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智慧財產權

為了保護人類精神、智慧活動成果而創設之權利。

「無形財產權」、「無體財產權」

包含專利權、著作權、商標權、營業秘密、積體電路佈局等。

以不同的法律分別就不同的智慧財產權加以保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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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智慧財產權之比較
著作權 專利權 商標權 營業秘密

保護目
的

為保障著作
人著作權益，
調和社會公
共利益，促
進國家文化
發展。

為鼓勵、保護、利用發
明與創作，以促進產業
發展。

為保障商標權及
消費者利益，維
護市場公平競爭，
促進工商企業正
常發展。

為保障營業 秘
密、維護產業
倫理與競爭秩
序、調和社會
公共利益。

保護標
的

科學、文學、
藝術 或其他
學 術之創作。

利用自然法則之技術思
想之創作（發明專利）。
對物品之形狀、構造或
組合之創作（新型專
利）。
物品之全部或部分之形
狀、花紋、色彩或其結
合，透過視覺訴求之創
作（設計專利））

以文字、圖形、
記號、顏色、聲
音、立 體 形 狀
或其聯合式所組
成之商品或服務
商標

方法、技術、
製程、配方、
程式、設計或
其他可用於生
產、銷售或經
營之資訊



主要智慧財產權之比較
著作權 專利權 商標權 營業秘密

保護
要件

原創性
非不受著作權
保護之客體
（第9條）

產業上利用性
新穎性
進步性

識別性
無商標法23條
情形

秘 密 性
經 濟 價 值
合 理 保 密措施

取得
方式

創作主義保護 註冊保護主義 註冊保護主義 只要維持秘密性
即受保護

期間 自然人:終身加
50年。
法人、攝影、
視聽、錄音、
電腦程式及表
演著作:公開發
表後50年。

自申請日起算，
發明專利20年；
新型專利10年；
新式樣 12年。

自註冊日起算
10年
但可不斷延展
使用年限。

自發明或創作日
起算至喪失秘密
性為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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著作權之保護要件

 定義（第3條第1項）

一、著作：指屬於文學、科學、藝術或其他學術範圍之創作。

需有原創性：獨立創作而未抄襲、足以表現作者的個別性

人類精神上的創作

電腦或機器自動所為、動物自主所為者，均不屬之。

必須經由「表達」而外顯

客觀化而得以為外部感知

不包含思想

必須屬於文學、科學、藝術或其他學術範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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黑冠獼猴取走攝影師David Slater之相機，把弄快門之結果



不受著作權保護的標的

 著作權法第9條

 下列各款不得為著作權之標的︰

一、憲法、法律、命令或公文。

二、中央或地方機關就前款著作作成之翻譯物或編輯物。

三、標語及通用之符號、名詞、公式、數表、表格、簿冊或時曆。

四、單純為傳達事實之新聞報導所作成之語文著作。

五、依法令舉行之各類考試試題及其備用試題。

 前項第一款所稱公文，包括公務員於職務上草擬之文告、講稿、新
聞稿及其他文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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色情光碟片不受保護？

 最高法院88年度台上字第250號刑事判決

著作權法第三條第一款所稱著作，係指屬於文學、科學、
藝術或其他學術範圍之創作而言，色情光碟片不屬之。
蓋著作權法之立法目的除在保障個人或法人智慧之著作，
使著作物為大眾公正利用外，並注重文化之健全發展，
故有礙維持社會秩序或違背公共利益之著述，既無由促
進國家社會發展，且與著作權法之立法目的有違，基於
既得權之保障仍需受公序良俗限制之原則，是色情光碟
片非屬著作權法所稱之著作，自不受著作權法不得製造
或販賣等之保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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色情光碟片不受保護？

 智慧財產法院101年刑智上易字第74號刑事判決

著作權之取得我國採創作保護主義，而非採取登記主義，因此
色情創作符合取得著作權之要件，具有原創性而無消極要件存
在，自應受著作權法之保護；且國家對於憲法所保障人民之言
論、著作及出版自由的保護密度，為進步與民主之衡量指標。
故基於著作人權益與社會公共利益之調和，雖得限制具有原創
性色情著作之著作權行使，然若全面否定具原創性之色情著作
應享有之著作權，創設法律未禁止之要件，將有違比例原則。
而色情著作違反社會道德或法律標準時，國家為保護善良風俗
及青少年身心健康之維護，可對色情著作之製造、陳列、散布、
播送、發行及持有等行為，採取適當之管制措施。惟不得因具
有色情性質之創作，因而限制該著作取得著作權；善良風俗的
保護應與取得著作權無涉，仍應受著作權保障。 9



