理大量數據的中心，且

擁有強大的運算能力。雲端技術是所有業務基礎，如電郵、App、虛擬伺服器、機器智能、

數據儲存。然目前企業將數據遷移到雲端的主要考量因素係安全性及合規性。前者，企業認

為企業資料屬機密資料，會考量安全性而不願放至第三方系統，故雲端業者必須向客戶解釋

雲端比企業保護機房有更好的保護環境及成本降低。後者，如銀行欲將資料放至雲端，法規

上會有諸多限制，雲端業者就須拿出符合銀行業界規定等認證。 

隨著機會變多，挑戰也隨之來臨。如工作取代、隱私權被侵犯、貧富不均及科技隨手可

得。微軟公司期許的是打造惠及全球的雲，以可信雲、負責雲、包容雲為目標。惟全球中小

企業仍不願將資料上傳雲端，導致與大企業的差距越大，因而微軟公司希望政府能提供中小

企業使用雲端的補助政策。 

要變成可信雲，首先的議題是個人隱私，各國正推廣隱私保護，但人工智慧的發展卻需

蒐集數據，如何取捨將會有衝突，如我國健保局擁有大量健康資料，卻因隱私問題無法分

析。第二議題為政府對資料的獲取，政府因自身需要而要求雲端業者提供資料，雲端業者就

須抗辯需按照法律程序進行，如美國政府發搜索票請愛爾蘭的數據中心的資料提交一案，係

屬跨國請求提交資料，微軟公司認為應透過法律互助之條約，資料才能提供。第三議題為資

料的跨境流通，許多國家會限制資料跨境，相對使雲端服務受限。而可信雲的四大原則為資

安、隱私與控制權、合規性、透明性。資安係指實體的數據中心，且上傳客戶資料至雲端的

過程是加密的。隱私保護係指客戶擁有存於雲端資料的完全控制權、雲端業者無法進入觀看

客戶資料、於合約上會表明不會利用客戶的個人資料進行廣告或其他商業目的、收到提供資

料的要求會再通知客戶、亦不會洩漏客戶資料給第三方包括政府、並於結束服務 180 天內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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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全數刪除（GDPR 的出現，可能縮減至 90 天）。合規性的部分，微軟已申請國際、產

