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論人工智慧創作與發明之法律保護— 

以著作權與專利權權利主體為中心 

中文摘要 

在機器學習與深度學習技術帶動第三次人工智慧熱潮，特別是與機器人、大

數據、3D 列印等結合，「人工智慧」成為各大科技企業重點發展技術，無論是

透過成立研究小組或是併購的方式，在 2016 年即有 40 多家人工智慧技術公司

被併購，同時這些技術也被應用在各式產品與服務中。此外不同產業中也陸續引

進人工智慧，從事需要耗時費力的基礎工作，節省成本，也引發人類被取代的恐

慌。世界各國除著力投資發展人工智慧之外，也重視人工智慧為社會及經濟產生

的影響與現行法制的衝擊。 

人工智慧技術也應用於創作與發明過程中，且在機器學習技術下，人類僅需

輸入指示與限制，人工智慧完成內容創作所產出作品，與人類創作成果並無二致。

或是像是神燈精靈一般，人類只要以人工智慧可理解的方式定義問題、要件分析、

功能設計，人工智慧即能完成 重要的物理設計，解決人類之問題，其產出物可

能是符合產業利用性、新穎性與進步性等專利要件。這些人工智慧創作與發明物

是否符合我國現行著作權法與專利法之規定而受到保護，將是本文探討重點，本

文將以文獻研究以及比較法的方式深入研究。 

智慧財產權制度設立的主旨是為保護人類精神活動成果，以人類為創作主體

為前提，人工智慧參與創作之成果對於現行制度而言自然有所扞格。然而人工智

慧創作力對於未來創作與發明而言，都是有所助益，可豐富文化的多樣性並加快

技術的發展。而日本知識產權戰略本部也於 2016 年四月時也將針對人工智慧創

作物之法律保護，擬修訂智慧財產權法。如我國未來亦研擬將人工智慧創作物納

入法律保護，本文參考日本立法相關討論以及美國學者之見解，提出立法時應考

量的權利歸屬以及衍生的相關問題。 

關鍵字：人工智慧、A.I.、人工智慧創作力、電腦產生之著作、著作權、專利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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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egal Protection of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Generated Works—

centering on Authorship and Inventorship 

Abstract 
Machine Learning and Deep Learning are leading the new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era, especially when integrated with technologies of robot, big data, and 3D printing. 

As A.I. gradually became the one of the most popular technologies, corporate giants, 

such as Google, IBM, Facebook, and Apple, have been setting up research labs and 

acquiring A.I. startups to improve the quality of their services and products. Meanwhile, 

through using their service and products, our daily life is filled with A.I. Moreover, in 

many different industries, companies are using A.I. to reduce their cost by replacing 

labors from time-consuming jobs. Governments not only invest in the development of 

A.I. technology, but also response to the impact A.I. brings to the society, economic 

and Law.  

Artificial creativity is a new way for creation and invention. With machine 

learning, human only need to input the indication and limitation for A.I. to generate the 

outcome which is almost the same as what human can do. A.I. is also being described 

as a “genie in the machine”. Human input the description of their problems, functional 

analysis, and functional design, then A.I. will do the physical design to solve the 

problems and generate inventions which are useful, novelty and un-obviousness. 

Whether these creations and inventions are copyrightable and patentable is the core of 

this essay. 

Intellectual property system is aimed to protect the result from human’s mind 

activity, so the author or inventor must be human beings. When A.I. is not just a creation 

tool, but a creative subject, that’s where a conflict occurs. However, A.I. creativity is 

beneficial to human creative and inventing activity, because it can quicken the progress 

of technologies and improve culture diversity. Legislators in Japan are planning to 

protect A.I. creation through modification of intellectual property law. If we also expect 

to protect A.I. creation and invention in Taiwan in the future, with Japan legislative 

discussion and America scholars’ theories, this essay might offer some useful 

indications on the right attribution and other derivation problems. 

Key words: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A.I., Artificial creativity, computer-generated 

work, copyright, pat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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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緒論	

第一節  研究動機與目的 

早在 AlphaGo 打敗人類圍棋棋士之前，人工智慧技術已在不知不覺間達到

可以模仿甚至超越人類智慧的程度。歷史上人工智慧技術發展曾幾度受到世界的

關注與期待，然而卻因部分無法突破的瓶頸而又沈寂。隨著機器學習的興起，各

大科技公司，無論是透過自行研發亦或是企業併購的方式，將人工智慧技術應用

於各項產品與服務當中，特別是與機器人、大數據、3D 列印等技術結合，人工

智慧儼然是 新的科技發展趨勢。此外，各項產業也利用人工智慧達成企業經營

上人力與時間的節省，且人工智慧亦可以完成如人類一般的創作行為，例如機器

人記者可以自行搜集數據資料撰寫報導等，這些具有與人類創作相同外觀的作品

相關法律保護的依據為何，以及如受到法律保護則相關權利歸屬分配，此兩點是

本文思考的出發點。 

日本於 2016 年提出的「知的財産推進計画２０１６」中表示將針對人工智

慧創作物如音樂、小說、發明與設計相關權利保護進行討論。我國與日本同樣採

大陸法系，在智慧財產權法修訂時多參酌日本法，日本 新的立法動向值得我國

注意與參考。在世界各國都致力透入資金研發人工智慧技術，相關法律保護議題

將會越來越受各國重視，事實上在電腦出現之後於各國曾引發「電腦創作」著作

權討論，而在自主性更高的人工智慧創作可能將引發另一波立法爭議，因此本文

的目標在於比較各國相關立法討論，並針對人工智慧創作發展，探討我國現行法

下人工智慧產出創作作品之法律保護地位為何，以及未來可能的修法方向。 

在世界各國致力投入發展人工智慧技術以及相關產業的同時，我國也無法置

身事外，可惜目前我國針對人工智慧所涉及法制面問題研究並不多，期許本文可

達拋磚引玉之效，並得對於產業界、未來立法研擬以及後續研究論著有所助益。 

人工智慧可產出具有與人類創作類似之作品或技術性之發明（以下簡稱為人

工智慧創作與發明），在外觀上與人類創作結果難以區分，針對這些人工智慧創

作與發明之法律保護地位，本文擬從美國、日本等國之著作權法以及專利法角度

切入比較。特別在著作權法部分，早在 20 世紀電腦風行之後逐漸成為人類創作

之工具，包含美國、歐盟、WIPO 以及日本等國都曾對於「電腦產生之作品」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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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權議題提出報告，多認為電腦僅是人類創作之工具，傳達人類精神、情感與思

想，故電腦所產生之作品已規範於著作權法中。然而人工智慧技術發展下，人工

智慧創作已具有更高度的自主性，反而是人類貢獻程度降低，由人工智慧為內容

創作，故本文擬從各國立法討論之立論基礎之上，更進一步討論人工智慧創作之

法律保護。 

立法者 初設計著作權與專利權制度時，是以保護人類精神創作為前提，故

預設的創作主體為人類，故相關法條與要件是否適用於人工智慧創作，容有疑義。

此外，人工智慧縱然通過圖靈測試被認為具有「思考能力」，目前在世界各國人

工智慧都不具有法律人格，亦不具有任何權利能力，因此縱然實際上完成創作與

發明行為，人工智慧是否可擔任著作人／發明人，以及著作財產權人／專利權人，

學術界也有相當大的爭議。另外考量人工智慧創作與發明的特殊性，人工智慧創

作與發明實為「人類與機器連續創作的過程」，在整體的創作過程中事實上並非

完全無人類貢獻，例如人類開發者研發技術、撰寫程式、投入訓練資料，使用者

輸入指示、創作方向、提供種子請求項亦或僅是按下啟動紐等，這些人類開發者

與使用者的「創作或發明前行為」（本文稱之為廣義創作／發明行為）應如何評

價。若是認定人工智慧不得成為著作人／發明人，或是著作財產權人／專利權人

時，這些人類所為廣義創作或發明行為是否影響人工智慧創作與發明之法律保護

認定，及相關權利歸屬為何，都將是本文探討的重點。 

本文將從我國法的角度，分析於我國著作權法以及專利法下人工智慧創作與

發明之法律保護地位。若是在現行法下，人工智慧創作與發明不屬於著作權或專

利權保護之範圍，則需思考有無立法保護之必要性。如未來要立法保護，則需進

一步分析創作、發明主體和權利歸屬分配，以及可能衍生的法律問題，為未來立

法上建議。 

 

第二節 研究方法與研究限制 

第一項 研究方法 

本文主要採用「文獻分析法」，整理分析國內外著作權法下以及專利法

下，對於作者以及著作權要件、發明人與專利要件等相關論著與文章，並著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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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以「人工智慧創作與發明所涉及之法律保護」為題之國外期刊文章，經由文

獻回顧與系統性分析以建構本文架構。 

在第二章中另輔以「歷史分析法」，藉由整理人工智慧技術發展脈絡以及

不同時期產業利用情形，分析對於社會以及整體經濟環境所產生的影響，以利

於釐清並凸顯人工智慧技術之重要性，並建立後續人工智慧創作與發明之歷史

背景以及問題意識。在第三章、第四章中則輔以「比較法」以及「質性研究

法」，經由透過比較其他國家法律保護範圍以及要件，進一步於第五章中將學

者文獻正反論點為系統性分析，並評析各項理論適用上之合理性以及妥適性，

後再與我國法作比較並綜合比較法以及學者理論作為未來修法研擬參考方

向。 

 

第二項 人工智慧範圍限制以及研究限制 

一、人工智慧創作與發明範圍 

人工智慧技術範圍甚廣，本質上為電腦軟體，若符合電腦程式著作要件，包

含其文字部分以及非文字部分，皆為著作權保護範圍。文字部分為「文字、數字、

符號或標記等陳述（statement）或指令（ instruction）所組成」；所謂非文字部

分包含「非文字之結構（structure）、次序（sequence）及組織（organization ）、

功能表之指令結構（menucommand structure）、次級功能表或輔助描述（long 

prompts）、巨集指令（marco instruction）、使用者介面（user interface）、外觀及感

覺（look and feel ）。1」 

而本文研究主題為「人工智慧創作與發明」，即是人工智慧軟體產生之作品，

意即並非是人工智慧程式本身內含之表達，而是由人工智慧所「產生」的表達，

雖然是按照電腦程式著作內容產生的作品，但是電腦程式著作人無法預測內容為

何，並非電腦程式著作人之表達。換言之，本文研究的主題並非是人工智慧本身

之智慧財產權問題，而是針對人工智慧之「產生物」之法律保護，並從著作權以

及專利權的角度切入。 

二、研究限制 

                                                
1 高法院 98 年度台上字第 868 號判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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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先是技術限制部分，人工智慧技術於創作與發明領域之應用，礙於篇幅

以及技術內容的資料取得困難，因此偏向介紹應用的現況為主。另外由於本文

作者背景知識侷限，加上本文重點是建立人工智慧創作與發明所牽涉法律層面

探討，故在技術方面相對無法深入，同時也避免模糊焦點。因此在法律層面，

是以普遍人工智慧創作與發明共通的過程為相關法律議題討論對象，無法更細

緻化或就個案狀況深入分析。 

其次在於比較法的選擇上，在第三章著作權法部分針對作者（著作人）以

及著作權保護要件選擇比較的國家為美國、英國、德國與日本，選擇的標準考

量我國著作權法沿襲大陸法體系同時也受美國法之影響，因此援引美國法以及

德國法作為對比。英國法是少數將「電腦產生之作品」納入著作權體系保護國

家，其立法方式值得參酌；而日本則是同樣採大陸法體系國家，且在 2016 年宣

布研擬將人工智慧創作物納入法律保護，未來可能對我國法產生引導性影響，

故一併比較之。在第四章專利法部分，考量專利制度在法體系間並無明顯的差

異，且國際間訂有 TRIPS 等國際條約在保護標準以及審查手續都更趨於一致而

具有國際性，故在比較法的國家挑選上，考量文獻資料較多以美國法背景為

主，另外日本 近的立法研擬中亦有包含人工智慧發明，故在針對發明人以及

專利保護要件選擇比較的國家中，以美國以及日本兩國為主。 

第三，本文選擇「人工智慧創作與發明」在智慧財產權法下，即涉及著作

權法、專利法、商標法、公平競爭法、營業秘密甚至是民法等，但礙於篇幅以

及作者能力有限之故，僅選擇國外爭議較大的著作權以及專利權作為本文討論

的主軸。 

後是文獻限制，由於我國對於人工智慧相關法治的文章數量稀少，人工

智慧創作與發明也是相對較新的技術發展，因此本文所使用之參考文獻以美國

學者為主，再佐以少數其他國外學者文章。部分文獻時間發表較早且主要是探

討「電腦產出之作品」之著作權議題，雖然人工智慧技術發展至今，自主程度

越來越高，在整體創作過程貢獻光譜上越來越傾向機器之一端，然而與「電腦

產出之作品」在基本原理上是相同的，因此本文擬在這些早期文獻之立論基礎

上為更深度的分析。 

第三節 研究架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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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理解人工智慧之創作與發明過程，勢必必須從人工智慧之技術以及發展