著作權法保護的範圍是「表達」、而非
「概念」

著作權法第 10-1 條：

依本法取得之著作權， 其保護僅及於該著作之
表達，而不及於其所表達之思想、程序、製程、
系統、操作方法、概念、原理、發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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智慧財產法院 105 年民專訴字第 64 號民
事判決
 由系爭著作之內容觀之，其係以包括文字及圖表完成之著作

內容，而非以電腦程式語言之方式為之，是其屬語文著作，
而非電腦程式著作。又按依著作權法取得之著作權，其保護
僅及於該著作之表達，而不及於其所表達之 思想、程序、製
程、系統、操作方法、概念、原理、發現，著作權法第10-1
條定有明文。是如以語文著作描述之思想、原理、系統、操
作方法，其並非著作權保護之對象，僅有描述所呈現之表達
本身，始受保護。故如將此語文著作描述之思想、原理、系
統、操作方法，另以電腦程式方式加以具體呈現，並不能認
為對語文著作之著作權有所侵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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智慧財產法院100年度民著訴字第35號民
事判決

• 所謂構想與表達合併原則者，係指構想與表達不可分辨或不可分離；或思想或
觀念僅有一種或極有限之表達方式，則該表達與構想合併，著作權法將不予保
護，否則將使思想亦為著作權法所保護，因而造成思想之獨占。除影響人類文
化、藝術之發展外，亦侵害憲法就人民言論、講學、著作及出版自由等基本人
權保障。故符合構想與表達合併原則者，著作間之表達雖有實質相似，然亦不
構成著作權之侵害。

• 原告有選列之每個「字與其部首之組合」，被告亦有部分選列，致兩者在「字
與不同部首之組合」中有大量重複之情形。惟每一個部首會造成易誤判字之情
形，本質上有侷限性，參諸兩者辭典或字典均針對國小及國中學生之需求所編
寫，是在易誤解部首之選字或「字與不同部首之組合體」，自不宜過於偏澀，
故難免受到較多限制，而產生諸多相同之表達，此乃表達方式受限，致觀念與
表達合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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著作之類型
 本法所稱著作，例示如下︰

 一、語文著作。

 二、音樂著作。

 三、戲劇、舞蹈著作。

 四、美術著作。

 五、攝影著作。

 六、圖形著作。

 七、視聽著作。

 八、錄音著作。

 九、建築著作。

 十、電腦程式著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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著作類型之例示

 語文著作：詩、詞、散文、小說、學術論文與演講等。

 音樂著作：曲譜、歌詞等 。

 戲劇、舞蹈著作：舞蹈、話劇、歌劇、話劇等。

 美術著作：繪畫、版畫、漫畫、連環圖、素描、書法、雕塑等 。

 攝影著作：照片、幻燈片及其他以攝影方法創作之著作等 。

 圖形著作：地圖、圖表、科技或工程設計圖及其他屬於技術應用方面的工具性
圖形。

 視聽著作：電影、錄影、電腦螢幕上顯示之連續性的影像等。

 錄音著作：任何藉機械或設備表現系列聲音而能附著於任何媒介物上之著作。

 建築著作：建築設計圖、建築模型、建築物等。

 電腦程式著作 ：直接或間接使電腦產生一定結果為目的所組成指令組合之著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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語文著作

 經濟部智慧財產局電子郵件字第1000908a號函

 要旨：凡新聞非單純為傳達事實之新聞，仍屬著作權法所保護
之語文著作，若將新聞剪下加以複印、謄打、掃描等涉及「重
製」之利用行為者，除符合著作權法第 44 條至第 65 條之規定
外，均須徵得著作財產權人之同意始得為之。

 經濟部智慧財產局電子郵件字990713號函

 一、所詢之「私人書信（E-Mail）」，若屬於文學、科學、藝
術或其他學術範圍之創作而具有原創性，則屬著作權法所稱之
「語文著作」受本法保護，則他人擅自在網路上公開您的書信
（E-Mail）之行為，可能會涉及本法著作人格權之「公開發表
權」及著作財產權之「重製權」、「公開傳輸權」，如未經過
您的同意或授權即擅自利用，均可能會構成著作權之侵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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音樂及美術
 音樂著作

 經濟部智慧財產局電子郵件字第1020403號

要 旨：詞與曲係獨立之音樂著作，若僅需利用其中之一，取得
該部分著作財產權人之授權即可；又須已盡一切努力，就已公開發
表之著作因著作財產權人不明而無法取得授權時，利用人方得依文
化創意產業發展法第 24 條第 1項規定申請授權許可

 美術著作

 經濟部智慧財產局電子郵件字第1030226號函

繪畫、漫畫、美術工藝品等美術著作若具有原創性及創作性，即受
著作權法之保護，若將該等美術著作製作為立體形式，則屬美術著
作之重製物，亦受著作權保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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攝影著作
 經濟部智慧財產局電子郵件字第980108b號函