業、及不同區域的認證。透明性則是會用較淺顯易懂的詞彙向客戶解釋數據如何被使用、被

儲存，及通知客戶的權利。 

一個負責雲，須保持人權與公共安全的平衡、技術詐騙與網路剝削、環境永續性及人工

智慧的問題。然人工智慧若無止盡的發展會造成道德問題，故需有限制人工智慧的規範。又

人工智慧為何？係指機器學習及預測分析的過程，也是未來企業化最重要的核心競爭力來

源。人工智慧是利用探勘 (Mining)，搜索網路上不同資訊作分析，如中國大陸之小冰，會利

用自然語言產出回應，小冰以前全部是網路上資訊，目前已可從使用者身上學習。然而人工

智慧自行分析，可能逕而分析出對人類不利之結果，目前人類想法是控制人工智慧，如想像

如何用技術方面下指令控制人工智慧。 

人工智慧正流行，但其角色在何處，微軟公司認為是 AI（人工智慧）+HI（創造力），人

工智慧不應是控制我們的技術，而是利用人工智慧創造人類的創造力。且現已有大數據、雲

端運算、強大邏輯及演算能力，然目前人工智慧有視覺、說話、語言及知識的能力，深度學

習的層次及分析會越來越多，但我國相關研究者仍然不足，因此我國政府與微軟公司成立人

工智慧研究中心。 

人工智慧未來六大原則是可靠安全、公平性、隱私與資安、包容、透明、負責任。但從

未來工作環境觀之，會引發不同的法律議題，如未來仰賴人工智慧保護安全時，設計人工智

慧的過程應確定能達到保護目的。因此，人類需知道人工智慧的限制在哪，或設計時須考慮

各種情境，否則有責任歸屬問題，故政策建議係在適當道德及法律限制範圍內讀取資料。 

去年開始，著作權法一直有文字及資料探勘(Text and Data Mining)的問題，因此歐盟發佈

Digital Copyright Directive Proposal，目前可免費做資料探勘只有研究單位及非營利單位，其

餘蒐集就須付費。Business Software Alliance 認為數據資料庫不屬於著作權，且若已付費可進

入數據資料庫，就有權利蒐集及分析，而不應以營利或非營利來判斷可否蒐集及分析。但該

主張會使想讓人工智慧學習及分析的企業的成本增加，故該判斷是否為對的方向，仍有疑

義。Digital Copyright Directive Proposal 第三條也規定文字及資料探勘會限制重製物，代表著

數據資料庫有著作權。 

微軟公司的立場是將文字及資料探勘修改更寬鬆？還是反對資料庫被營利業者使用？微

軟公司的立場應是採取美國立場開放商業使用，最主要因素仍是中小企業的反彈，大家都想

要用文字及資料探勘 (Text and Data Mining)。其次是蒐集後結果是否可不經銷毀讓國家保

存，供未來研究使用。 

十一、 比特幣之法律性質與管制監理--歐洲觀點 

時間：107 年 4 月 20 日（星期五）13：30 ~ 16：00 

地點：國立臺灣科技大學研揚大樓八樓 TR-812 

會議主題：比特幣之法律性質與管制監理--歐洲觀點 

報告人：國立政治大學科技管理與智慧財產研究所 宋皇志副教授 

與會者：國立臺灣科技大學科技管理研究所 陳曉慧副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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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彰化師範大學美術學系   吳介祥副教授 