史開始說明，故本文於第二章「人工智慧之技術與產業發展」中首先介紹人工

智慧之定義以及決定人工智慧是否可以「思考」之圖靈測驗，再從人工智慧近

代發展史中的三次熱潮觀察技術的演變， 後則舉例說明現代的機器學習以及

深度學習技術對於各個產業活動與服務產生重大改變與影響。 

人工智慧技術在各產業中，不僅擔任專家學者的角色給予分析與建議，同

時也節省大量人力與時間，甚至可以從事過去認為需要人類智慧的「創作行

為」，包含創作與技術性的發明，所涉及之法律保護制度不同，故分別於第三

章與第四中為討論。 

在第三章「著作權法下人工智慧創作物之地位」中，將介紹在音樂、文

學、藝術各領域人工智慧應用創作之範例，法律保護層面則從 Naruto 猴子自拍

案，延伸討論非人類之作者參與甚至主導完成之創作，所涉及之著作權保護爭

議與相關法律議題。無論是「是否受著作權保護」或是「著作權歸屬」，主要

的法律爭點都是圍繞作者（authorship）之認定，因此透過比較法，與我國著作

權要件以及著作人定義為分析比較。接下來，由於美國、歐盟、WIPO、日本都

曾對於電腦參與創作所衍生「電腦產生之作品」著作權議題為立法上討論，故

基於這些立論基礎之上，延伸至人工智慧創作是否受著作權保護。 

第四章「專利法下人工智慧發明物之地位」中，則是現有的人工智慧參與發

明的案例出發。目前已有數個人工智慧發明物取得專利權，然而皆非以人工智慧

之名義為申請。從專利制度理論與目的分析，「非人類發明人」所為之發明是否

影響係爭發明之可專利性，雖然專利制度實質要件雖然不像著作權一般，強調人

類精神上之創作，更著重於發明本身是否具有進步性、新穎性以及產業利用性，

但是美、日以及我國法下，發明主體皆以自然人為限，而原則上也只有發明人有

專利申請權，此時也面臨如同第三章人工智慧創作同樣的問題，需要認定在整體

的創作過程中誰有資格作為人工智慧發明之發明人。此外，另有如 Cloem 新創

公司專門替客戶之子請求項「再發明」出數以萬計之潛在請求項，並聲稱可作為

客戶種子請求項技術領域或競爭對手技術領域之「先前技術」（prior art），因此

同樣衍生人工智慧發明是否適合作為阻擋人類平行發明之先前技術之疑問，本文

於第四章 後獨立一節討論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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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人工智慧創作與發明立法建議」中，由於我國現行法下人工智慧創

作物與發明物皆不受保護，但本文認為基於功利主義、激勵政策，對於社會與經

濟產生的影響，以及未來科技發展趨勢，應考慮針對人工智慧創作與發明物納入

法律規範，不僅有助於權利歸屬確定，與人類的創作與發明之間關係調和也更明

確，例如的侵權行為發生時責任歸屬等。立法可選擇仍在現行制度下立專章，仍

適用著作權與專利法部分規定；或是建立新的智財制度。本文較傾向前者，並針

對立法提出幾項建議與注意要點，如權利歸屬、權利存續期間、權利取得方式、

人工智慧發明技術對於進步性的影響等，並引用美國學者之見解以及日本立法討

論之內容，作為未來我國立法上之參考。 

後一章為本文之結論，將綜合上述第三章以及第四章中各國與我國法對於

人工智慧創作與發明是否適用之探討；以及第五章中針對人工智慧創作與發明技

術的發展，未來可能的修法方向與建議，並強調人工智慧於未來人類創作與發明

過程中的重要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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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人工智慧之技術與產業發展 

第一節 人工智慧之技術發展歷程 

第一項 人工智慧的起源與定義 

人工智慧（Artificial Intelligence）的發展，一般認為緣起於西元 1956 年由

John McCarthy 以及其他九位學者所舉辦的「達特茅斯夏季人工智慧研討會」（The 

Dartmouth Summer Research Project On Artificial Intelligence），與會者包含 Claude 

Shannon、Marvin Minsky 以及 Nathan Rochester 等多位當代人工智慧研究領域學

者。上開會議被認為是人工智慧發展史上重要的里程碑2，所討論之議題包含當

代人工智慧的各項問題，如自動電腦、程式語言、神經網絡、自我改進（機器學

習）以及隨機性與創造性等3。這場會議雖無實際的成果與突破，然而之後人工

智慧二十年的發展，都是由這些參與的學者以及他們的學生與同事所支配4。John 

McCarthy 是否為創造「人工智慧」一詞之人，尚存有爭議，然而「人工智慧」一

詞是於上開會議中第一次被正式使用5。 

「人工智慧」的定義，McCarthy 於其文章《What is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中認為人工智慧「為製造智慧機器的科學與工程，特別是智能電腦程式。此與使

用電腦以理解人類智慧的類似任務相關，但是人工智慧所使用之方法並不限於生

物學上可觀察者。6」而另一位學者 Marvin Minsky7，於 1968 年將人工智慧詮釋

為「一門『使機械從事人類必須靠智能完成的工作』之科學8。」而近代人工智慧

學者 Joseph Feigenbaum 則認為人工智慧是「如果我們可以想像：一個人工製品

                                                
2 David Levy, Robots Unlimited Life in a Virtual Age 65 (2005). 
3 Id.  
4 謝政勳、廖珗洲、李聯旺譯，Michael Negnevitsky 著, 人工智慧：智慧型系統導論（第三

版），頁 1—6，2012 年 3 月；另參殷建平、祝恩、劉越、陳躍新、王挺譯，Stuart J. Russell 
and Peter Norvig 著, 人工智慧：一種現代的方法（第三版），頁 17—18，2013 年 11 月 1 版。 
5 雷鋒網，從馬文．閔斯基到 AlaphGo，人工智慧走過了怎樣的 70 年？，TechNews 科技新

報，2016 年 2 月 11 日，http://technews.tw/2016/02/11/ai-history/（ 後瀏覽日：2017/1/5）。 
6 “It is the science and engineering of making intelligent machines, especially intelligent computer 
programs. It is related to the similar task of using computers to understand human intelligence, but AI 
does not have to confine itself to methods that are biologically observable.” 
7 與 McCarthy 同為達特茅斯夏季人工智慧研究會議主辦人，日後亦一同為麻省理工學院人工智

慧計劃的共同創辦人。 
8 Levy, supra note 2.“Artificial Intelligence is the science of making machines do things that would 
require intelligence if done by m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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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以搜集、彙編、選擇、理解、感知以及知悉，如此我們就擁有一個人工智慧。

9」日本人工智慧聖地—公立函館未來大學的校長中島孝之，則定義人工智慧為

「以人工方式創造出來、擁有智慧的實體。或是為了創造出這樣的東西而研究智

慧本身的學位。10」而日本人工智慧學會前理事長、京都大學教授西田豐明，則

將人工智慧定義為「擁有智慧的機器」或「擁有心的機器。11」由此可見，學者

們對於人工智慧的定義、範圍理解各有不同，並無統一的定論。簡而言之，人工

智慧屬於電腦科學之一環，是指人造的機器具有實現人類智慧行為的能力，並同

樣以此指稱創造它的技術以及學問。上述 McCarthy 以及 Marvin 的見解為早期對

於人工智慧之定義，多以機器模仿人類智慧行為為出發點。然而，隨著人工智慧、

電腦的發展，今日人工智慧的發展甚至可能超越人類所能完成之事，不只是單純

模仿行為而已。 

人工智慧一詞，在現今社會上使用上充斥於各項產品的行銷宣傳中，學者

松尾豐將社會上使用人工智慧一詞的情況分為四種等級12：第一級僅是將純粹的

「控制程式」稱之為人工智慧，例如將許多家用電器具有「智慧」的外觀，會視

環境（輸入）的不同改變行為（輸出），此類技術應該較屬於「控制工學」、「系

統工學」之範疇；第二類是典型的人工智慧，行動較為多元，透過加入推論探索

能力或是知識基礎，擅長在輸入與輸出間牽上關係而產生極為大量的組合，例如

西洋棋機器人、回答問題機器人等；第三類為加入機器學習的人工智慧，係指內

建搜尋引擎或是能運用大數據自行作出判斷的人工智慧，依據這些資料學習找出

輸入與輸出間的關聯性，因此大多數運用機器學習的演算法則，近年來發展的人

工智慧多數屬於第三類型；第四類為加入深入學習的人工智慧，係指人工智慧進

一步學會機器學習時所使用的表達資料變數，即特徵量，不需要人類設計特徵量，

而是人工智慧自創造特徵量13。深入學習領域是機器學習領域中正在發展中且備

                                                
9 R. Thiagarajan, Fifth Generation Computers and Beyond, in THEMATIC CARTOGRAPHY AND REMOTE 
SENSING 187,190 (Prithvish Nag et al eds., 1992). (If we can imagine an artefact that can collect, 
assemble, choose among, understand, perceive, and know, then we have an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10 江裕真譯，松尾豐著，了解人工智慧的第一本書：機器人和人工智慧能否取代人類？，頁

51，2016 年 8 月。 
11 同上註。 
12 同上註，頁 57—60。 
13 同上註，頁 1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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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矚目的領域，透過多層次神經網路模型14，模擬人類的大腦學習模式，加強機

器的辨識能力，於本節第三部分會再更深入介紹。 

人工智慧有兩大思想主題，分別為「強人工智慧」（strong A.I.）以及

「弱人工智慧」（weak A.I.）15。「強人工智慧」假說認為電腦擁有智慧及思考

能力與一般人類無異，且意識到自己的存在16。強人工智慧理論假設人工智慧

可以理解並解決問題、做出決斷、計劃、學習以及溝通，電腦是睿智的且具有

自我意識。依照「強人工智慧」提出者 John Searle 的說法，「依據強人工智慧

假說，電腦不僅是心靈研究的工具而已，不如說擁有適切程式的電腦是一個心

靈17。」相對的，「弱人工智慧」假說則對於人工智慧的成果沒有如此高的熱

情，只是增加電腦部分的思維特徵使其成為更有用的工具18，電腦並無法與人

類的智慧並駕齊驅，弱人工智慧僅是研究或是完成特定問題解決或是推理任務

的軟體，並無包含（部分狀況下完全無關）任何人類認知能力。有別於強人工

智慧，弱人工智慧比起「智慧」，更接近於特定的問題解決者，其不具有自覺

與認知能力，人工智慧並不需要擁有心靈，只要能運用類似於智慧的知性手法

解決問題即可19。部分評論認為弱人工智慧並不能被稱之為「智慧」，因為其

不能真的「思考」20。強人工智慧假說目前尚未實現，然而它的出現，顯示出

人類對於機器是否可以自主「思考」的疑問，這也是長久以來學者們爭辯不休

的議題。 

 

第二項 圖靈測試（Turing Test） 

如何判斷機器是否會思考、具有「智慧」，必然需談及 Alan Turing （1912-

1954）所提出的「圖靈測試」（Turing Test），該測驗建立一個標準以測試機器

                                                
14 林守德，深度學習的深度，科學人，155 期，頁 24，2015 年 1 月, 
http://www.csie.ntu.edu.tw/~sdlin/novel/deep_learning.pdf （ 後瀏覽日：2017/1/5）。 
15 Ela Kumar,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13-14 (2008) 
16 Id. 
17  John Searle, Minds, Brains, and Programs, 3(3) THE BEHAVIORAL AND BRAIN SCIENCES 417, 
417(1980) (But according to strong AI, the computer is not merely a tool in the study of the mind; rather, 
the appropriately programmed computer really is a mind….).  
18 Kumar, supra note 15. 
19 松尾豐，同註 10。 
20 Kumar, supra note 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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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否具有智能，以及對於自身存在的自覺21。Alan Turing 為一卓越的英國數學家

且同時也是電腦科學之父之一，電影《模仿遊戲》演出 Turing 於第二次世界大戰

時期協助英國軍隊破譯德國軍隊的 Enigma 機密碼的故事，而事實上 Turing 偉大

的成就不僅於此，其於 1949年加入曼徹斯特大學計算機實驗室擔任副主任職位，

從事的工作與當時 早的電腦之一—曼徹斯特馬克一號軟體有關。於這段期間中，

Turing 於 Mind 雜誌上發表一篇對該時代而言深具開創性且對後世影響 為深遠

的文章《計算機與智慧（Computing Machinery and Intelligence）》，於該文章中

Turing 討論人工智慧（該名詞於當時尚未被發明）以及至今仍使用於各式機器人

測試中的「模仿遊戲」。 

於文章中，Turing 首先討論「機器能否思考」的問題，然而此問題的解答將

侷限於「機器」以及「思考」於當代普遍使用的定義之上，這樣的態度是十分危

險的，因此 Turing 選擇以「模仿遊戲」（Imitation Game）來解決這個難題。模

仿遊戲由三個人來進行，一位男子、一位女子以及一位可為任何性別的詢問者，

詢問者與另外兩位隔離於不同房間，而詢問者透過提問的方式，區別另外兩位誰

是女子、誰是男子。其中只能透過如終端機似的媒介來進行交流，而男子的目標

是誤導詢問者，而女子的目標則是幫助詢問者確定真實性別。如將男子改由機器

所取代，機器是否可順利混肴、蒙蔽詢問者之視聽，模仿人類常犯的錯誤，甚至

回答如真人一般模稜兩可的答案22？Turing以此作為判斷機器是否可以思考的依

據。Turing 針對自己所提出的問題，認為答案是肯定的，他相信在西元 2000 年

時，電腦將有 109 的容量可進行 5 分鐘的模仿遊戲問答，且一般的詢問者將只有

不到 70%的機率能作出正確判斷是否在與真人進行對談23，代表有 30%以上的詢

問者誤以為電腦為真人，當電腦成功欺騙 30%以上的評審，即通過圖靈測試。 

模仿遊戲成為日後圖靈測試的基礎，圖靈測試廣泛地被使用作為「證明某些

呈現智能行為機器實體具有心靈、思想或智慧的行為測試」的代稱24。以羅布納

獎（Loebner Prize）比賽所採用的現代的圖靈測試為例，係採用人類評審透過電

腦終端機與通訊另一端實體互動，可能是真人或是電腦程式。在十分鐘的時間內，

裁判可以以任何的方式進行互動，包含問任何問題或是做出任何評論。比賽結束

                                                
21 Id. at 40. 
22 Negnevitsky, 同註 4，頁 1-3—1-4。  
23 Levy, supra note 2, at 41-42. 
24 Id. at 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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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後，每位評審將評比「 像人類」以及「 不像人類」，而獲得 高評價的電