 要旨：將前男友拍攝之照片刊登於個人部落格時，將涉及著作
權法上之「重製」及「公開傳輸」行為，除有合理使用情形外，
應徵得著作財產權人之授權或同意。

 一、按攝影著作包括照片、幻燈片及其他以攝影之製作方法所
創作之著作（請參照著作權法第5條第1項各款著作內容例示第
2項第5款），原則上，凡完成攝影行為之人即為攝影著作之著
作人。而所謂「攝影」，包括觀景窗之選景、光線之決取、焦
距之調整、速度之掌控、快門使用之技巧等，凡使光影附著於
底片上之一系列行為均屬之。又著作權係創作完成時，即受保
護，原則上以實際完成著作之人，享有著作權，先予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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攝影著作

 二、因此您前男友所拍攝之照片，如依上述說明，具有「原
創性」及「創作性」二要件，足以表達作者之情感或思想時，
即屬攝影著作而受著作權法保護。當您欲將該等照片刊登於
個人之部落格時，因涉及本法所規定之「重製」及「公開傳
輸」著作，如您享有該照片之著作財產權，自然可以在網路
上刊登，如果不是，則您必須取得著作財產權人之授權，才
可以在網路上刊登，否則將有構成侵害他人著作權之可能而
負擔相關民、刑事責任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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攝影著作

 經濟部智慧財產局電子郵件字第990113b號函

要旨：從部落格上複製他人自行拍攝之照片且改貼個人設
計標籤張貼於網站，若他人拍攝之照片具有原創性，則屬
著作權法所保護之攝影著作，故若未取得著作權人之同意，
擅自重製及公開傳輸之利用行為，已構成侵害著作財產權
之行為。

 最高法院96年度台上字第772號刑事判決

原審以被告用於外包裝盒上之圖樣乃照片而非圖形。且上
訴人之攝影所顯示之壓汁機與水果圖樣，僅在忠實體現該
壓汁機與水果之實體，並無構圖、角度、光線、速度之具
體表現，屬一般單純之攝影，非人類思想與感情之創作，
與著作權法第二章所保護之著作創作本旨未合，被告縱有
重製，亦難以上開罪名相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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著作權之權能有哪些？

著作人格權：包括公開發表權、姓名表示權、禁止
不當修改權。

 著作財產權：包括重製權、公開口述權、公開播送
權、公開傳輸、公開上映權、公開演出權、公開展
示權、散佈權、改作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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著作人格權
 公開發表權(第15條)

 創作人有權利決定他的創作是否要公諸於世

 姓名表示權(第16條)

 創作人有權要求在作品上表示或不表示其名稱（包括：本名、筆名…
等）

 依著作利用之目的及方法，於著作人之利益無損害之虞，且不違反
社會使用慣例者，得省略著作人之姓名或名稱

 禁止不當修改權(第17條)

 著作人享有禁止他人以歪曲、割裂、竄改或其他方法改變其著作之
內容、形式或名目致損害其名譽之權利。

 特別人格權

 一身專屬性（第21條）：不得讓與或繼承

 永久保護，無存續期間之限制（第18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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著作財產權

各類型著作均享有

 重製權

 改作權

 編輯權

 出租權

 散布權

 公開播送權

 公開傳輸權

特定著作類型

 公開口述權（語文著作）

 公開上映權（視聽著作）

 公開演出權（語文、音樂或戲劇、舞蹈著作、
現場表演）

 公開展示權（未發行之美術著作或攝影著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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著作財產權

 重製權：指以印刷、複印、錄音、錄影、攝影、筆錄或其他方法直接、間接、永
久或暫時之重複製作。於劇本、音樂著作或其他類似著作演出或播送時予以錄音
或錄影；或依建築設計圖或建築模型建造建築物者，亦屬之。

 改作權：以翻譯、編曲、改寫、拍攝影片或其他方法就原著作另為創作。

 編輯權：著作權人有權決定自己的著作是否要被選擇或編排在他人的編輯著作中。

 出租權：出租權是指將著作出租予他人，供他人閱覽、使用等。表演人就其經重
製於錄音著作之表演，專有出租之權利。

 散布權：指不問有償或無償，將著作之原件或重製物提供公眾交易或流通。

 公開播送權：公開播送權限於「廣播系統(broadcast)」，包括像無線電視台、
有線電視、廣播電台、衛星電視台等。

 公開傳輸權：公開傳輸是指透過網路向公眾提供或傳達著作內容，包括像是將著
作放置在網站、FTP、網路芳鄰等特定多數人或不特定多數人可以依其選擇下載
的行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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網路免費軟體