國立臺北大學法律學系 陳皓芸助理教授 

國立臺灣科技大學工程學院 楊芝青兼任助理教授 

東吳大學法學院 黃心怡副教授 

東吳大學法學院  章忠信助理教授 

成功大學法律學系 陳思廷副教授 

紀錄： 國立臺灣科技大學科技管理研究所 黃韋霖碩士生 

會議內容： 

目前區塊鏈圈人可分為兩類，一為鍊圈，如技術上玩家、智能合約、區塊鏈、開發技術

上或金融非金融的應用之人，一為幣圈，如投資比特幣、以太幣等虛擬貨幣之人。去年九月

中國大陸發佈命令，認比特幣、以太幣等虛擬貨幣為不合法貨幣並禁止流通，此舉使報告人

認為幣圈的人會放棄投資，而將環境留給鏈圈的人，但就目前虛擬貨幣的漲幅來看，幣圈的

人似乎未受影響。 

Peer-to-Peer Electronic Cash System 並非新概念，但為何加入比特幣或區塊鏈後會受到如

此重視？其中 Peer-to-Peer 僅限於傳輸檔案，無法傳輸金錢。為何發展區塊鏈，如跨行提款一

例，我國跨行提款之手續費記帳係由財金公司管理，該公司有中央伺服器幫助所有跨行匯款

提款之記帳，但若記帳系統僅在某一家公司上，缺點在於公司系統被入侵、竄改或伺服器被

破壞，可能導致資料消失，因此該公司需要有最好的資安系統，但公司成本高轉嫁到使用者

的成本如手續費也會相對提高。 

同樣道理，我們想利用區塊鏈建構著作權的交易平台，因目前我國獨立創作者在著作權

的交易幾乎找不到任何管道及行銷，若有也是透過仲介團體等將其作品授權或販賣，獨立創

作者的權利金或價金僅能拿百分之二十五至三十。英國也有上述問題，英國創作歌手們為不

使仲介團體抽成而建立區塊鏈平台，自認可使創作者獲得百分之八十至九十的權利金。 

何謂區塊鏈（BlockChain），藉由 BlockChain demo 示範及影片介紹區塊鏈的意義為何及

如何運作。其中，區塊鏈中出現的 hash（雜湊函式）為數學函數。只要輸入任何資料，會無

規則地算出雜湊值（hash value），其值並無法回推原始資料，換言之，同一筆資料僅會是同

一雜湊值，不同筆資料則得出不同的雜湊值。可將其運用於著作權的存證系統，如將文件放

在區塊鏈中，若第三人爭執著作權人為何時，就可將當時文件在雜湊函式一次，若得出的雜

湊值與原先放進區塊鏈的雜湊值相同，代表該文件即原先的文件，其概念也可證明著作物之

創作日期。 

除運用於著作權的存證系統外，也可利用於研發記錄存證，不管是證明自己創作、發明

日等皆須研發記錄簿記載的事件，惟目前觀點認為將紙本研發記錄簿轉換電子檔的可信度不

高，希望藉由這個想法利用在研發記錄存證，且區塊鏈上的並非檔案本身而是雜湊值，使公

司之創作不失新穎性及洩密。 

上述有提到跨行提款有記帳之財金公司，若以區塊鏈方式運作並無中央伺服器，會是由

誰來記帳？在區塊鏈裡的挖礦者會競爭誰先計算出前四碼為 0，最先算出前四碼為 0 的人，

24



經所有礦者驗證確定後，就取得記帳權，俗稱挖到礦，系統則會給予 12.5 比特幣作為挖礦獎

金。簡言之，區塊鏈上要有媒介記帳後再傳給所有人，使所有人取得共識，其共識即為「挖

礦」。然中本聰創立比特幣時擔心通貨膨脹，設定每四年挖礦的獎勵會減半。 

區塊鏈有防篡改功能，若要更改的資料越前面則越難更改。若只竄改自己節點的資料，

雜湊值就會別人不同。因此竄改資料的方式只有兩種，一種為取得一半的節點加一台電腦，

另一種方式為額外加入目前全部節點的數量再加一台電腦，但事實上並不會發生。 

但比特幣及區塊鏈產生問題的是，第一，比特幣被偷是否為更改電磁紀錄，報告人認為

比特幣被偷與銀行帳戶被竄改或銀行裡的錢被偷是不同的，前者並非每個使用者有多少財

產，而是一筆筆交易。當交易傳給我時，我是有權處分，此時他人未經同意處分的話，較像

民法上無權處分。第二，區塊鏈上使用者為匿名制、也無 IP address 的概念，各國政府擔心會

被當作洗錢、買賣槍支、毒品的工具。日前發生的比特幣偷竊事件事發生在交易所而非區塊

鏈裡。 

今日另一重點是比特幣的法律性質，目前各國態度不一，以我國、日本、新加坡、歐

盟、中國大陸為例。 

依我國中央銀行法第十三條規定：「中華民國貨幣，由本行發行之。本行發行之貨幣為國

幣，對於中華民國境內之一切支付，具有法償效力。」中央銀行及金管會於 2013 年發佈聯合

新聞稿表明比特幣並非貨幣，理由在於其價值不穩定、無記帳及儲值的功能、非真正通貨、

不具法償效力、無發行準備及對償保證。可以看出中央銀行與金管會禁止比特幣，但未明確

說是違法。金管會亦提到比特幣是高度投機的虛擬商品，其價格波動大，儲存於比特幣電子

錢包有被駭風險或遭病毒攻擊的風險。但報告人認為「儲存於比特幣電子錢包有被駭風險或

遭病毒攻擊的風險」不全然正確，因錢包又可分為冷錢包跟熱錢包。前者是將貨幣存於區塊

鏈裡頭；後者則是將貨幣存在交易所的帳戶。 

現任金管會顧立雄主委依循之前政策，認為比特幣是虛擬商品，採低度監理。但問題在

於，若比特幣並非貨幣，應無須監理才對。因此顧主委之主張，應解釋為，被低度監理的並

不是比特幣本身，而是持續監看比特幣交易是否運用於非法管道。綜上所述，若以比特幣購

買商品，我國會認為是屬以物易物。 

日本則將比特幣視為虛擬貨幣，於去年 4 月 1 日正式承認比特幣為可用來流通之貨幣，

也因承認比特幣為貨幣而促進日本 Fintech 技術的研發及產業發展。新加坡金融管理局

（Monetary Authority of Singapore）2013 年開始發佈相關新聞稿說明比特幣並非法定貨幣及

非政府發行，認定為風險高的貨幣。但其中一則新聞是新加坡金融管理局針對國會議員所提

問題做答覆，問題為金管局的態度會不會阻礙創新或 Fintech 的發展，應採取什麼態度？金管

局回答認為是個實驗，會持續監控交易，也持續跟國民說明比特幣的風險很高。金管局會關

注有無更多、更新的風險。 

歐洲中央銀行於 2016 年 10 月發布提案要修正一個指令，將對比特幣的監管帶到該指令

修正案裡，從該舉動可看出歐盟意識到比特幣將會成為洗錢、恐怖主義資助上的工具，必須

防範未然。 

中國大陸於去年九月發布關於防範代幣發行融資風險，裡頭有使用到虛擬貨幣之詞但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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括號表示，可解讀中國大陸並不把比特幣當成貨幣而是不合法，並沒有跟貨幣相同的法律地