腦程式即為贏家。此外，每位評審亦會於其評分單上畫出一條線，該線之上是評

審認為在終端機另一頭的是真人，而如果電腦程式可以說服 30%以上的評審其

為人類而被歸類於該條線之上，則該電腦程式通過圖靈測試。 

透過終端機以進行詢問者與電腦之間的溝通，可避免受到外型以及聲音的影

響，提供客觀的標準模式，既避開人類智慧特性的辯論，亦排除人為的喜好與偏

見。詢問者在問問題的過程中，可能以各式問題來確定對方是否為機器，如以複

雜的數學運算題測試是否可以快速提供正確解答，因此電腦必須了解適當給予錯

誤解答，或是延遲回答的時機；亦或是可發現情緒特徵性的問題，例如對於詩畫、

小說的想法，因而電腦可能還必須具備對於類似於人類的情緒、情感理解功能25。 

Turing 相信在西元 2000 年時的電腦發展將可完成模仿遊戲，然而事實上直

到西元 2014 年，在英國倫敦皇家學會（Royal Society）所舉辦紀念 Turing 去世

六十週年的競賽中，英國雷丁大學宣佈來自俄國的聊天程式尤金．古斯曼（Eugene 

Goostman）首次通過圖靈測試，也成為人工智慧史上第一位26。其扮演十三歲非

英文母語的烏克蘭男孩，成功讓 33%的評審認為他是真人27。然而這個結果卻遭

受來自四面八方的批評聲浪，首先尤金並非是超級電腦，而是具有角色設計的聊

天機器人28，不具有智慧。使用聊天機器人有違圖靈測試本身的原意，且「非英

文母語」的「小孩」設定亦有違反規定的嫌疑，讓測試更容易通過29；其次，尤

金是否為「第一個」通過測試的機器人尚存有爭議，如於西元 2011 年 Cleverbot

於一場印度技術管理節所舉辦的而圖靈測試中，經現場評審投票評價 59.3%認為

其為人類；此外，圖靈測試是西元 1950 年代的科學家所想像的電腦以及人工智

                                                
25 Negnevitsky，同註 4，頁 1-3—1-4。 
26 Turing Test Success Marks Milestone in Computing History, UNIVERSITY OF READING (Jun. 8, 
2014), http://www.reading.ac.uk/news-and-events/releases/PR583836.aspx (Last visited: 2017/1/5). 
27 郭和杰，電腦首次通過圖靈測試，人工智慧大突破？，iThome，2014 年 6 月 10 日，

http://www.ithome.com.tw/news/88507（ 後瀏覽日：2017/1/5）。 
28 Mike Masnick, No, A 'Supercomputer' Did NOT Pass The Turing Test For The First Time And 
Everyone Should Know Better, TECH DIRT (Jun. 9, 2014), 
https://www.techdirt.com/articles/20140609/07284327524/no-computer-did-not-pass-turing-test-first-
time-everyone-should-know-better.shtml (Last visited: 2017/1/5). 
29 Adam Mann, That Computer Actually Got An F On The Turing Test, WIRED (Jun.9, 2014), 
http://www.wired.com/2014/06/turing-test-not-so-fast/ (Last visited: 2017/1/5); See also Matthew 
Sparkes, Computer passes the Turing Test? I’m not convinced, THE TELEGRAPH (Jun.9, 2014), 
http://www.telegraph.co.uk/technology/news/10886389/Computer-passes-the-Turing-Test-Im-not-
convinced.html (Last visited: 2017/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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慧，無法與現今的科技發展相吻合30，現今的人工智慧早已超越 Turing 那個時代

的理解，機器人領域也不僅僅是往「聊天機器人」的方向發展。 

如前所述，圖靈測試於不同的競賽與場合中都有些許變形，評審與評價的方

式也有所不同，是否可以相提並論尚有斟酌之餘地，現代的圖靈測試與 Turing 所

提出的「模仿遊戲」也有所出入。學者 Stevan Harnad 認為不論是尤金還是

Cleverbot 都沒有通過圖靈測試31，因為探究「Turing 的觀點，是以解釋人類的大

腦如何運作的方法來設計一個能做到任何大腦能做的事的系統」，包含人類所有

的語言詞彙庫，如同其基礎能力一般，不是僅存在五分鐘而已，而是一生32。回

歸 Turing 所提「機器能否思考」的問題本身觀之，本文認為 Harnad 之見解較符

合當初 Turing 的真意。 

圖靈測試雖然是距今 67 年前科學家的觀察，但這些年來也提供關於人工智

慧的模仿人類行為的評估標準，且透過與人類專家的比對，亦驗證部分專業領域

的智慧型程式33。然而，人工智慧研究並非僅致力於通過圖靈測驗，而是透過各

項子領域的研究，特別是機器學習，而在生活中各層面的運用都有令人耳目一新

的成果。 

第三項 近代人工智慧技術發展史 

人工智慧研究領域十分廣泛且多元，各個議題可區分為不同的子領域，如演

繹、推理與解決問題、自動規劃、專家系統、機器學習（神經網路、深度學習）、

自然語言處理、機器人學（操縱與移動）、機器感知（機器人視覺）、倫理管理

等34，其研究成果也以生活中不同型態的機器人以及人工智慧技術呈現，如 IBM

萬能機器人 Watson、創作音樂的機器人 Magenta、機器詩人 Cybernetic Poet、表

達情感的機器人 pepper 以及打敗韓國圍棋棋手的 AlaphGo 等，相關產業應用將

於本章第二節中更詳盡的介紹。人工智慧的發展史因研究領域的不同，且長時間

下來累積的研究成果十分豐碩但也繁雜，並非短短一章節可以盡數，故本文以下

                                                
30 Mann, supra note 29; 郭和杰，同註 27。 
31 Ian Sample and Alex Hern, Scientists dispute whether computer ‘Eugene Goostman’ passed Turing 
test, THEGUARDIN ( Jun.9, 2014), https://www.theguardian.com/technology/2014/jun/09/scientists-
disagree-over-whether-turing-test-has-been-passed (Last visited: 2017/1/5). 
32  "That includes all of our verbal capacity, as well as the sensorimotor, or robotic, capacity in which it 
is grounded. Not for five minutes, but for a lifetime." 
33 Negnevitsky，同註 4，頁 1-5。 
34 Russell and Norvig，同註 4，頁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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將採用日本學者松尾豐分類方式以歷史上三次人工智慧熱潮以簡述不同時期人

工智慧技術的發展歷程以及重大事件35。 

 

 人工智慧孕育期 

在前述達特茅斯夏季研討會之前有一段人工智慧的孕育期，Warren 

McCulloch 以及 Walter Pitts 於 1943 年所發表的研究報告中提出一個人工神經網

路模型36，其被設定為二進位（即開或關）狀態，他們所提出的神經網路模型，

證實任何函數都可透過相連神經元網路進行運算，且所有的邏輯連接詞（與、或、

非等）都可用簡單的網路結構來呈現37，此份報告被公認為人工智慧領域 早的

研究。神經網路模型在理論以及實驗兩大方面都推動實驗室大腦模型的研究38，

雖被證實是不正確的，然而卻為神經計算以及人工神經網路（Artificial neutral 

networks, ANN）領域奠定基礎。此外，1949 年 Donald Hebb 於其著作中揭示神

經元之間連結關係，稱之為「赫布定律」，（Hebb’s rule）其亦人工神經網路理

論的基石39，至今仍有相當影響力40。人工神經網路理論雖沈寂一時，然而在 1980

年代之後神經網路成為機器學習十分重要的發展領域。此外，Marvin Minsky 以

及Dean Edmonds於 1950年建造第一台神經網路計算機 SNARC（Stochastic neural 

analog reinforcement calculator）。 

 

 第一次人工智慧熱潮 

第一次的人工智慧熱潮出現在西元 1950 年代後半至 1960 年代41，剛結束達

特茅斯夏季研討會，學者對於人工智慧的發展充滿熱情與信心，大膽預測未來，

這個時代的人工智慧以「推論」以及「探索」為主，研究偏重於運用電腦解決特

定問題。所謂的「推論」是指模擬人類複雜思考的過程以符號來呈現並執行，類

似「探索」的過程，一步步將所有的可能性羅列後向下排列的圖像稱之為「探索

樹」（searching tree），亦即為狀況區分，而電腦參照這樣邏輯不斷為狀況區分

                                                
35 松尾豐為現任東京大學工學研究所副教授，專長研究領域為人工智慧與大數據分析等。松尾

豐，同註 10，頁 68—71。 
36 Negnevitsky，同註 4，頁 1-5—1-6。 
37 Russell and Norvig，同註 4，頁 17。 
38 同上註。 
39 張正苓、胡玉城譯，Pedro Domingos 著，大數據，頁 182，2016 年 8 月 5 日。 
40 Negnevitsky，同註 4，頁 1-17。 
41 松尾豐，同註 10，頁 68—9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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後即能找到解答。探索樹在人工智慧適用的領域，除了迷宮、河內塔之外，亦

可作為機器人的行為規劃，此種「規劃」（planning）的技術是針對各種狀況，

設定「前提要件」、「行動」以及「結果」，機器人即可達到預期的結果。 

探索樹在棋藝類型人工智慧運用上特別顯著，將對手可能的棋步依狀況區

分列舉出來，運用評價函數（evaluation function）演算法評估其優缺點後，再

決定自己的下一個棋步42，因為尚須考量對手的棋步，因此探索組合數量極為

龐大，搭配評價機制則電腦則以達成 高分為目標進行探索，而整體盤面的預

估則是採用「 小 大法43」，這也是持續至今棋藝機器人的基礎模型。隨著

規則、勝敗計算的難易度，可能棋步組合數量，對於電腦而言從易至難分別是

黑白棋、西洋棋、圍棋44。於 1951 年 Arthur Samuel 發表的黑白棋程式受到相當

矚目45，搭配的電腦為 IBM701，是第一台能將程式儲存於其記憶體中的電腦，

並使 IBM 的股價上升 15 點，三年後的更新版本增加兩個學習機制，使程式可

以從經驗學習並精進自己的評價函數， 終發展至業餘選手的能力。而西洋棋

程式的發展從 1951 年 Claude Shannon 第一次發表的西洋棋殘局計算機（Chess 

endgames computer）到 IBM 的 Deep Blue 於 1997 年第一次打敗當時的世界冠

軍 Garry Kasparov，花了將近 50 年的時間46。而不同於西洋棋平均於一個位置

需思考 37 個棋步，而圍棋於一個位置需思考 240 個棋步，因此於 20 回的搜索

樹將擁有 4Ｘ1047 個組合數47，可見其需要更長遠的策略以及更優化的評價機

制，而在 2016 年隨著 AlaphGo 成功打敗職業棋士，也為遊戲領域機器人發展

立下里程碑。 

AlphaGo 為 Google Deep Mind 所發展的人工智慧圍棋程式，其採用其他棋

類遊戲時常採用的蒙地卡羅樹狀搜尋（Monte Carlo Tree Search）以及兩個深度

神經網路—策略網路（policy network）以及價值網路（value network），透過

策略網路判斷對手 可能落子的位置，價值網路評價則是預估每個落子位置在

整體棋局中的勝率，兩個深度的神經網路經由訓練的方式是結合輸入大量人類

                                                
42 Levy, supra note 2, at 73. 
43 小 大法（minimax），即一方選擇對自己 有利的下棋原則，另一方亦選擇對自己 有

利原則意即使對手優勢 小化，如此一來即能預測未來的 佳棋步。松尾豐，同註 10，頁 83。 
44 Levy, supra note 2, at 89-94；另參松尾豐，同註 10，頁 82。 
45 Levy, supra note 2, at 89. 
46 Id. at 81、88. 
47 Id. at 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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專家對弈棋譜的監督式學習以及大量自我演繹對弈的強化學習，並透過新式的

搜尋演算法將蒙地卡羅樹狀搜尋、策略網路以及價值網路結合，利用「深度學

習」技術反覆訓練提升 AlphaGo 的網路權重48。 

早期電腦 大的用途是定理的證明以及解決問題，而真正的目標是能對於

常識問題自動化推論解決方案，這正是 John McCarthy 對於早期人工智慧發展的

夢想49。McCarthy 於 1958 年發表的論文《基於常識的程式（Programs with Common 

Sense）》中，提出「建議的採納者」（Advice Taker），可以透過操作邏輯語言

尋找解決生活難題的方案，特別的是，「建議的採納者」允許使用者透過給予建

議（正確的陳述）的方式即時改善其表現，等於其可以接受新公理、不同領域的

專業知識，而無須重新設計，如同人類一般有效地從經驗中學習，可以說「建議

的採納者」是第一個完全基於知識，且集知識表達與推理的核心定律於一身的系

統50，時至今日，這篇論文仍是非常重要51。另一個問題解決程式的早期嘗試是

「通用解決方案」（General Problem Solver，GPS）於 1960 年代由 Allen Newell

以及 Herbert Simon 開發，其採用一種稱為手段—目的（means-ends）分析法，將

問題的目標狀態拆解成數個子目標再分別解決，如問題的目前狀態與目標狀態間

存有差異，則是透過子目標予以 小化或是消除 大的差異52。然而 GPS 無法處

理複雜的問題，由於其採用正規邏輯，必然導致探索樹中的子目標以及創造新子

目標的可能性增加，導致需要大量的運算時間以及記憶體空間，而在有限的電腦

時間以及記憶體容量資源之下， 後 GPS 計劃目標無法實現53。這亦顯示從特定

問題解決走向通用問題解決，對於 GPS 的困難性，其需要具備相關問題範疇的

大量知識以解決不同的問題，並無一個通用的策略可以自動導向每個問題的解決

方案，而這也是第一次人工智慧熱潮中許多研究共同遇到的困境。 

許多現在重要的技術研究，例如神經網路、機器學習、對話系統、機器翻譯

等研究的理論與概念在這段期間被提出，然而卻分別遇到困境與難題。僅管在證

明難解的定理或是解決遊戲問題方面，人工智慧證明其機器智慧的存在，然而卻

                                                
48 David Silver ET AL, Mastering the game of Go with deep neural networks and tree, NATURE (Jan. 
27, 2016), http://www.nature.com/nature/journal/v529/n7587/full/nature16961.html (Last visited: 
2017/1/5).  
49 Levy, supra note 2, at 194. 
50 Negnevitsky，同註 4，頁 1-7。 
51 Russell and Norvig，同註 4，頁 19。 
52 Levy, supra note 2, at 199-200. 
53 Negnevitsky，同註 4，頁 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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無法解決更廣泛的現實需求或是複雜問題，在欠缺相關範疇知識之下僅能透過每