 經濟部智慧財產局電子郵件字第 960412 號

網路上之軟體原則上屬於著作權法中之電腦程式著作，
受著作權法之保護，除有合於著作權法所規定之合理使
用之情形外，其利用應經著作財產權人之同意或授權，
始得為之。所詢「免費軟體（freeware），仍應在著作
財產權人同意或授權利用之範圍加以利用，否則將構成
侵害著作財產權，因此，網路上的免費軟體是否可以使
用在一般的政府機關或公法人的電腦上從事公務之使用，
因涉及著作財產權人專有之「重製權」，建議您可以向
該免費軟體的提供者洽詢著作財產權人授權利用之範圍，
否則若非屬著作財產權人之授權範圍，又不符合合理使
用之情形，就會有侵害他人著作財產權的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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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開傳輸

 經濟部智慧財產局電子郵件字第990901號

一、按將他人享有著作權之音樂著作，以演技、舞蹈、歌
唱、彈奏樂器等方法，向現場之公眾傳達著作之內容，係
著作權法所稱之「公開演出」；而將著作上傳至網際網路
供人瀏覽，則分別涉及本法所稱之「重製」及「公開傳
輸」。上述三專有權係屬分別獨立之著作財產權，且為著
作人所專有（本法第22條、第26條及第26條之1），得授
權他人行使，其授權事項依當事人之約定，如約定不明，
推定為未授權（本法第37條）。

二、因此，表演團體雖取得「公開演出」之授權，就置於
網站上供人瀏覽之「重製」及「公開傳輸」行為，應另行
取得「重製」及「公開傳輸」之授權，否則，仍有構成侵
害他人著作財產權之行為，而須負擔民、刑事責任 25



公開傳輸

 經濟部智慧財產局電子郵件字第 980925a 號

在網頁上提供連結，藉由網站連結之方式，使其他網友透
過此網頁進入他人網站收聽、瀏覽，原則上不構成重製權
之侵害，

不過如明知所轉貼網址之網站係公開傳輸盜版作品，而仍
提供網站連結，使公眾得經由該網頁連結至盜版網站者，
則可能成立該盜版網站非法公開傳輸之共犯或幫助犯。

至於將別人的著作放在網路上讓其他網友利用，就會涉及
「重製」及「公開傳輸」他人著作之行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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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作權

 著作權法第3條第1項第11款

改作：指以翻譯、編曲、改寫、拍攝影片或其他方法就原
著作另為創作。

 著作權法第28條

著作人專有將其著作改作成衍生著作或編輯成編輯著作之
權利。但表演不適用之。

 未取得原著作之著作財產權人同意而為改作，該衍生著作是
否受著作權法保護？

著作權法第六條規定：「就原著作改做之創作為衍生著作，以獨
立之著作保護之，衍生著作之保護，對原著作之著作權不生影
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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電腦網路使用行為與著作權相關規定之說明

行為方式 行為性質 著作權 法條

01 上載 (upload) 屬著作權之資訊 重製

公開傳輸

重製權

公開傳輸

著作權法第
22 條、第26
條之1

02 下載 (download) 屬著作權之資訊 重製 重製權 著作權法第
22 條

03 轉貼 (repost) 屬著作權之資訊 重製

公開傳輸

重製權

公開傳輸

著作權法第
22 條、第26
條之1

04 傳送 (forward) 屬著作權之資訊 重製 重製權 著作權法第
22 條、第26
條之1

05 將屬著作性質之資訊存放於硬碟、磁
碟片、光碟片、唯讀記憶體 ( ROM )、
唯讀光碟片（CD-ROM）、隨機存
取記憶體 (RAM)、可寫1次/讀多次
光碟( WORM )、可多次讀/寫的光碟
( MO )

重製 重製權 著作權法第
22 條

引用智慧財產局網路著作權相關問題
https://www.tipo.gov.tw/ct.asp?xItem=206768&ctNode=6988&mp=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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電腦網路使用行為與著作權相關規定之說明
06 網路上提供商業軟體或套

裝軟體
重製

公開傳輸

重製權

公開傳輸

著作權法第 22 條、第26條之
1

07 在著作財權人許可使用期
間外，不註冊 或不付費於
網路上提供共享軟體
(Shareware)

重製

公開傳
輸

重製權

公開傳輸

著作權法第 22 條、第26條之1

08 不依著作財產權人限制利
用之條件，網路上提供免
費軟體 (freeware)

重製

公開傳
輸

重製權

公開傳輸

著作權法第 22 條、第26條之1

09 將屬著作性質之資訊製作
為檔案

重製 重製權 著作權法第 22 條

編輯 編輯權 著作權法第 28 條

10 將ＢＢＳ上屬著作性質之
資訊製作精華區

重製 重製權 著作權法第 22 條

編輯 編輯權 著作權法第 28 條

改作 改作權 著作權法第 28 條

未標示作
者

姓名標示權 著作權法第 16 條

文字修改 禁止不當修
改權

著作權法第 17 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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著作權之取得與歸屬