位。因此，中國大陸當局下令代幣發行融資應立刻停止，已完成代幣發行也要做出清場安

排。從中國大陸的事件可以得出比特幣發展的最大風險應該在於政策的不確定。 

回歸前述，為何會將區塊鏈運用在著作權上，是因為著作權證明不易及著作權交易成本

高。前者可想而知的是我國採取創作保護主義，易言之權利取得容易，但維權的時候較困

難。最高法院也說需證明著作人、著作完成日期、原創性等，還需創作歷程的證明，但實務

上很難證明。後者，實務上可採取公證人公證，其金錢成本高又耗時。且著作權沒有公示作

用，經過交易後也無公信力的機制紀錄交易歷程。以前述討論的區塊鏈特性，著作權係適合

發展成區塊鏈。理由在於可將檔案 hash 到區塊鏈永久留存，除可以證明上傳區塊鏈時間，若

之後被認為侵權時可從區塊鏈上的檔案證明著作權人，已如前述。其對象將會是社會大眾，

尤其獨立創作者。 

另外是 Smart Contract（智能合約），如富邦產險旅遊不便險寫成智能合約，由航空公司

每半小時提供給智能合約，當賠償條件成就時，自動理賠到富邦的帳戶。 

著作權授權是否能採取智能合約的方式？有一技術 IPFS(InterPlanetary File System，中文

為星際檔案系統)能上傳檔案至區塊鏈，若能搭配 IPFS 的技術加上著作權買賣或授權之智能

合約，或許能幫助獨立創作者有較好的發行管道。但著作權的智能合約並不像保險業者只要

將資料輸入就可以算出理賠，還是需人工認定的話又該如何處理？將會是著作權與區塊鏈結

合後另一值得考慮的議題。 

十二、 私人補償金制度的適用標的與範圍，以歐盟 C-463/12 判決為例 

時間：107 年 5 月 18 日（星期五）13：30 ~ 16：00 

地點：國立臺灣科技大學研揚大樓八樓 TR-812 

會議主題：私人補償金制度的適用標的與範圍，以歐盟 C-463/12 判決為例 

報告人：國立臺北大學法律學系   陳皓芸助理教授 

與會者：國立臺灣科技大學科技管理研究所 陳曉慧副教授 

國立臺北大學法律學系 王怡蘋教授 

國立彰化師範大學美術學系 吳介祥副教授 

國立臺灣科技大學工程學院 楊芝青兼任助理教授 

紀錄： 國立臺灣科技大學科技管理研究所 黃韋霖碩士生 

會議內容： 

私人重製補償金制度目的，一方面保障個人或家庭等私人目的的重製行為，毋須逐一取

得著作權人同意。另一方面某程度上私領域個人使用的自由，或私領域行為的隱私不受他人

監控的自由，亦是正當化依據之一。惟實際操作上有許多細節的問題，如隨著網路資訊越發

達，個別私人重製量，雖影響較小，然總計多數個別私人重製，對著作權人影響不可小覷，

此時須衡平或合理補償著作權人受到的損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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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考 WIPO 調查報告，為平衡著作權人及使用著作之人間的利益，係希望建立有效率機