一步驟的不同組合直到找到正確解答，在遊戲機器人雖可行，然而在通用問題上

卻面臨組合數量龐大，欠缺效率而無法解決現實問題。在早期的機器翻譯則面臨

機器主題理解問題，明顯的例子是，1957 年美國國家研究會所資助蘇聯科學論

文翻譯，起初借助電子辭典進行俄文與英文的單字替換。然而，因欠缺對於主題

以及背景知識理解，而無法選擇正確的翻譯詞彙， 後在 1966 年的諮詢委員會

報告書中（ALPAC 報告）中認為「尚不存在通用科學文本的機器翻譯，短期也

不會出現」，使得學術翻譯研究所有美國政府資助全部中斷54。同樣在英國政府

在 1971 年 James Lighthill 所提出的報告中，批評人工智慧未能解決前述透過不

同組合探索求解，所造成「組合爆炸」的問題55，且未能發現重大甚至是明顯的

研究成果，因此停止對兩所大學以外其他大學人工智慧研究的支持，認為沒有保

留獨立「人工智慧」學科的必要56。除了上述研究上的限制之外，在產生智慧行

為的基本結構上亦存在某些限制，如 Marvin Minsky 於其著作《感知器》

（Perceptrons）中提及，人工神經網路在特定狀況下所出現的侷限性57，也導致

神經網路研究資助的減少58。1970 年代開始熱潮消退，直到 1980 年代專家系統

於產業上的應用才又重新興起熱潮。 

 

 第二次人工智慧熱潮 

 雖然人工智慧於 1970 年代較為沉寂，然而不少研究仍持續進行。第一次熱

潮期間所採用的一種通用的探索演算法，是以一連串的推理步驟解決問題，這樣

的方法稱之為「弱方法」（weak method），並無法解決日常的複雜問題。而有效

的替代方案即是使用強而有力的的相關範疇知識，透過執行更大量的推理步驟來

解決狹窄專業領域的特殊問題59，其中代表的典型就是「專家系統」（Expert 

systems）。 

                                                
54 Russell and Norvig，同註 4，頁 21。 
55 同上註。 
56 Negnevitsky，同註 4, 頁 1-10。 
57 針對感知器僅能針對線性邊界分類，而無法處理異或問題，而在 1980 年代後向傳遞學習演

算法發明之後已克服，詳如後述。 
58 Russell and Norvig，同註 4，頁 21。 
59 同上註，頁 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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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謂的專家系統係一種運用專業領域知識解決一般需要專家解決之問題的

複雜程式，透過汲取專業領域知識，演算之後展現出如該領域專家般之言行，提

供智慧的建議且可以解釋其決定背後的推理過程，讓使用者可以理解其「思維」

60。專家系統特意限縮其知識領域61，以便對於問題領域可以表現更高程度的理

解，其系統採取以知識為基礎的規則庫（knowledge base），相較於傳統演算法

更為靈活，其推理機制與知識庫相互分離，可以隨時增加、移除或是更改規則而

不需改動演算法或是程式，因此規則庫可輕易的改進其知識。此外知識的運用也

更活躍，可用來從問題中已知的部分推論新的資訊，或是增加規則表達的新知識

後即可為新的應用。專家系統應用的領域極廣，包含醫療、數學、工程、地理、

犯罪、電腦科學、商業、法律、政治以及防禦等62。 

DENDRAL 為專家系統的先驅，於 1969 年由史丹佛大學開發，作為藉由質

譜儀提供的光譜資料分析火星表面的土壤分子結構，由 Edward Feigenbaum、資

訊科學家 Bruce Buchanan、基因領域諾貝爾得主 Joshua Lederberg 合作完成，

Feigenbaum 的工作即是將 Lederberg 的專業知識，讓電腦程式來實施，使其具有

人類專家學者的程度，所面臨的問題主要困難在於「知識獲取的瓶頸」，如何使

電腦程式獲取人類的知識，是知識工程中公認的難題。而 DENDRAL 的重要性

在於代表人工智慧的發展，從 1960 年代流行的「弱方法」轉移至特定領域，以

及知識密集的技術63。而且，該計畫是從人類專家身上萃取經驗法則等高品質規

則，並使電腦程式在特定問題上達到與有經驗的人類專家相同的知識水準。此外，

DENDRAL 計畫開創專家系統的基本理論—「知識工程」（knowledge engineering）
64，包含知識的獲取、知識的表達以及知識的處理，透過數星期或更長期間與專

家學者會晤訪問所得的知識，知識工程師再將這些知識轉化成 IF-THEN 規則儲

存於程式的「知識庫」中，這在後續包含 MYCIN、PROSECTOR 等專家系統中

發揚光大。 

在 DENDRAL 計畫成功並行銷於美國市場之後，1972 年 Feigenbaum 與史

丹佛團隊開始發展醫療專家系統—MYCIN， MYCIN 為典型的專家系統，可以

                                                
60 Levy, supra note 2, at 234-236. 
61 Id. 
62 Id. 
63 Negnevitsky，同註 4， 頁 1-11—1-12。 
64 同上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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說是第一個大型展現人類專家水準且可以提供使用者推理解釋的大型專家系統，

其透過與專家會晤訪問間獲取知識轉化為約 450 種相互獨立的規則，用以提供醫

生診斷傳染性血液疾病以及腦膜炎建議。由於醫學診斷上時常面臨不確定性，然

而早期的治療又是必要的，MYCIN 需對於醫生不完整的回答給予回應，故所有

資訊會以「確定性因素」（certainty factors）來評價醫生回答的不確定性，此為

MYCIN 所引入的新的特徵65。經過改良標準後 MYCIN 的處方選擇的正確率高

達 65%，相較於一般的人類專家只有 42.5%至 62.5%更為準確66，雖仍較細菌感

染專業醫師 80%的正確率為低67，但就 1970 年代的軟體程式而言已是相當驚人

的表現。 

專家系統的成功，將其從實驗室帶到各個領域產業應用之上。在 1980 年代

之後，隨著個人電腦（PC）以及簡單的專家系統開發工具的出現，使得各學科學

者能投入研發專家系統，各大公司亦得以成立自己的人工智慧研究小組開發，並

使用專家系統於生產或是商業活動中68。早期以醫療產業應用為 大宗，而隨著

專家系統發展愈發成熟，不只數量增加，應用產業也隨之擴展，至 20 世紀末時

新興領域為商業與生產業，已佔應用總數 60%左右，人工智慧產值到 1988 年高

達數十億美元69。除此之外，包含日本十年國家計畫「第五代電腦」在內，美國、

英國都重新展開對於人工智慧的研究70。 

專家系統雖看似發展十分成功，然而仍然有其局限性存在71。首先，成千上

萬條規則有可能發生前後矛盾或是不一致的情況，難以核對或是進行驗證其中不

正確、不完整或是不一致的規則，因而知識的維護管理十分重要；其次，專家系

統僅擅長回答狹窄專業領域問題，一旦需要處理知識範圍較廣的問題，可能面臨

無法界定領域的困境，主因在於對於常識層級知識的缺乏，顯露出記述知識的困

難，其中的代表為 Cyc 計畫，由、Douglas Lenat 所發起，目標是建立常識知識的

資料庫，透過人工的方式，將人類世界的基礎知識與定理輸入電腦中，這項計畫

                                                
65 同上註；另參 Levy, supra note 2, at 242. 
66 Levy, supra note 2, at 242 
67 松尾豐，同註 10，頁 97—98。 
68 Negnevitsky，同註 4，頁 1-13。 
69 同上註。 
70 松尾豐，同註 10，頁 118—119 頁；另參 Russell and Norvig，同註 4，頁 23—24。 
71 Negnevitsky，同註 4，頁 1-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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進行至今已逾三十年，亦無法將人類無邊無際的知識編入完成72。這些專家系統

的瓶頸，在日後透過網路以及機器學習等研究發展下，方才予以突破。 

不論是上述國家的計畫，或是公司開發小組皆沒有達到原先預期的成效，專

家系統存在瓶頸，且在人工智慧領域學者亦有提出框架問題（frame problem）、

符號接地問題（symbol grounding problem）等困境，在 1987 年左右，第二次人

工智慧熱潮結束，迎來號稱「人工智慧寒冬」時期的到來73。 

 

 第三次人工智慧熱潮 

隨著 1980 年代神經網路研究的復甦、1990 年代網路的出現，影響機器學習

的發展，也連帶帶動第三次人工智慧熱潮。「機器學習（machine learning）」不

同於知識工程，知識工程研究者認為知識是透過人類逐一輸入，然而機器學習則

是讓人工智慧以經驗、實例以及模擬的方式自行學習，透過一邊處理範例組成「訓

練集」資料，一邊學習建立「分類方式」（一種函數，即 learning model），學會

之後便能使用該分類方式區分新的未知事物74。目前的機器學習可分為三種方法，

第一種為「強化學習」，即透過大量資料輸入並給予獎勵回饋；第二種較常訓練

神經網路的是「監督式學習」，人工智慧的訓練集需包含輸入（即特徵，features）

和預測目標（label），在監督式學習中目標是由人類所標註；第三種是「非監督

式學習」，相對則無無人類標註預測目標，而是對於訓練資料進行分類以了解其

內部結構75。 

機器學習包含五個主要的思想學派，分別為符號理論學派（Symbolists）、

人工神經網路學派（Connectionists）、演化論學派（Evolutionaries）、貝氏定理

學派（Bayesians）以及類比推理學派（Analogizers）76。各學派擁有不同理念以

及核心問題，且透過不同的演算法予以體現，例如人工神經理論學派是模擬大腦

思考以及神經傳遞，透過調整神經元之間的連結強度進行學習，主流的演算法為

                                                
72 松尾豐，同註 10，頁 99—102。 
73 同上註，頁 114—117。 
74 同上註，頁 126—127。這些演算法包含 鄰近演算法（nearest-neighbor algorithm）、簡單貝

氏演算法（Naïve Bayes）、決策樹學習器（decision tree learners）等。 
75 張庭瑜，Facebook 的 AI 入門課！用三段動畫講解人工智慧如何運作，數位時代，2016 年 12
月 6 日，http://www.bnext.com.tw/article/42204/facebook-artificial-intelligence-video（ 後瀏覽

日：2017/1/5）。 
76 Domingos，同註 39，頁 121—1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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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倒傳遞學習演算法」（back propagation）；而演化論學派則是在電腦上模擬物

競天擇的演化過程，模擬的結果是一系列 佳化演算法直到找到 佳化的解決方

案，包含基因演算法（generic algorithm）、演化策略以及遺傳規劃（generic 

programming）等77。礙於篇幅以及重要性考量，以下將僅以將以機器學習 常見

的方法人工神經網路為討論的主軸。 

 人工神經網路，亦可簡稱為神經網路（natural network）或神經網（natural 

net），人工神經網路是模仿人類大腦思考推理模型，人類的大腦高度複雜、可同

時進行大量的平行計算，大腦是由密集的神經細胞或神經元所足成，神經元包含

細胞體、一些樹突、突觸以及一根細長的軸突，透過複雜的電化學反應傳遞訊號，

而神經元又具有可塑性，因此正確的答案的神經元連結被加強，相對錯誤答案的

連結被弱化，因此神經元可透過經驗學習。人工神經網路即是模擬這樣的學習的

過程，其具有多數簡單又高度連結的處理器亦稱為神經元，每個神經元連結都設

有權重並將訊號傳遞至其他神經元，權重代表神經元訊息輸入的強度或是每個神

經元輸入的重要性，而人工神經網路透過調整權重進行學習78。 

如前「人工智慧孕育期」所提及 Warren McCulloch 以及 Walter Pitts 的人工

神經網路模型，該模型被設定二進位（即開或關）狀態，當輸入訊號數量大於活

化門檻時，神經元即會切換至「開」的狀態，而於 1957 年 Frank Rosenblatt 發明

「感知器」（perceptron）即加上「可變的權重」概念。感知器由多層組合而成，

透過將每項輸入訊息加上重後加總再經過「激勵函數」（activation function）決

定其輸出，如果加總分數高於特定門檻則該感知器被活化否則則被抑制，門檻設

定的關鍵在於是否辨識（recognizing）個別輸入訊息態樣是否屬於特定態樣類別，

如正類別（1）與負類別（0）而透過反覆調整權重即神經元之間的連結強度可以

提升其分類的精準度79。多層感知器通常包含輸入層、隱含層以及輸出層，隱含

層的神經元主要的功能在於發現特徵，神經元的權重代表隱含於輸入訊息態樣的

特徵，而輸出層根據這些特徵決定輸出的型態80。 

多層神經網路主要的演算法為「倒傳遞學習演算法」，其由兩個階段組合而

成。首先在「前饋階段」，透過將大量訓練輸入型態提供給人工神經網路的輸入

                                                
77 同上註，頁 323—332 頁。 
78 Negnevitsky，同註 4, 頁 6-2—6-3。 
79 Levy, supra note 2, at 214-215. 
80 Negnevitsky，同註 4， 頁 6-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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端，經層層傳遞後至輸出端輸出，比較後，如輸出型態與預期的輸出型態不同，