 著作權法第10條（創作保護主義）

著作人於著作完成時享有著作權。但本法另有規定者，
從其規定。

 著作權法第11條

受雇人於職務上完成之著作，以該受雇人為著作人。但
契約約定以雇用人為著作人者，從其約定。

依前項規定，以受雇人為著作人者，其著作財產權歸雇
用人享有。但契約約定其著作財產權歸受雇人享有者，
從其約定。

前二項所稱受雇人，包括公務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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著作權之取得與歸屬

 著作權法第12條

出資聘請他人完成之著作，除前條情形外，以該受聘
人為著作人。但契約約定以出資人為著作人者，從其
約定。

依前項規定，以受聘人為著作人者，其著作財產權依
契約約定歸受聘人或出資人享有。未約定著作財產權
之歸屬者，其著作財產權歸受聘人享有。

依前項規定著作財產權歸受聘人享有者，出資人得利
用該著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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著作權侵害（抄襲）之判斷

原告主張著作權侵害，需證明

 1.其為著作權人、該著作係受著作權法保護之著作

 2.抄襲：

 接觸

 實質近似

著作權法之相關規定並未見「抄襲」之用語，惟所謂抄襲，乃係剽竊他
人之著作，並當作自己所創作之謂，而據以認定抄襲之要件有二：即接
觸及實質近似（最高法院97年度台上字第3914號刑事判決意旨參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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著作權侵害（抄襲）之判斷

 最高法院八十一年度台上字第三０六三號判決:

在著作財產權方面，認定有無重製或改作之標準有二，主張著作權
被侵害之人，應負舉證責任:

1.有無接觸被重製或改作之著作，

2.有無實質相似性。

 所謂「接觸」，係指依一般社會通常情形，有合理之機會或合理之
可能性，看到或聽到被重製或改作之著作。

 未能證明接觸可能性，被告可能抗辯平行創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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著作權侵害（抄襲）之判斷

 智慧財產法院100年度民著訴字第34號民事判決

 所謂「實質類似」

指被告著作引用原告著作中實質且重要之表達部分，且須綜合「質」與「量」兩
方面之考量；

須綜合考慮原告著作性質、以不同表達方式展現相同思想之選擇性多寡、 相似部
分之性質等因素。

取自公共領域較多之事實型著作，由於其具有不容杜撰、自由發揮空間及表達
方式受限、資訊來源多有重疊等特點，故在著作抄襲之「實質類似」構成要件
上，應採取更嚴格之標準，不惟字面上近似的要求須近乎同一，量的方面亦應
為較高之要求，

若係虛構性、科幻性作品或詩文等創作性較高之著作，則字面上近似之要求較
低。

34



臺灣高等法院 90 年上字第 1252 號民事判決
（幾米「向左走、向右走」繪本VS大信唱片（江蕙「晚婚」
MTV)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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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告著作之解析（臺灣高等法院 90 年上字第 1252 號民事判決）

 系爭繪本整體之布局架構，大致可被分析如下：

1.一男一女雖住得很近，但兩人的生活習慣與生活形態完全不同，

2.兩人過著空虛的日子，不曾相遇，

3.某日兩人偶然在公園相遇，一見如故

4.兩人在雨中互留電話後匆促分離

5.兩人分離後，因故無法再度取得聯繫，

6.兩人相互期待、思念，卻仍各自孤獨地過生活，

7.雖然兩人之生活實際上偶有交集，卻不自知

8.兩人都 無法忍受失落感而決定搬離，卻再度重逢。

 倘將系爭繪本上開布局架構之各別部分逐一解析觀察，其均為一般愛情著作
中所常見，且為抽象意念之呈現 ，尚無法受到著作權法保護，不能夠以其著
作中有男女兩人偶然相遇一見如故，或在雨中互留電話之情節，就禁止他人
為相同或相似情節之安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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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告著作之解析（臺灣高等法院 90 年上
字第 1252 號民事判決）

 布局架構之各別部分以具體內容之表達，仍受到著作權法保
護。例如在形容男主角過著空虛的日子，其於系爭繪本中之
表現形式為：以「他近來不是過得很好，晚上偶爾會到城中
的上流餐廳，拉琴賺點外快」、「天氣溼冷，有一種冬天來
臨時，淡淡的憂鬱情緒」、「不練琴時，他喜歡在外面閒晃，
繞到城裏的公園去餵鴿子，常常呆坐整個下午」、「有時候
他會覺得空虛無力」等文字敘述搭配繪圖，這些具體的文字
敘述與繪圖，均屬於表現形式，受到著作權法保護。

 系爭繪本每一頁係以文字敘述搭配繪圖，此等具體表現形式
自均受到著作權法保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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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對系爭繪本與系爭ＭＴＶ影片，就各該
事件之次序與角色互動情形對照