制蒐集補償金，並妥適回饋給原始創作人，而最終支付補償金係使用者，為製造者、輸入

者，但可轉嫁到最終使用者。 

亦可發現各國設計該制度有分歧，如有些國家是用國家補助，較多還是輸入者、通路

商、可重製裝置的製造商支付重製的補償金。至於徵收金額的決定、機制如何建立，多數國

家由立法者決定；但細節有時會由產業界包括著作權人及業者間協商。 

歐盟及日本都有規定私人重製補償金。日本著作權法針對私人重製設置補償金制度，目

前運行的成效不佳。原因是，何者為徵收補償金的對象，係由政府行政命令指定最終確定的

清單，但行政命令時常更改，就發生新技術是否屬於補償金對象的疑慮。 

日本於 1992 年導入。日本著作權法第 30 條第 1 項規定，若為私人重製目的，屬著作權

權利限制的規定。惟同條第 2 項補償金制度規定，若任何人在錄音、錄影情況下（販賣當下

之主要功能為錄音錄影，即屬補償金的對象），基於私人使用目的重製，且屬行政命令所特定

之裝置、媒體，須支付合理補償金給著作權人。但排除裝置供專業使用、裝置之錄音錄影功

能僅為附帶性功能，皆不屬於補償金支付的對象。可發現手機及電腦，解釋上就不屬於日本

法補償金制度的對象，實務上對此有諸多批評。其中規定僅錄音錄影情況下，造成實務上荒

謬的結果，如 DVDR 光碟片於包裝上寫 For Video 跟 For Data，前者為補償金的對象，後者

是燒入資料用則不適用。 

日本為處理私人重製補償金收取制度，分別成立錄音用、錄影用的集管團體，成員主要

是著作人團體，包括電視、電影、腳本家等。法律上，支付義務人是購買人（實際購買可錄

音錄影裝置或儲存媒體的人），至於製造商、輸入的業者只負有協力的義務。但對製造商的協

力義務，法律並無規定違反的法律效果。補償金計算是採用固定比率，但若為機器最多不超

過 1000 日幣。實務上補償金的分配轉手多次，很難精確計算數字。日本法亦規定集管團體收

的補償金比例分配，有八成回到創作人手中，有二成則被當作一般目的性補助，限與著作權

及著作鄰接權保護的事業，及著作創作振興與普及事業的目的。 

目前日本補償金的制度有些狀況，但整體仍維持 1992 年的架構，最近有在討論如何修

改，委託單位做市場調查報告，發現隨著技術及環境改變，整個商業模式漸漸移轉。目前有

些修法委員認為應將補償金廢除，但多數委員還是認為有補償金制度的需要，只是如何設計

的問題。 

歐盟著作權指令第 5 條第 2 項 B 款雖規定各國可決定是否設置私人重製限制，須同時設

置著作權人利益可得到合理補償之制度。以下討論歐洲法院 C-463/12 判決，瞭解本條適用之

問題。 

案例事實是一方當事人為收取重製補償金的丹麥著作人團體 Copydan（集管團體），另一

方為手機廠商 Nokia，在丹麥 Nokia 販售兩種手機，一種可額外附加記憶卡，另一種則是內

建記憶體。依照丹麥法律，記憶卡本身是重製補償金的對象，若僅手機內建記憶體則非補償

金的對象。Copydan 主張 Nokia 應該要為輸入額外附加記憶卡的手機到丹麥期間，支付相應

的補償金。然 Nokia 舉出幾種情況，若手機使用人為違法的重製行為，不是補償金的對象；

若為合法網站下載（即經權利人同意），亦不是補償金的對象。故只有為合法重製，著作權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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無授權同意私人重製，才屬補償金的對象。且 Nokia 主張手機記憶卡鮮少作為私人重製，無