之後在「倒傳遞階段」，再將經計算後所得的誤差訊號從輸出端反向傳遞至輸入

端，在傳送誤差時每個神經元會調整其權重。與單層感知器採線性函數不同，後

向傳遞學習法所採的激勵函數為 S 型函數，可保證所得的輸出在 0 到 1 之間。而

後向傳遞學習法亦解決 Minsky 所批評感知器所無法解決「異或」（Exclusive-OR，

XOR）問題81。而在成功學習之後人工神經網路建構完成的預測階段，輸入不同

於訓練時的資料便能在瞬間完成計算與辨識。人工神經網路適用於許多領域，

早適用於預測股票市場，挑選 佳股票投資組合，此外，卡內基大學所開發的自

動駕駛車輛也是早期成功的案例之一82。 

然而，人工神經網路仍有其需克服的問題，例如「特徵工程」（feature 

engineering）中特徵量設計，仍需要由人類來協助判斷等83。而突破的契機為「深

度學習」（deep learning），深度學習為機器學習之旁支，可對於資料自行抽取

特徵。在 20 世紀即開始有深度學習相關的研究，直到 21 世紀初期深度學習技術

才逐漸成為現在的人工智慧技術發展主流。深度學習為多層神經網路，其成功關

鍵在於使用「自動編碼器」（autoencoder）作為「資訊壓縮器」。「自動編碼器」

為一多層感知器且輸入與輸出完全相同，神經網路學習將輸入複製於隱藏層，再

從隱藏層複製到輸出層，關鍵在於較小的隱藏層，神經網路必須以更少的位元來

進行編碼，再還原回實際的大小，為使還原錯誤 小化，需學習調整權重，在這

樣的過程中，自動編碼器學習以自己的方式找到適切的特徵表達進行壓縮以及還

原。其次，透過推疊式自動編碼器，使第一層自動編碼器的隱藏層變成第二層自

動編碼器的輸入／輸出層，逐一直疊，形成高層次的特徵量，再取出其代表的概

念84。至今已有數種深度學習架構，如在語音及圖像辨識表現出色的卷積神經網

路（Convolutional Neural Network，CNN）、長短期記憶神經網路（Long-Short Term 

Memory，LSTM）以及遞迴神經網路（Recursive Neural Network）等85。 

                                                
81 同上註，頁 6-6、6-14；另參 Domingos，同註 39，頁 209。 
82 Domingos，同註 39， 頁 209—211。 
83 松尾豐，同註 10, 頁 147—150. 
84 同上註，頁 161—163、172—175。 
85 周秉誼，淺談 Deep Learning 原理及應用，國立台灣大學計算機及資訊網路中心電子報，38
期，2016 年 9 月 20 日，http://www.cc.ntu.edu.tw/chinese/epaper/0038/20160920_3805.html（ 後

瀏覽日：2017/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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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度學習在網路以及大數據時代不再僅仰賴人類，而可利用網路取得更龐

大的數據，其中的代表即為 2012 年 Google 大腦可以從 Youtube 影片中辨識貓

臉，作為當時 大的學習網路其具有 16,000 個電腦處理器，以及十億個連結，

而且取代工程師訓練何為貓而是透過網路自行學習，讓電腦在深度學習後自行找

到特徵量後創造貓的概念，再提供它相對應的符號表達「這是貓臉」，因此電腦

便學會概念與符號表達結合的符號86。除了上述影像辨識之外，深度學習技術在

今日也廣泛應用於語音辨識、自然語言處理、生物資訊學以及推薦系統等87。 

人工神經網路可與人類世界有更多互動的機會並從中學習，在網路以及大

數據的環境，機器學習得以在未知規則條件下建立新的模式，也可以處理模糊或

不完整的資訊，然而其缺乏組合、解釋推理的功能，因此神經網路與專家系統間

存在某種互補的關係，再加上模糊邏輯，可以更廣泛的解決不同領域的問題88。 

 

 產業界對人工智慧技術之投入 

這幾年人工智慧的發展又來到新的高峰，許多子研究技術也有新的應用，例

如搜尋引擎、推薦系統以及網站建構系統等89。而在各大公司也積極透過併購，

或是成立實驗室的方式，進行技術佈局，並將技術應用於產品與服務90。自 2011

年起共有 140 家從事人工智慧技術之私人公司被併購，併購案數量逐年增加，光

是在 2016 年即有 40 起關於人工智慧相關技術領域的併購案發生91。 

以 Google 為例，其於 2013 年併購由當代重要深度學習科學家 Geoffrey 

Hinton 及其學生所成立的新創公司，其團隊著力於研究深度學習以及卷積神經網

路，並且在前一年的全球視覺辨識大賽（ImageNet Large Scale Visual Recognition 

Challenge）中首次參加便獲得壓倒性成功92。透過此次併購 Google 可能將相關

                                                
86 John Markoff, How Many Computers to Identify a Cat? 16,000, NEW YORK TIMES (Jun. 25, 2012), 
http://www.nytimes.com/2012/06/26/technology/in-a-big-network-of-computers-evidence-of-machine-
learning.html?pagewanted=all&_r=0  (Last visited: 2017/1/5)； 松尾豐，同註 10，頁 176—179。 
87 周秉誼，同註 85。 
88 Negnevitsky，同註 4，頁 1-19—1-20。 
89 Russell and NorvigSupra，同註 4，頁 26。 
90 松尾豐，同註 10，頁 33—34。 
91 The Race For AI: Google, Twitter, Intel, Apple in Rush Grab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Startups, CB 
INSIGHTS (Dec. 6, 2016), https://www.cbinsights.com/blog/top-acquirers-ai-startups-ma-timeline/ (Last 
visited: 2017/1/5).  
92 Frederic Lardinois, How Google’s Acquisition Of DNNresearch Allowed It To Build Its Impressive 
Google+ Photo Search In 6 Months, TECHCRUNCH (Jun. 12, 2013), 
https://techcrunch.com/2013/06/12/how-googles-acquisition-of-dnnresearch-allowed-it-to-build-its-
impressive-google-photo-search-in-6-months/ (Last visited: 2017/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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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術應用於語音識別、自然語言處理或是圖像識別，特別可能影響 Google+的照

片搜尋服務，同時 Hinton 以及兩位學生也會進入 Google 工作，因此人才併購

（acqui-hire）可能亦是本次併購案的目的93。除此之外，於隔年 Google 以 4 億美

元併購英國人工智慧新創公司 DeepMind 科技公司，不只 Google，Facebook 於

2012 年同樣也曾將 DeepMind 作為併購標的94。DeepMind 的發展特色為機器學

習（強化學習、深度學習）、高級演算法以及系統神經科學（systems neuroscience），

目標在於建構像是人類一般思考的電腦95。深度學習有助於數據挖掘，而這也是

Google 有興趣發展的方向。日後 DeepMind 成為 Google 子部門—Google 

DeepMind，除了與國家健康中心一同打造 App，也管理 Google 數據中心的部分

電量，透過特製的神經網路控制成功減少近 40%的冷卻電量。此外，在桌上遊戲

的表現很十分亮眼，代表的機器人為 AlphaGo96。除了上述兩家公司之外，自 2011

年至 2016 年 Google 另外還併購 Emu、Jetpac 等數家人工智慧技術相關公司，不

僅透過人工智慧強化其處理巨量數據的搜尋引擎，對於其他服務的提升 Google

也具有相當大的野心。 

Facebook 於 2013 年，延攬在全球機器學習以及深度學習領域具有領導地位

的科學家之一，紐約大學教授 Yann LeCun 成為新成立人工智慧實驗負責人97。

深度學習可以幫助 Facebook 辨識並分類動態消息貼文給觀看的對象，使用者透

過按讚、狀態更新的方式教導 Facebook 的動態演算法，但是透過深度學習，

Facebook 可以辨識使用者貼文的相關主題，並偵測當朋友出現相關主題的貼文

                                                
93 Rip Empson, Google Scoops Up Neural Networks Startup DNNresearch To Boost Its Voice And 
Image Search Tech, TECHCRUNCH (Mar. 12, 2013), https://techcrunch.com/2013/03/12/google-scoops-
up-neural-networks-startup-dnnresearch-to-boost-its-voice-and-image-search-tech/ (Last visited: 
2017/1/5)；另參松尾豐，同註 10，頁 33。 
94 Amit Chowdhry, Google To Acquire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Company DeepMind, FORBES (Jan. 27, 
2014), http://www.forbes.com/sites/amitchowdhry/2014/01/27/google-to-acquire-artificial-intelligence-
company-deepmind/#3d8e8baf1557 (Last visited: 2017/1/5).  
95 Samuel Gibbs, Google buys UK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startup Deepmind for £400m, THE GUARDIAN 
(Jan. 27, 2014), https://www.theguardian.com/technology/2014/jan/27/google-acquires-uk-artificial-
intelligence-startup-deepmind (Last visited: 2017/1/5).  
96 Sam Shead, Google's £400 million acquisition of London AI startup DeepMind just got very 
interesting, BUSINESS INSIDER (July. 21, 2016), http://uk.businessinsider.com/googles-400-million-
acquisition-of-deepmind-is-looking-good-2016-7 (Last visited: 2017/1/5); See also James Vincent, 
Google uses DeepMind AI to cut data center energy bills, THE VERGE (July. 21, 2016), 
http://www.theverge.com/2016/7/21/12246258/google-deepmind-ai-data-center-cooling (Last visited: 
2017/1/5). 
97  Josh Constine, NYU “Deep Learning” Professor LeCun Will Head Facebook’s New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Lab, TECHCRUNCH (Dec. 9, 2013), https://techcrunch.com/2013/12/09/facebook-artificial-
intelligence-lab-lecun/ (Last visited: 2017/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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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傳送至使用者的主頁上，此外對於照片以及影片中的人臉辨識也有相當大的

助益。Yahoo 也於 2013 年併購新創公司 LookFlow 後於 Flicker 團隊中成立新的

深度學習小組98，並於同年併購圖像辨識公司 IQ Engines、自然語言處理公司

Skyphrase。 

在科技產品市場位居一席之地的 Apple，在人工智慧技術發展上亦不落人後，

在 2010 年併購新創公司 Siri 之後，其 Siri 語音助手所提供的自動化查詢、安排

行程與聊天功能，頗受 iphone 使用者青睞，自此 Apple 也開始朝向消費型人工

智慧發展。從 2015 年至 2016 年，Apple 已併購數家人工智慧技術相關公司，如

主力手機圖像辨識技術的 Perceptio 公司、機器學習與語音處理技術為強項的

VocallQ 公司、透過臉部表情偵測以了解顧客情緒的 Emotient 公司以及發展提供

企業的機器學習平台的新創公司 Turi 等99，足見 Apple 寄望透過人工智慧以強化

其 ios系統產品與服務，未來Apple在人工智慧技術領域的發展也值得繼續關注。 

中國百度也於 2014 年成立「百度深度學習實驗室」，研究方向包含深度學

習及機器學習、機器人、人機交互、3D 視覺、圖像識別等。舉例而言，百度識

圖 App 可以從照片中辨識人臉以及商品，搭配電子商務以及社群網站提供「人

臉交友」以及「拍照購物」的服務100。而 IBM 也投入 10 億美金，成立專為 Watson

開發使用用途的事業部門—華生事業群（Watson Business Group），目的在於推

動 Watson 商業化普及，包含多個小組：創新小組，專注於核心的研究與開發；

轉型小組則是負責業務的開發以及尋找適合認知運算的特定市場；實作小組則是

為 IBM 的客戶配置 Watson 的系統以及服務；以及交涉小組則是控管銷售與市場

等101。 

以上為人工智慧近代技術上的發展歷程。這幾年來，各大公司相當重視人工

智慧技術的重要性，特別是在機器學習領域，除了如上述以併購，或是成立研究

團隊的方式開發技術，Google、Facebook、百度都開源其人工智慧下機器學習系

                                                
98 Anthony Ha, Yahoo Acquires Startup LookFlow To Work On Flickr And ‘Deep Learning’, 
TECHCRUNCH, (Oct. 23, 2013), https://techcrunch.com/2013/10/23/yahoo-acquires-startup-lookflow-
to-work-on-flickr-and-deep-learning/ (Last visited: 2017/1/5).  
99 Kyle，科技巨頭併購人工智慧公司，科技產業資訊室，2016 年 8 月 15 日，

http://iknow.stpi.narl.org.tw/Post/Read.aspx?PostID=12689 （ 後瀏覽日：2017/1/5）。 
100 百度識圖，百度識圖技術全面升級：可實現拍照購物、人臉交友，2015 年 6 月 30 日，

http://idl.baidu.com/IDL-news-21.html （ 後瀏覽日：2017/1/5）。 
101 Joab Jackson, IBM's new business unit aims to make Watson a moneymaker，
COMPUTERWORLD(Jan.9, 2014), http://www.computerworld.com/article/2486493/computer-
hardware/ibm-s-new-business-unit-aims-to-make-watson-a-moneymaker.html (Last visited: 2017/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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統，以爭取更多使用者共同發展機器學習技術，以建立業界標準地位。而在 2016

年 9 月，包含 Google、Facebook、Amazon、IBM 以及 Microsoft 成立「造福人類

與社會之人工智慧合作關係」（Partnership on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to Benefit People 

and Society）的非營利組織，提供更好的人工智慧實務操作（如道德規範、公平

性、隱私等）、公眾可更為理解人工智慧，提供公開平台使研究者、主要利益相

關者可直接交流與溝通，以確保人工智慧可以在合理、透明且安全的環境下發展

102。 

由此可見人工智慧已是現代多數科技公司重視且戮力發展領域，相關技術

也應用於各個產業之中，下一節將討論人工智慧於各產業的應用以及未來趨勢。 

 

第二節  人工智慧之產業應用、趨勢與原因 

2016 年 AlphaGo 對弈勝利的事實無疑對整個世界投下一枚震撼彈，掀起一

股人工智慧的討論熱潮，但事實上人工智慧在各個產業的應用已行之有年，如前

一節所述，特別是在機器學習以及深度學習技術出現之後，各家公司透過人工智

慧更強化其智慧服務，取代人力人工智慧商業化或是與其他科技如物聯網、雲端

運算結合。依 Tractia 研究報告指出，企業應用（enterprise application）人工智慧

市場將從 2015 年 2 億美金至 2024 年將成長至 111 億，其中以北美以及亞洲為

主要市場，報告中所提及的關鍵的 25 個產業包含廣告、農業、自動車、法律、

商業、教育、時尚、遊戲、醫療、投資等等，足見人工智慧可應用於各式產業中

以及並具有可預見的經濟影響力103。依 Narrtive Science 在 2016 年七月提出的研

究報告指出，38%的受訪企業正在使用人工智慧技術，另外 26%的受訪企業預計

在 2018 年之前採用，人工智慧技術的應用將會越來越廣泛104。 

例如在工業生產方面，智慧化製造的目標即是將人工智慧技術融入製造的各

項環節中，如在設計以及規劃層面，協助解決調度以及控制問題，達到製程整合

                                                
102 Partnership on AI, https://www.partnershiponai.org/ (Last visited: 2016/12/8) 
103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for Enterprise Applications to Reach $11.1 Billion in Market Value by 2024, 
TRACTICA (Apr. 23, 2015), https://www.tractica.com/newsroom/press-releases/artificial-intelligence-
for-enterprise-applications-to-reach-11-1-billion-in-market-value-by-2024/ (Last visited: 2017/1/6).  
104 62% of Organizations Will Be Using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AI) Technologies by 2018, NARRATIVE 
SCIENCE(Jul.20, 2016), https://www.narrativescience.com/press-release-outlook-on-ai-2016 (Last 
visited: 2017/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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佳化；採用視覺與模式識別掌握產品品質、以專家系統自動監控、優化生產線