 系爭繪本為：

1.一男一女住在同一棟公寓，

2.兩人有各自的生活互不認識，

3.在公園噴水池相遇，

4.相見甚歡度過快樂時光，兩人在公園內散步、
玩旋轉馬，

5.下雨以衣服遮雨並在雨中以紙條互留電話後
匆促分手，

6.字跡被雨淋溼模糊，

7.無法打電話取得聯繫，

8彼此在都市迷宮中，女走人行道、叫、親過
同一個寶寶，

9.男女各自決定搬離去旅行，

10在雪地中再度重逢；

 系爭ＭＴＶ影片則為:

1.一男一女，

2.男女各自在家中用手電筒照自己、各自搭乘捷運，

3.在公園圓形草叢相撞，

4.兩人在公園聊天，男騎搖搖椅，女盪鞦韆，

5.下雨用衣服遮雨，在紙條上互留電話後分手，

6.字跡被雨淋溼模糊，

7.無法打電話取得聯擊，

8.女在天橋走、捷運一進一出，男從店裡買東西出來
而女的喝咖啡低頭找東西，錯身而過，

9.女整理行李拿到外套想起雨中分手情景，女提行李
離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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實質近似？

 系爭繪本創作之程度，比憑空想像或杜撰之科幻小說低，在
實質近似性之判斷上，應要求較高之比例，

 而以兩者在十項重要事件之次序與角色互動關係中，僅三項
構成實質近似，尚難認系爭ＭＴＶ影片整體故事之重要事件
次序與角色互動關係與系爭繪本構成實質近似。此觀謝銘洋
教授之鑑定結果，亦同此認定，有鑑定意見書可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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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觸？平行創作？
 查系爭繪本早於系爭影片一年餘出版發行，但自八十八年二月間出版發

行算至八十九年八月二十一日聯合報刊載系爭繪本銷售八萬本（姑不論
報載內容之計算依據與證明為何，如計算至系爭ＭＴＶ影片完成即八十
九年三月二十五日，則未達八萬本），在長達約一年半期間僅銷售八萬
本，以台灣二千三百萬人口計，對照之下接觸系爭繪本之比率並不高；
雖系爭繪本曾獲選為金石堂十大最具影響力的書、誠品年度推薦選書及
民生報好書大家讀第三十三梯次入選書，惟若非喜好逛書店、閱讀繪本
類書籍之人，斷不會注意且閱讀系爭繪本

 被告辯稱系爭ＭＴＶ影片上證些橋段之靈感係源自於金城武與梁詠琪主
演之電影「心動」、另一齣ＭＴＶ，及梁朝偉與王菲主演之電影「重慶
森林」等，依卷附之錄影帶（江蕙「晚婚」ＭＴＶ「開庭用」版）中之
子母畫面對照，確實在其他影片中亦有類似之畫面表現，業據原審勘驗
屬實（見原審卷(二)第八二至八三頁），可見甲○○所辯非虛。則甲○○
自其他來源亦有可能接觸到類似之表達，是依被上訴人提出之上開證據
尚不足證明甲○○確有接觸系爭繪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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著作權之合法利用情形

成為著作財產權人：

1.自行創作（如屬受僱、受聘創作，應注意著作
財產權之歸屬）

2.從著作權人受讓著作財產權

取得著作權人之授權

洽定授權契約

依現有公開授權條款（如創用CC授權等）

符合合理使用之相關規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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著作權之限制（合理使用之概括規定）

 著作權法第65條第一項：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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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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理使用審酌因素分析：
智慧財產法院 104 年民著上字第 5 號民事判決（不成立合理使用）

 1.利用之目的及性質：

 本款除考量利用人係基於商業目的或非營業之教育目的外，利用人是
否將他人著作予以轉化使用，亦應納入考量，易言之，利用人利用原
著作時若賦予與原著作不同之其他意義與功能，若與原著作差異性越
高，轉化性越大，則可主張合理使用之空間則越大。

 本件六乘二公司為從事企業識別設計、品牌管理獲取營利之公司，其
將元平公司之著作置於公司網頁、臉書粉絲團、部落格上，自係以吸
引具有企業識別設計、品牌管理需求之人瀏覽其網頁，屬於商業之目
的，且其利用方式並未賦予與原著作不同之其他意義與功能，而未經
任何轉化，得主張合理使用之空間不高。

 2.著作之性質：

 原則上被利用之著作原創性越高，則利用人得主張合理使用之空間越
小。

 本件附表一所示著作為元平公司為業主所設計或提案之企業識別標誌
及相關美術及攝影著作堪認屬原創性甚高之著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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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理使用審酌因素分析：
智慧財產法院 104 年民著上字第 5 號民事判決（不成立合理使用）