需支付補償金。 

對此，丹麥法院向 ECJ 提出問題。首先，是否禁止內國針對多功能媒體作為補償金對

象。ECJ 認為公平的補償、系統如何建立、給付程度，各國雖有裁量權，但仍需跟權利人造

成的損害連結。法院承認現實上明確特定個人用戶之作為造成損害之舉證有困難。各會員國

有空間設計轉嫁制度，讓製造裝置、流通裝置的人負責，再轉嫁實際重製的人。故 ECJ 並沒

有禁止多功能媒體作為補償金的對象，僅影響實際支付的金額。 

其次，若內國法規定僅記憶卡為補償金的對象，內建記憶體則否，是否符合指令所稱的

「妥適平衡」及「合理補償」？ECJ 認為各國可區分哪些作為補償金對象，並重申需遵守平

等待遇原則。因此，ECJ 認為只針對記憶卡收費，原則上是內國的自由，惟前提是不同形式

媒體、本質上不一樣、或差別待遇有正當化理由，各國可自行決定。 

第三，Nokia 主張出貨主要是供企業顧客者，最後轉售給個人或企業顧客者是否使用私

人重製無法預見，目前法律要求一律給付補償金，是否有問題？丹麥法院進一步向 ECJ 詢問

是否因提供豁免機制如償還，而影響結論？ECJ 認為基本上一致推定所有裝置被用來重製，

亦須要求有退費機制。故原則上不能禁止內國法將媒體一律適用補償金機制，因為事實上區

分有困難、有提供一定的豁免或還原機制等。 

第四，何種情形足堪認定對著作權人影響輕微，無須支付補償金？ECJ 認為各國自行裁

量，僅須符合平等待遇且無歧視特定產業。 

第五，權利人曾允許私人重製行為是否影響收取合理補償金？ECJ 無直接回答問題，只

說明內國著作權法已經決定私人重製是一種權利限制，此時著作權人同不同意已不重要。因

此授權不會對合理補償金有任何影響，亦不會新增新的支付義務。但對於 Nokia 主張用戶已

經有付過錢，是否須額外再付並無回答。 

第六，如有科技保護措施，是否影響重製的補償？原則上科技保護措施係限制權利人沒

有同意的著作物，不會直接影響是否支付重製補償金。只會對實際要支付的金額有影響。 

第七，Nokia 主張有些本質上為非法，是否非補償金的對象？ECJ 認為該條款確實是針

對合法的情況，非法的行為不會落入補償金的對象。 

台灣是否要引進私人重製補償金？可考慮在於靠科技保護措施或契約的搭配沒有辦法保

護時，才需要引進補償金制度。與會學者有認為是補償金是衡平責任。亦有認為若可以透過

締約處理，就不用權利限制處理，但實務上並無法逐一締約，才需透過權利限制加上補償金

替代，因此若以這角度就會從市場失靈出發，是否需要補償金制度，應該先做市場調查，調

查目前主要商業模式為何，若複製、重製已不重要，或許不該繼續討論重製補償金，而是其

他制度。 

貳、 計畫執行之心得 

上半年度，每場討論由於有法律、藝術、建築等跨領域的學者，並邀請該次主題相關之

專家、從業人員參與討論，發現許多值得注意的跨領域研究議題：如，著作權法上重視每一

28



著作，而將一藝術展覽個別看待其是否為合理使用，被認為抵觸藝術策展整體性。又如，諧

擬仿作議題上，藝術創作者重視的是藝術創作之自由，但建築物或戶外美術著作被拍攝之全

景自由議題，藝術創作者重視著作是否被關注，與著作權合理使用主要關注著作現在或潛在

市場之影響的經濟觀點，顯不相同。因此，似有於合理使用之外，探求利用、被利用藝術創

作自由法律基礎之必要。 

下半年度，除研究群成員主講外，亦邀請有關新興議題之專家擔任主講，多方探討傳統

著作權與其他創作、技術之交錯關係。如原住民族傳統智慧創作保護是從社群公共領域出

發，對於未來的衍生著作，勢將修正僅建構在個人權利保護基礎的著作權。又隱私、個人資

料保護與著作權之雲端應用、智慧應用、及科技保護措施，顯然密不可分，在各種應用著作

權的科技措施中，未來應考慮加入隱私與個人資料保護設計(privacy by design)。而善用區塊

鏈去中心化、開放性（任何人都可以查閱）、不易竄改之特性，對降低著作權交易成本、證明

著作創作過程已有相關實證，後續發展值得關注。 

本次研究群討論，共進行 12 次。同時，亦邀請學生參與，同學們對新科技應用，結合自

身經驗，常有獨到見解，例如，我國法院對超連結設置者之刑事責任，常因無法查獲在境外

之正犯，而無法處罰。同學們建議權利人考慮依據民法第 185 條請求共同侵權之民事賠償。

研究群討論，增加了同學們對著作權研究的熱忱。下半年度，除法律、藝術、建築等跨領域

的研究群成員外，邀請了更多學者、專家及從業人員一同參與討論，讓著作權法議題更具有

豐富性與多樣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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