運作、自動調度以及組織，並提供解決方案等，應用層面十分繁雜，部分已經實

現105。未來工廠發展的趨勢是「智慧工廠」，以物聯網、網際網路以及智慧整合

感控系統（Cyber-Physical System， CPS）結合現有工業相關技術包含智慧機器

人、人工智慧、大數據、雲端運算、3D 列印等技術，將來自於供應鏈、設計團

隊、生產線、品質管理的資料相互連結以形成一個高度相互整合、智能的創造引

擎，作業員在其中的角色以從第一線的操作執行轉變為從旁協助。 

在商業服務方面，人工智慧技術扭轉企業的顧客關係管理，不再是被動等待

顧客上門，而是主動尋找在對的時間提供對的資訊給對的對象。例如透過人工智

慧技術快速分析大量數據資料並提供商業決策建議，如上述所提及 Watson 相關

商品，IBM 將 Watson 各種能力充份應用於商業領域，包含 Watson 分析、Watson 

參與顧問、Watson 發現顧問等服務。而擁有眾多企業客戶的 Amazon 所提供的 

Amazon Web Service 中亦有包含機器學習平台，透過找出現有資料中的模型，建

立機器學習模型並對於新的資料進行預測，如根據客戶之前行為進行預測與推薦

以提供客製化服務體驗、或是預測可能流失的顧客以採取積極因應手段等106。企

業決策部分還包含人力資源的挑選，在歐美與日本興起的 HRTech 即是 好的例

子，建立包含員工面試至今所有的工作評價的巨量資料庫，並以人工智慧的深度

學習技術在自行在資料中發現特徵並予以分析， 後評斷出 適合員工的工作場

所以及工作崗位，以減少員工不適任以及跳槽的情形，並泯除主管的偏見、喜好

影響，美國 Walmart 以及瑞士信貸都採用該新型人力資源技術進行管理107。除了

人力資源之外，人工智慧也應用在企業的會計記帳領域，如 Smacc 平台利用人

工智慧透過客戶輸入的收據資料讓人工智慧逐漸學習追蹤單據、營業額、成本以

及現金流，學習完成後可自動進行 64 項檢測包含將單據的金額加總、稅務編號

以及發票方正確與否，以自動化取代過去多以人工輸入的繁複工作108。 

                                                
105 Frederic Py, Answer to How can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be applied in manufacturing?, QUORA(Jul. 
3, 2015), https://www.quora.com/How-can-artificial-intelligence-be-applied-in-manufacturing (Last 
visited: 2017/1/6).   
106 Amazon Machine Learning，AMAZON WEB SERVICE， https://aws.amazon.com/tw/machine-
learning/?hp=tile（ 後瀏覽日：2016/9/26）。 
107 上原翔大，AI 技術可以取代 HR 嗎？，日經中文網，2016 年 6 月 23 日，

http://zh.cn.nikkei.com/career/humanresource/20109-20160623.html ( 後瀏覽日：2017/1/6)。 
108 Mike Butcher, Goodbye accountants! Startup builds AI to automate all your accounting, 
TechCrunch (Jun.28, 2016), https://techcrunch.com/2016/06/28/goodbye-accountants-startup-builds-ai-
to-automate-all-your-accounting/ (Last visited:2017/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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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工智慧的應用很重要的特性之一在於人工智慧可快速處理、分析海量的資

訊，因此可以取代重複性高或費時的工作，節省人力以及時間成本，並提供人類

決策的建議與方向109。對於醫療產業而言，利用人工智慧這些特點將是未來發展

新藥、協助醫療行為的有力工具；對新聞產業而言，人工智慧可自動產出一般新

聞而不需人力介入，故記者可從事更深入報導或訪談，以下針對此兩個產業中人

工智慧所造成之影響為介紹。 

一、 醫療系統領域 

（一） 未來趨勢 

人工智慧將是未來打破既有醫療體系的新趨勢之一110，主要應用層面是透

過分析系統中所儲存的醫療知識提供臨床及醫療的解決方案以協助醫療人員，改

善病患治療效果。此外，人工智慧系統可提供醫師以及研究者可即時取得從電子

醫療紀錄（Electronic Health Records，EHRs）中的資料紀錄所擷取臨床上的相關

資訊以應付立即的需求。透過人工智慧的協助，不僅可以提升醫療品質，亦可降

低診療費用與成本，此外削減不必要的程序以精簡醫院流程，加上以病患為主的

診療計劃，這兩者是人工智慧市場可以在醫療產業中不斷成長且運用愈加廣泛的

主要原因111。預計於西元 2020 年之前，醫師透過認知系統（cognitive system）所

提供的即時的 3D 影像辨識掃描中的典型生理特徵，便可在數分鐘的診療過程中

診斷出糖尿病、癌症等慢性疾病。而在西元 2025 年之前，預期人工智慧系統於

美國醫院以及保險公司的普及率將高達 90%，而在全球醫院及保險公司的普及

率也為 60%左右。由此可見人工智慧於醫療體系中的重要性的增加，並且在提供

病患照護方面在方便性、價格以及品質上都會有所提升。 

醫療領域的人工智慧這幾年持續發展如何提升醫療影像分析的準確度與可

信度，主要是透過電子影像處理、模式識別以及機器學習人工智慧平台。在應用

上例如透過結合即時的 3D醫療影像以及雲端資料傳輸服務可辨識特徵並自動診

斷112。而在病人的照護方面，例如由人工智慧所控管的藥物依從性，透過進步的

                                                
109 周士雄，人工智慧將取代白領？，MIC 產業情報研究所，2016 年 9 月 18 日，

https://mic.iii.org.tw/micnew/Industryobservation_MIC02views.aspx?sqno=204 （ 後瀏覽日：

2017/1/6）。 
110 Reenita Das, Five Technologies That Will Disrupt Healthcare By 2020, FORBES(Mar. 30, 2016), 
http://www.forbes.com/sites/reenitadas/2016/03/30/top-5-technologies-disrupting-healthcare-by-
2020/#40c856b26252 (Last visited: 2017/1/6). 
111 Id. 
112 I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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臉部識別以及動作感測技術軟體觀察病患的服藥狀況，這些創新、自動化的病患

指引以及參與解決方案（engagement solutions）已經開始成為直接觀察治療的

（directly observed therapy ，DOT）主要醫療流程之一，並迅速提升市佔率。亦

可透過遠端病患監控在病患出院之後進行後續的追蹤觀察，並給予醫生回饋。 

（二） Watson 

IBM 旗下 著名的人工智慧超級電腦 Watson，在 2011 年美國機智問答節

目 Jeopardy!中擊敗兩位人類冠軍奪得第一，而憑藉其自然語言處理、資料探勘、

大數據處理、以及深度學習能力，Watson 應用層面包含醫療、法律、金融界等需

要。在醫療領域，Watson 得以運用其龐大醫療知識知識庫以及快速分析運算能

力得以在數分鐘內提供準確的醫療診斷，分別與基因中心、癌症中心等醫療機構

合作。IBM 對於個人醫療服務的發展野心不僅於此，於 2015 年 IBM 宣佈成立

Watson 健康事業部門，目標在於打造雲端健康平台，與醫院醫療團隊合作以蒐

集並分析病患的醫療紀錄為臨床研究，或是對於重大疾病或是重大手續後後續復

原狀態的追蹤，在部分的實驗計劃中給予醫師建議。為加強 Watson 的運算分析

以及醫學圖像辨識等能力，於 2015 年 IBM 陸續併購三家健康醫學資料以及技術

公司：Phytel、Explorys 以及 Merge Healthcare，Phytel 公司主要業務在於雲端以

及健康管理軟體服務，而 Explorys 公司則是著重於雲端運算平台服務以及應用

於醫學研究以及實際診斷的資料探勘運算技術，此外亦具有 50 萬以上的匿名醫

療紀錄113。Merge Healthcare 不同於前兩家，專攻醫療影像技術，重要的是其資

料庫具有來自美國 7500 家醫院以及診所約 300 億張醫學影像，經由 Watson 的

深度學習技術可提升 Watson 的醫療影像處理能力，以提供醫生醫療判斷上所需

要的資訊，如協助研究以及診斷皮膚惡性黑色素瘤（melanoma）114。 

                                                
113 Armonk, IBM and Partners to Transform Personal Health with Watson and Open Cloud, IBM 
(Apr. 13, 2015), https://www-03.ibm.com/press/us/en/pressrelease/46580.wss (Last visited: 2017/1/6); 
Mike Orcutt, Meet the Health-Care Company IBM Needed to Make Watson More Insightful, MIT 
TECHNOLOGY REVIEW (Apr. 16, 2015), https://www.technologyreview.com/s/536751/meet-the-health-
care-company-ibm-needed-to-make-watson-more-insightful/ (Last visited: 2017/1/6).  
114 Mike Orcutt, Why IBM Just Bought Billions of Medical Images for Watson to Look At, MIT 
TECHNOLOGY REVIEW (Aug. 11, 2015), https://www.technologyreview.com/s/540141/why-ibm-just-
bought-billions-of-medical-images-for-watson-to-look-at/ (Last visited: 2017/1/6); Steve Smith, 5 
Ways The IBM Watson Is Changing Health Care, From Diagnosing Disease To Treating It, Medical 
Daily (Dec. 17, 2015, 06:06 PM), http://www.medicaldaily.com/5-ways-ibm-watson-changing-health-
care-diagnosing-disease-treating-it-364394 (Last visited: 2017/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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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進一步，於 2016 年 2 月 IBM Watson 健康事業部門以 26 億美元併購

Truven 健康分析公司（Truven Health Analytics），Truven 為一雲端醫療數據分析

領導公司，其旗下 8500 位客戶，包含美國聯邦及州政府、企業雇主、健康計劃、

醫院、診所以及生技公司等醫療資料將一併納入 IBM Watson 健康事業部門之下

115。除此之外，Truven 具有龐大的醫療資料數據涵括成本、索賠（claims）、品

質以及醫療成果資訊等數百種類型116，其雲端技術、統計分析方法以及病患健康

數據也將與 IBM Watson 健康雲（Watson Health Cloud）相結合。此次併購完成

之後，IBM 健康雲將擁有 3 億多病患醫療資料，成為全球 大且具有 多、種類

豐富的醫療相關數據的資料庫，且亦是唯一可賦予 Watson 平台獨特的認知能

力來源，可見結合 Watson 的分析運算能力以及背後強大的醫療數據資料庫，如

此佈局更奠基 IBM 未來擴展人工智慧醫療產業市場的實力117。 

 

（三） 協助新藥開發 

除了在醫療階段對於醫生提出診斷上的協助之外，人工智慧技術也應用於新

藥研發。機器人科學家 Eva 在藥物設計的早期階段透過圖書館篩選模式（Library-

screening mode）系統性地將隨機選擇的化合物子集中的每個化合物以傳統質量

篩選的方式與假說進行測試，以尋找第一個測試成功的命中化合物118。之後，在

命中確認模式（hit-confirmation mode）中，Eva 將多次重複測試與滴定（titrations）

該命中化合物以降低假陽性結果的可能性119。從已經確認命中化合物集開始，Eva

將執行統計與機器學習循環以假定藥物「結構與活性關係」（Quantitative 

Structure–Activity Relationship，QSARs），並將這些 QSARs 測試於新化合物上

120。 

                                                
115 Armonk and Ann Arbor, IBM Watson Health Announces Plans to Acquire Truven Health Analytics 
for $2.6B, Extending Its Leadership in Value-Based Care Solutions, IBM (Feb. 18, 2016), http://www-
03.ibm.com/press/us/en/pressrelease/49132.wss (Last visited: 2017/1/6).  
116 Ron Miler, IBM Acquiring Truven Health Analytics For $2.6 Billion And Adding It To Watson 
Health, TECHCRUNCH(Feb. 18, 2016), https://techcrunch.com/2016/02/18/ibm-acquiring-truven-health-
analytics-for-2-6-billion-and-adding-it-to-watson-health/ (Last visited: 2017/1/6).  
117 Armonk and Arbor , supra note 115.  
118 Kevin William ET AL., Cheaper faster drug developmentvalidated by the repositioning of 
drugsagainst neglected tropical diseases, 12 J.R. Soc.Interface 1, 2 (2015), available at 
http://rsif.royalsocietypublishing.org/content/12/104/20141289 (Last visited: 2017/1/6).  
119 Id. at 3. 
120 I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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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學家利用 Eva 進行藥物重新定位，將已知的藥應用於新的疾病中，Eva 利