 3.所利用之質量及其在整個著作所占之比例：

 按本款「在整個著作所占之比例」所稱之「整個著作」，係指享有著
作權保護之原著作而言。

 查依元平公司所提之上訴人等侵權之網頁觀之（見原審卷一第48至79

頁），上訴人等使用元平公司著作之比例，除附表一編號 5-3 圖片係
擷取一部分之外，其餘均係就著作物之全部予以重製，所利用之質量
及比例甚高。

 4利用結果對著作潛在市場與現在價值之影響：

 本款係在考量利用後，原著作經濟市場是否因此產生「市場替代」之
效果，而使得原著作的商業利益受到影響，若對原著作商業利益影響
越大，則可主張合理使用之空間越小。

 查兩造為同業競爭關係，上訴人等之行為會使網頁瀏覽者誤以為該等
設計作品係由六乘二公司完成，將提高網頁瀏覽者對六乘二公司設計
能力之評價，轉而將設計案委託六乘二公司執行，自足以對元平公司
原有之市場及營業收入造成不利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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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理使用審酌因素分析：
智慧財產法院 98 年民著上字第 5 號民事判決（成立合理使用）

 1.利用之目的及性質:

 被告係為教導學生如何設計專題網頁，而將系爭攝影及語文著作重製
於其教學網站中，嗣後為供他人有觀摩其教學網站之機會，而開放予
不特定人登入等語，應屬可信。因此係為授課需要，屬於非營利之教
育目的(＋）

 被上訴人乙○○於其教學網站中使用與上訴人享有著作權之系爭攝影
及語文著作完全相同之圖片及文字，固屬單純重製，而未任何生產性
或轉化性使用（-)

 3.所利用之質量及其在整個著作所占之比例。

 被告係將系爭攝影著作1,040 件完全重製，就各單張攝影著作而言，
所 利用之質量為百分之百，至所利用之語文著作共748 則，亦占有
「昆蟲入門」、「昆蟲圖鑑」2 書之相當比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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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理使用審酌因素分析：
智慧財產法院 98 年民著上字第 5 號民事判決（成立合理使用）

 4.利用結果對著作潛在市場與現在價值之影響。

 觀諸被告重製於該網頁上之各該攝影著作部分為縮圖（例如外放證物
第B0005 至B0007 頁），主要係提供索引目錄之功能，其顯示之尺寸
小，視覺效果差；部份為較大尺寸之圖片，將之與上訴人之「昆蟲圖
鑑」圖片加以比對，色彩飽和度、鮮明度及影像解析度遠遜於原始圖
片，至多僅使網頁瀏覽者大約知悉該昆蟲之外觀特徵及生態習性，則
被告利用上訴人著作的效果，甚難取代或影響上訴人「昆蟲入門」、
「昆蟲圖鑑」於昆蟲類圖鑑市場上之地位。

 況被上訴人乙○○於其網頁上標示圖片及文字來源即上訴人之2 本著
作，如對網頁上各該昆蟲產生興趣之網頁瀏覽者，即可循線查閱或購
買該2 本著作，甚或有進而尋求授權使用之可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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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oogle圖書搜尋構成合理使用

 美國第二巡迴上訴法院認為，基於Google圖書掃描是讓公眾
可以進行全書全文搜索，以及片段閱覽功能，具有轉化性目
的，又因其片段閱覽的範圍有限，並沒有形成原著作的實質
替代品，可構成合理使用。而Google的商業本質與獲利動機，
並不影響其主張合理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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著作權之限制（合理使用例示規定）

 著作權法第44條至第63條例示規定

 豁免規定（無「合理範圍」之用語時，無需另依65條第二項規定標準審酌）

 非豁免規定（有「合理範圍」之用語，無需另依65條第二項規定標準審酌）

 按豁免規定與合理使用不同，豁免規定對於著作類別及專屬權種類設有限制，
法院考量符合法律所定之構成要件者，即可豁免，無須再行斟酌其它合理使用
之權衡要素。

 著作權法第49條係豁免規定，乃以新聞紙、網路等為時事報導者，在報導之必要範圍內，
得利用其報導過程中所接觸之著作，並未規定於合理範圍內為之，得以阻卻違法，法院
自無庸斟酌是否符合著作權法第65條第2項各款所定合理使用之事項，以為判斷標準。又
第49條所稱「所接觸之著作」，係指報導過程中，感官所得知覺存在之著作（最高法院
103年度台上字第1352號判決意旨參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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著作權之限制（合理使用）

 第49條：

以廣播、攝影、錄影、新聞紙、網路或其他方法為時事報導者，在報導之必要
範圍內，得利用其報導過程中所接觸之著作。

 第 52 條

為報導、評論、教學、研究或其他正當目的之必要，在合理範圍內，得引用已
公開發表之著作。

 最高法院84年度台上字第419號判決：「所謂「引用」他人著作，須所引用
他人創作之部分與自己創作部分得加以區辨，如不能區辨何者為自己之創作，
何者為別人之創作，亦即將他人之創作當作自己創作加以利用，則非屬引
用。」