用在 Johns Hopkins 大學臨床化合物圖書館 1600 多個經美國 FDA 或外國批准的

藥物進行上述的篩選與假說測試。而從抗癌化合物 TNP-470 中發現其對於日瘧

原蟲二氫葉酸還原酶具有高度活性，可阻斷瘧原蟲繁衍，發揮藥效121。 

雖然 Eva 不具自動合成化合物之能力，但是可透過 Eva 篩選資料庫中未經

測試的化合物，其高通量（high throughput）系統容許 Eva 每天測試一萬種化合

物，其測試的方式比起傳統質量篩選更經濟、節省時間與化合物的使用122。透過

標準化測定可輕易地設定於不同的目標疾病，雖然不是真的於新藥研發有所突破，

但是相較於一般新藥研發需要花費大量資金與時間，在人工智慧技術協助下可以

更快速、便宜地對於化合物進行篩選，有助於目前因經濟因素而被忽略的熱帶疾

病以及孤兒疾病的治療開發，並增加新藥的開發123。 

不僅 Eva，日本武田藥品工業、鹽野義製藥等 50 家企業計劃與京都大學等

研究機構合作開發協助新藥研究的人工智慧，尋找新藥的候選物質。人工智慧透

過分析藥物研發的學術論文、研究機構患者的臨床數據、和疾病相關的蛋白質以

及超級電腦「京」所提供的新藥候補物質資訊以及學習， 後提出新藥候補物質

的建議124。透過活用人工智慧技術於新藥候選物質，企業可節省大量的時間與成

本，且如能在初期即排除可能出現副作用之物質，將有效提升新藥成功率。此外，

若能發現與高價新藥效果相同之廉價物質，亦有助於降低藥價125。 

 

二、 新聞媒體領域 

新聞界屬於較早引入人工智慧的產業之一。機器人記者（robot journalists）

是利用人工智慧演算法以及自然語言處理能力，得快速抓取數字資訊以及自動產

生文本，將新聞中的資訊與數據資料轉化為人類讀者所習慣閱讀的新聞稿敘述模

式。其中財經新聞與體育新聞以數據密集為特色，故較容易由電子系統所掌控，

也是 早開始使用機器人記者的領域。 

                                                
121 Id. at 5-6. 
122 Id. at 3. 
123 Id. at 1. 
124 日本 50 家企業要用人工智慧研發新藥，日經新聞網中文版，2016 年 11 月 16 日，

https://zh.cn.nikkei.com/industry/scienceatechnology/22368-20161116.html （ 後瀏覽日：

2017/1/6）。 
125 同上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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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為全球 大的新聞通訊社—美聯社自 2004 年起採用 Automated Insight 公

司的自然語言處理人工智慧軟體「Wordsmith」平台撰寫財報新聞，Wordsmith 平

台採用投資機構 Zacks Investment Research 的數據，透過快速分析大量數據以及

自然語言處理能力，得將在數分鐘前發佈的財報的內容產出類似人類記者相似語

氣、個性以及變化性的金融報導，原先人類編輯在新聞發布之前會確認，之後則

全面自動化，節省時間與人力以投入深入報導中126。美聯社在 2014 年 7 月使用

Wordsmith 平台之後，每季的新聞量約三千五百則以上，與傳統的新聞量相差十

倍之多。而在 2016 年 7 月，美聯社再度宣布將機器人記者拓展至美國職棒小聯

盟的相關報導，經過一年美聯社頂尖棒球編輯以及記者參與內容品質確認與修正

後127，透過官方數據提供者—美國職棒大聯盟高級媒體公司（MLB Advanced 

Media，MLBAM）提供的材料得以快速產出準確率極高的報導內容，在機器人記

者的幫助之下可以擴展美聯社在小聯盟球隊以及聯賽的新聞覆蓋率128。同樣在財

經新聞應用機器人記者的媒體還有中國騰訊，其所採用的「Dreamwriter」機器人

記者是基於大數據分析平台可在短時間抓到新聞點、以及相關資料再按特定文體

編排完成129，於 2015 年 9 月 10 日所發表的 CPI 相關新聞內容詳盡，不單僅有

數據資料還附上四家分析師或分析報告的意見， 後在文末還有專業術語的定義

解說，與人類新聞記者報導並無二致130。Forbes 採用 Automated Insight 的對手

Narrative Science 的「Quil」l 自然語言產生平台，同樣從事財經新聞、體運新聞

報導撰寫，且透過發覺股市中不尋常的高低點以及流量高峰等可能有重大影響事

件以自行挖掘故事131。 

                                                
126 Sid Weng，美聯社引進機器寫財報新聞稿 記者負責深度報導，The News Lens 關鍵評論

網，2014 年 7 月 2 日，https://www.thenewslens.com/article/5121 （ 後瀏覽日：2017/1/6）。 
127 Lora Kolodny, AP Sports is using “robot” reporters to cover Minor League Baseball, 
TECHCRUNCH, (Jul. 3, 2016), https://techcrunch.com/2016/07/03/ap-sports-is-using-robot-reporters-to-
cover-minor-league-baseball/ (Last visited: 2017/1/6).  
128 AP expands Minor League Baseball coverage, Associated Press, (Jun. 30, 2016), 
http://www.ap.org/Content/Press-Release/2016/AP-expands-Minor-League-Baseball-coverage.  
129 Linli, 記者你要失業了！騰訊新聞機器人 Dreamwriter 開工，1 分鐘成稿，TechNews, 2015
年 9 月 11 日，http://technews.tw/2015/09/11/news-robot/ （ 後瀏覽日：2017/1/6）。 
130 Dreamwriter，8 月 CPI 同比上漲 2.0% 創 12 個月新高，騰訊財經，2015 年 9 月 10 日，

http://finance.qq.com/a/20150910/019573.htm （ 後瀏覽日：2017/1/6）。 
131 Bernard Marr, Can Big Data Algorithms Tell Better Stories Than Humans?, FORBES, (Jul. 22, 
2015), http://www.forbes.com/sites/bernardmarr/2015/07/22/can-big-data-algorithms-tell-better-
stories-than-humans/#5d5fb6b442ba (Last visited: 2017/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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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體育新聞方面如 2016 年奧運期間，華盛頓郵報的奧運即時新聞 Twitter 以

及網站上即發佈由機器人記者「Heliograf」所產出的報導，包含奧運比賽的基本

面向132。而中國《今日頭條》則採用寫作機器人「Xiaominbot」，其在資料庫更

新後兩秒內可以完成撰寫並發佈一篇新聞，一天可以產出約 30 至 40 篇新聞，15

天的賽程中總發佈約 450 篇新聞。其不僅是重點式摘要比賽結果而是可以考量運

動員排名等比賽結果自然表現如人類般的情緒於書寫中，且 Xiaominbot 可考量

新聞內容自動選擇新聞配圖133。除此之外，ProPublica,、福布斯、 紐約時報、美

國俄勒岡州公共廣播（Oregon Public Broadcasting）、 Yahoo 等許多公司的記者

也都使用演算法來協助財經、體育、教育、不平等、公共安全等議題的報導134。 

人工智慧對於自然語言處理能力越來越高，2015 年 3 月紐約時報《 

Did a Human or a Computer Write This?》文章中，作者引用數則新聞、詩詞、小

說片段讓讀者判斷是否為人類亦或是機器所創作之作品，幾乎令讀者難以判斷135。

此外，在 Christer Clerwall 於新聞實踐（Journalism Practice）中發佈的研究報告

顯示，讀者幾乎無法辨別機器或人類記者撰寫的內容，部分因為文章品質的原因，

人類記者獲得稍高的分數，然而在值得信任、訊息量以及客觀性上機器人記者得

到較高的分數136。 

在機器人記者的撰寫水準不斷提高，與人類記者的撰寫水準越來越類似的情

況下，機器是否將取代人類記者？人類是否會因此失去工作？在每一個媒體「錄

取」新的機器人記者消息出現時，這些問題幾乎連帶都會被提出來討論，機器是

否正在逐漸取代人類此已不再僅是電影戲劇題材，而成為人類 大的隱憂之一。

                                                
132 Patrick Caughill, The Washington Post is Using AI to Write Stories During the Rio Olympics, 
FUTURISM (Aug. 5, 2016), http://futurism.com/the-washington-post-is-using-ai-to-write-stories-during-
the-rio-olympics/ (Last visited: 2017/1/6).  
133 Jelor Gallego, The Future of Writing? China’s AI Reporter Published 450 Articles During Rio 
Olympics, FUTURISM (Aug. 26, 2016), http://futurism.com/the-future-of-writing-chinas-ai-reporter-
published-450-articles-during-rio-olympics/ (Last visited: 2017/1/6); Heather Wang, Meet China’s AI 
robot reporting on the Rio Olympics, ALLCHINA TECH (Aug. 15, 2016), 
http://www.allchinatech.com/meet-chinas-ai-robot-reporting-on-the-rio-olympics/ (Last visited: 
2017/1/6). 
134 Celeste Lecompte, Automation in the Newsroom, NIEMAN REPORTS (Sept. 1, 2015), 
http://niemanreports.org/articles/automation-in-the-newsroom/ (Last visited: 2017/1/6).  
135 Did a Human or a Computer Write This?, THE NEW YORK TIMES (Mar. 7, 2015), 
http://www.nytimes.com/interactive/2015/03/08/opinion/sunday/algorithm-human-quiz.html?_r=1 
(Last visited: 2017/1/6).  
136 Christer Clerwall, Enter the Robot Journalist, JOURNALISM PRACTICE, Feb. 2014, at 526-527, 
available at http://www.tandfonline.com/doi/pdf/10.1080/17512786.2014.883116 (Last visited: 
2017/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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樂觀論者認為，目前機器人記者 大的優點在於快速，其可以快速掌握新的資訊

即時發佈新聞，如洛杉磯時報（The LA Times）於 2011 年所採用的「Quakebot」

機器人記者可在 3.0 震度以上的地震發生後五分鐘內完成新聞發佈（撰稿完成後

再由人工審閱與添加資訊），其所節省的時間與人力，人類記者可以更透入於人

類擅長的領域（如更深入報導而非數據處理），讓人類記者可以更專注於記者本

質的基礎工作，人工智慧在現在的應用上更接近「幫手」的角色，機器人記者與

人類記者將會是互助協作的關係137 。在現在講求個人化（personalization）的時

代，在利潤 大化的考量下學者認為新聞故事 終走向客製化，而人工智慧在這

之中擔任十分重要的角色138。Narrative Science 的共同創辦人 Kristian Hammond

大膽預測電腦將在五年內獲得普立茲獎，且至 2030 年時將有 90％的新聞由演算

法所產生139。這樣樂觀的預言也說明機器人記者應用越來越廣泛的趨勢，機器人

記者在新聞故事的撰寫上較擅長處理數據繁雜的領域，可能具有較強的客觀性，

但是是否可以取代人類記者對於社會的好奇、觀察與深入探討後所產生的洞見，

學者同樣也提出擔憂，新的科技之下人類失去的是不是比得到的更多140。 

 

第三節 小結 

人工智慧在現代的發展以機器學習技術為主流，特別是深度學習突破過去

機器學習需要透過人類取得特徵量的限制，可以半監督式或無監督式的特徵學

習及特徵提取演算法自行取得特徵。Google 、Facebook 等數家科技龍頭公司紛

紛透過成立實驗室或是併購的方式獲得人工智慧技術，並利用人工智慧技術提

升產品與服務，同時也觸及個人生活中的不同層面。此外，在各式產業中的人

工智慧技術應用十分廣泛， 大的優勢在於快速處理海量的資料，可以節省人

力與時間之外，亦可提供專業的建議及分析，未來人類與人工智慧在同個工作

環境下合作將越來越普遍。  

                                                
137 Supra note 134. 
138 Id.  
139 Tim Adams, And the Pulitzer goes to…a computer, THE GUARDIAN (June.28, 2015, 
10:30),https://www.theguardian.com/technology/2015/jun/28/computer-writing-journalism-artificial-
intelligence (Last visited: 2017/1/6).  
140 Shelley Podolny, If an Algorithm Wrote This, How Would You Even Know?, THE NEW YORK 
TIMES(Mar. 13, 2015), http://cn.nytimes.com/opinion/20150313/c13robowriter/dual/ (Last visited: 
2017/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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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工智慧除了進行輔助的工作之外，其同時也可以從事看似需要人類智慧

創作工作，如前述機器人記者可自行完成報導，雖然新聞並非著作權標的，然

也證明人工智慧得產生類似於人類記者撰寫之報導，而這些透過人工智慧技術

產生的創作產物是否受法律保護？此外雖然目前 Eva 只是對於化合物進行測

試，若之後技術允許其突破藥物發展，研發出新藥，其發明成果是否得申請專

利保護？另外也將衍生權利歸屬等問題。在第三章及第四章中將分別針對人工

智慧之創作作品及發明之權利保護及相關衍生問題為探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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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著作權法下人工智慧創作物之地位 

在第二章第二節中，人工智慧於各個產業應用的產出，如機器人記者自動產

出新聞，這些人工智慧的產出作品與人類著作物的客觀形態類似，甚至創作完成

度與人類並無二致。智慧財產權制度是為保護人類精神活動下創作，立法者並無

法預料當人類精神上創作出的「作品」也具有創作能力時，其所為「創作」應如

何評價？故人工智慧作品在我國法下是否受著作權之保護？若非不具可著作權

性（copyrightable），則是否有法律保護之必要？這些問題將是本章探討核心。 

值得注意的兩個容易混淆的類型—「電腦協助之作品」（computer-aided work）

以及「電腦產出之作品」（computer-generated work），第一種類型是將電腦、軟

體作為創作輔助工具， 後產出結果仍受作者之支配；第二種則是電腦在無自然

人環境中獨立產生之作品，本文所定義「人工智慧創作」較接近於後者，人工智

慧雖然對於人類而言也是創作工具之一，但是與過去受到人類支配之創作輔助工

具的狀況有別。然而，事實上並非是如此單純的二分法的問題，中間存有相當的

模糊地帶。自從電腦出現之後，國外學者、實務界對於電腦、機器參與創作之相

關著作權討論從未止息，反而是我國對於這方面的學術討論甚少。而在人工智慧

技術廣泛應用之現在，本文將基於比較法、學界以及實務界之見解於本章為更深

入的研究以及討論141。 

第一節 人工智慧創作物之定義 

第一項 人工智慧創作 

在過去電腦開始流行之後，電腦所產生之作品是否受到著作權保護也受到各

國立法機關的關注，然而除少數國家如英國將「電腦產出之作品」（computer-

generated work）納入著作權保護範圍之內，多數國家認為「電腦」只是工具，不

影響 後作品之可著作權性（copyrightable）。本文認為，「電腦產出之著作」

涵括的範圍較廣泛，如電腦繪圖（Computer Graphics，CG）、機器翻譯、自動創

                                                
141 Tuomas Sorjamaa, I, Author—Authorship and Copyright in the Age of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4 
(20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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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程式與資料庫等，一切無人類作者下電腦所為的創作都可能包含在其中，同時