 第61條

揭載於新聞紙、雜誌或網路上有關政治、經濟或社會上時事問題之論述，得由
其他新聞紙、雜誌轉載或由廣播或電視公開播送，或於網路上公開傳輸。但經
註明不許轉載、公開播送或公開傳輸者，不在此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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著作權之限制（合理使用）

 第51條：

供個人或家庭為非營利之目的，在合理範圍內，得利用圖書館及非供公眾使用
之機器重製已公開發表之著作。

 經濟部智慧財產局電子郵件字第950426號函

要 旨：個人將購買之正版CD或DVD轉錄於其他媒介物，如僅供個人或家庭
非營利目的利用，似得主張著作權法第51條「家庭錄製」之合理使用情形。

一、不論購買正版 CD 轉為 MP3 格式、儲存于 MP3 隨身聽、用於自己聆聽欣賞，
或購買正版 DVD  轉為 DivX 格式儲存于 Media Center Edition 平台上、用於家
人觀賞，均屬著作權法所定的「重製」行為。。

 第55條：

 未對觀眾或聽眾直接或間接收取任何費用，且未對表演人支付報酬者，得於
活動中公開口述、公開播送、公開上映或公開演出他人已公開發表之著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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著作權之限制（合理使用）

 第57條：

美術著作或攝影著作原件或合法重製物之所有人或經其同意之人，得公開展示
該著作原件或合法重製物。前項公開展示之人，為向參觀人解說著作，得於說
明書內重製該著作。

 第58條：

於街道、公園、建築物之外壁或其他向公眾開放之戶外場所長期展示之美

術著作或建築著作，除下列情形外，得以任何方法利用之︰

一、以建築方式重製建築物。

二、以雕塑方式重製雕塑物。

三、為於本條規定之場所長期展示目的所為之重製。

四、專門以販賣美術著作重製物為目的所為之重製。

 第 59 條:

合法電腦程式著作重製物之所有人得因配合其所使用機器之需要，修改其

程式，或因備用存檔之需要重製其程式。但限於該所有人自行使用。 51



著作權之限制（合理使用）

 第59-1條：

在中華民國管轄區域內取得著作原件或其合法重製物所有權之人，
得以移轉所有權之方式散布之。

 第60條

著作原件或其合法著作重製物之所有人，得出租該原件或重製物。
但錄音及電腦程式著作，不適用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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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理使用仍可能侵害著作人格權

 第66條：

第四十四條至第六十三條及第六十五條規定，對著作人之著作人格權不生影響。

 第93條：

有下列情形之一者，處二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科或併科新臺幣五十萬元
以下罰金：

一、侵害第十五條至第十七條規定之著作人格權者

 智慧財產法院 103 年民著訴字第 57 號 民事判決

美麗島電子報在系爭報導使用系爭照片行為，係屬非營利使用，業如上述，且該報
導內容我國棒球選手蔣○○在美國小聯盟出賽之最新動態，依一般社會通念，應不
致使瀏覽系爭報導之讀者誤認系爭照片係美麗島電子報記者自行前往於美國拍攝之
攝影著作，且其利用結果亦未對原告攝影著作之潛在市場 與現在價值造成影響，
故美麗島電子報於系爭報導中使用系爭照片雖未註明出處，尚不致使人誤解為匿名
著作或使真正著作人即原告之著作遭受誤解為他人之著作，難認有損於原告權益之
虞，應屬著作權法第16條第4項姓名表示權之限制範圍，而未侵害原告著作人格權
之姓名表示權，是原告此部分主張，亦無可採

53



合理使用需明示出處
 第64條：

依第四十四條至第四十七條、第四十八條之一至第五十條、第五十二條、第五十三
條、第五十五條、第五十七條、第五十八條、第六十條至第六十三條規定利用他人
著作者，應明示其出處。前項明示出處，就著作人之姓名或名稱，除不具名著作或
著作人不明者外，應以合理之方式為之。

 第96條：

違反第五十九條第二項或第六十四條規定者，科新臺幣五萬元以下罰金。

 最高法院 106 年台上字第 215 號 民事判決：

原審係認系爭文章使用上訴人系爭著作之部分內容，符合著作權法第五十二條所定
之引用行為；系爭文章於系爭醫院網站公開傳輸時，未明示該部分內容之出處。乃
未敘明其何以得省略上訴人姓名之依據，逕為不利上訴人之認定，亦有未合。又同
法第九十六條規定，違反同法第六十四條所定利用他人著作，應明示其出處之規定
者，科五萬元以下罰金。系爭文章使用系爭著作之部分內容，既未依著作權法第六
十四條規定明示其出處，能否謂其不構成系爭著作之著作財產權或姓名表示權之侵
害，即不無研求之餘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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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y Question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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