也包含本文所要討論「人工智慧創作」142。 

「人工智慧創作」是由人工智慧產生出如同人類創作之結果，但是整體創作

的過程其實是一人類與機器的連續性創作。若將人類與機器在過程中的貢獻比例

比喻為光譜，則一端是「人類單獨創作」、一端是「電腦單獨創作」，視個案狀

況而定。人工智慧不僅是完全按照人類指示機械化、制式地完成工作，而是完成

傳統著作人定義下直接「創作」行為（本文稱之為狹義創作行為）。而人類則是

完成狹義創作行為之前行為，如人類開發者（programmer）撰寫程式、學習資料

提供者輸入訓練資料、使用者在前端輸入指示、限制或創作方向、啟動創作過程

（本文稱上述人類於人工智慧創作前行為為廣義創作行為），而由人工智慧負責

完成剩下的創作過程，如學習資料分析、學習概念、編排、組織完成 後成果，

狹義創作過程中人類並無介入與參與。  

在科技技術發展下，人工智慧具有較高自主性，因此作品在人工智慧進行創

作時，對於開發者或使用者而言具有不確定性（non-deterministically），因為其

並不得預測 後的創作結果。故本文討論上，將排除「人工智慧創作」下雖無人

類介入創作，但是人工智慧產出的結果具有重複性或可預測性的作品，如編譯器

將原始碼（source code）轉換為目的碼（object code），因此時人工智慧在其中的

角色較接近於一般性工具，故其著作權並不因透過人工智慧產生而受影響，非本

文討論的個體。 

 

第二項 人工智慧創作物 

本章所稱「人工智慧創作物」，係指經過人工智慧技術所產出之原始成果，

若同樣的成果由人類完成則具有可著作權性。經過狹義創作行為，人工智慧程式

獨立產生如人類創作之「表達」，以文字、圖形、聲音或是其他人類創作的表達

形式呈現。人類開發者或使用者可能會進行程式修正或調整，但人工智慧狹義創

                                                
142 「人工智慧創作力」（Artificial creativity）是指透過人工智慧程式使機器、電腦「自動化」產

生文學、藝術、音樂等創作作品，而在名稱上有計算創作力（Computational creativity）或是機械

創作力（mechanical creativity）之稱呼 142，以計算創作較為常見。Conference, ICCC2016, 
http://www.computationalcreativity.net/iccc2016/conference/ (Last vistided: 2017/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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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過程中人類並無干預，對於 後的成果人類亦無法預測。在下一節中將介紹探

討人工智慧創作領域以及實際利用的範例。 

 

第二節  電腦與人工智慧參與創作實例 

在人工智慧技術發展成熟之前，早在 18 世紀左右就有利用機器進行創作的

例子，如莫札特骰子遊戲；而在電腦出現之後，利用設定好一定規則的電腦程

式，在資料庫中選取素材進行創作；而在機器學習技術出現之後，人工智慧程

式具有自主學習的能力，結合大數據之後不只創作速度增加、人類參與程度降

低，整體創作的品質也有所提升。 

人工智慧創作力（artificial creativity）是涉及人工智慧、藝術、科學、哲學

以及實現創作行為的計算系統工程143。如肯定創作力是智慧的展現方式之一，

則針對上述 Truing 所提出人工智慧是否可以思考的問題，人工智慧創作力也許

是一個突破的面向，人工智慧雖無法如人類般擁有情緒、體會感受，然而透過

演算法，不少人工智慧可以模仿人類創作行為或是創作出同樣品質的作品，使

一般觀眾無法辨識該作品究竟是人還是機器的創作。 

人工智慧創作力對於科學家而言是十分具有吸引力的領域，相關的討論與技

術亦蓬勃發展，如計算創作協會（The Association of for Computational Creativity）

自 2010 年起定期舉辦計算創作國際會議（ICCC），聚焦於人工智慧創作的各個

面向，在視覺藝術、文學、舞蹈、遊戲等各個領域的技術、軟體程式不斷推陳出

新144。以下就音樂、文學、藝術領域中，過去曾採用的電腦創作以及 新的人工

智慧創作發展實例為介紹。 

 

第一項 音樂創作 

音樂的機器創作一直都十分受到歡迎，早期的機器自動編曲基礎，多是使用

骰子或其他機會方法，可以隨機選取部分音樂的音符、小節亦或是旋律。如 1787

                                                
143 同上註。 
144 同上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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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出版的莫札特骰子遊戲（Mozart’s dice game）， 透過兩個骰子決定 11 個可能

的音樂小節作為編曲選擇145。 

一、馬可夫鏈（Markov chains）以及以規則為基礎的音樂系統 

在 20 世紀中期之後，電腦音樂創作（computer music）愛好者流行使用音樂

編曲的計算模式（algorithmic methods），主要因為程式編輯上相對簡單。其中兩

種主流的音樂編曲程式技術，分別為馬可夫鏈（Markov chains）以及以規則為基

礎的音樂系統。 

前者以 Richard Pinkerton 於 1956 年發表的論文為代表，透過童謠分析每個

音符連結每個音符的頻率，隨機選取曲調的第一音符，之後按照每個音符與接續

音符間頻率數據選取次一音符，加上不同旋律休止符出現於各小節的頻率等為編

曲。透過一次次的馬可夫鏈建立各種序列頻率的資料庫，對於不同音樂家編曲作

第三或第四次馬可夫鏈之後，便可依據該資料庫創作該音樂家風格的編曲146。 

後者以規則為基礎的音樂系統，則是依照各式規則隨機性的選取音符。以

Martin Klein 以及 Douglas Bolitho 設計的音樂創作程式為例，從 1956 年美國前

十名歌曲的結構中，發現相似之處並歸納出三項規則，另外又從莫札特的作品中

分析出另外三項規則，該程式理解樂譜並按照這些規則隨機選取音符。其於 1956

年所創作的歌曲「Push Button Bertha」，由當時國內知名的詞曲創作者 Jack Owens

作詞，這首歌後來在廣播上播出，並由電腦公司 Burroughs 在市面上出版五張唱

片。惟這也衍生著作權問題，美國國會圖書館拒絕給予「Push Button Bertha」著

作權證書，因為在此之前從未處理過電腦創作音樂的著作權問題147。 

在此之後的三十年，音樂創作程式都受到上述兩種技術的影響，直到 1987

年之後，則由 David Cope 接棒，並主宰電腦音樂創作領域。 

                                                
145 Levy, supra note 2, at 165.  
146 Id. at 165-167. 
147 Id. at 168-169; See also Alex Di Nunzio, Push Button Bertha, MUSICAINFORMATICA (Jun. 18, 
2014), http://www.musicainformatica.org/topics/push-button-bertha.php (Last visited: 2017/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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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一 Push Button Bertha 樂譜（來源：musicainformatica148） 

二、EMI 

EMI（Experiments in Musical Intelligence）是由 David Cope 發明的音樂創作

程式，Cope 為加州大學聖克魯茲分校音樂部門的教授，為突破自己的音樂創作

瓶頸時期，他開始設計一種系統可以輸入作曲家的眾多作品並從中萃取出特點並

典型化特定作曲家的風格，讓程式可以創作出具有該編曲者風格的全新作品，目

的在於成為編曲者的合作夥伴149。 

EMI 演算操作步驟簡單可分為「分解」與「重組」，在分解階段分析樂曲並

將其分解為片段。首先在分析過程中，辨識編曲的「磚石與水泥」，也就是整體

的架構，包含旋律分析以及音程分析，其分析模組可區分不同的音程（harmonic 

functions），考量他們目的以及方向，亦考量音樂元素間的不同層次關係，並掌

握其本質；此外分析模組，藉由音樂線索如和旋改變或是旋律的模式，以分割音

樂作品為片段，成為單獨的節奏與和旋150。這些音樂片段個別以其性能（function）

                                                
148 圖片來源：http://www.musicainformatica.org/topics/push-button-bertha.php （ 後瀏覽日：

2017/1/6）。 
149 Levy, supra note 2, at 173. 
150 Patrício da Silva, David Cope and Experiments in Musical Intelligence 21-23 (2003), available at 
http://eclass.uoa.gr/modules/document/file.php/MUSIC124/%CE%94%CE%B9%CE%B1%CE%BB%
CE%AD%CE%BE%CE%B5%CE%B9%CF%82/da-silva-david-cope-and-emi.pdf (Last visited: 
2017/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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標記後分別儲存於「詞庫」（lexicons）中，在之後的重組階段將成為新樂曲的基

礎組件。在旋律分析階段，辨識「簽名」（signature）模式是十分重要的，可獨

立區分為 EMI 的基本概念之一。「簽名」是指同一作曲家的作品中，一件以上

的作品具有二至十個節拍長的連續音符，通常由和聲、旋律與節奏所組成，代表

的是作曲家作曲中的共通性，而成為作曲家的一種風格模式151。而 EMI 的模式

配對器（pattern matcher），透過檢驗連續音符的音調間的音程，可自動偵測出

「簽名」模式並存入「簽名字典」（signature dictionary）中；而在後端重組階段，

重建模組利用詞庫中以性能標示的基礎組件，按照性能分析時所得的音樂邏輯重

新排列，並適時加入簽名模式152。透過這些步驟，EMI 得以創作出具有特定作曲

家特色的樂曲，其可模仿出布拉姆斯、拉赫曼尼諾夫、貝多芬，甚至爵士樂作曲

家史特．喬普林的風格153。其中的代表即莫札特的交響樂曲以及蕭邦的瑪祖卡舞

曲，認知科學家暨業餘鋼琴家及作曲家、同樣是蕭邦愛好者的 Douglas Hofstadter，

第一次聽到 EMI 所創作蕭邦風格的瑪祖卡舞曲時，描述其感受到的音樂是「靈

魂與靈魂的對話」，認為「如此具有情感的音樂如何能來自一個從未聆聽過一個

音符、從未擁有片刻生命的程式呢？154」 

三、Magenta 

而 Google 大腦旗下研發計畫之一—Magenta 是 新一代的人工智慧創作代

表，其在 TensorFlow 機器學習平台上操作，並建立開源的基礎設施。Magenta 有

兩個主要的目標，其一為推進機器學習於音樂以及藝術的領域的應用，如前所述

機器學習技術在圖像、語言識別等領域已有相當發展，故 Magenta 目標是在音樂

與藝術的創作領域，利用演算法學習自行產生具有吸引力及藝術內涵的作品；此

外，Magenta 希望能建立藝術家、程序員（coder）以及機器學習工程師的社群網

絡，Google 開放原始碼並提供藝術家機器學習的模組與工具，輔助他們使用

Magenta，透過眾多不同領域的使用者回饋以修正並優化 Magenta155。在 2016 年

                                                
151 Experiment in Musical Intelligence, DAVID COPE, 
http://artsites.ucsc.edu/faculty/cope/experiments.htm (Last visited: 2016/9/13). 
152 Levy , supra note 2, at 173-174. 
153 Id. at 171. 
154 Jill Neimark , Facing their Maker, Science & Spirit Magazine, July/August, 2001, available at 
http://www2.southeastern.edu/Academics/Faculty/mrossano/cognitive/facing_their_maker.html (Last 
visited: 2016/9/12). 
155 Douglas Eck, Welcome to Magenta!, MAGENTA (Jun.1, 2016), 
https://magenta.tensorflow.org/welcome-to-magenta (Last visited: 2017/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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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月，Google Magenta 團隊釋出第一段 Magenta 創作 90 秒的鋼琴音樂，Magenta

透過長短期記憶（LSTM）訓練其神經網路，雖僅由 C、G、C、G 音符（notes）

組合而成，然而在編排上已有相當複雜性，相信透過使用者參與，Magenta 未來

可能完成更繁複精彩的創作成果156。 

 

第二項 文學創作 

  詩 

詩詞的人工智慧創作隨著人工智慧的技術發展，機器也採用不同的方式進行

創作。早期多採用架構模板，如 1962 年代的 Auto-Beatnik，透過採用單行或數行

的詩詞框架，以明確的格律以及公認的語法結構進行編排，這些框架中有許多插

槽，藉由啟發性算法（heuristics）考量不同位置的音韻等詩詞規則，從 3500 詞

庫中挑選詞彙填入157。1980 年代，Ray Kurzweil 發明的 Cybernetic Poet 計劃則採

用設定模組，再加上前述的馬可夫鏈進行文字序列的頻率統計，作爲詞序排列的

基礎。該軟體模組採用馬可夫鏈數據時，能避免抄襲原詩，而且不僅是參考所輸

入原詩中文字序列，亦參考人類詩人的文字架構、格律以及整體詩的結構。在字

詞的選擇上，能自動篩選重複的字詞，且其所挑字詞，是具有該軟體所模仿的詩

人風格158。 

而在近代人工智慧創作常用的類型之一為案例式推論（case-based reasoning，

CBR），如 COLIBRI（Diaz-Agudo et al.，2002），其重視經驗知識進行推理，透

過輸入一系列想要傳達意念的相關關鍵字，以及特定一部曲式（strophic form）

所需的規範，透過搜索、重新使用、修正、保留四步驟， 後即可創作正式的西

班牙詩詞，且符合一部曲式的限制159。亦有採基因演算法的 McGonagall（Ruli 

                                                
156 Mark Hachman, Google's Magenta Project Just Wrote Its First Piece Of Music, And Thankfully It's 
Not Great, PCWORLD (Jun.1, 2016, 1:51 PM), http://www.pcworld.com/article/3077977/data-center-
cloud/googles-magenta-project-just-wrote-its-first-piece-of-music-and-thankfully-its-not-great.html 
(Last visited: 2017/1/5).  
157 Levy , supra note 2, at 152. 
158 Id. at 154. 
159 Ruli Manurung, Graeme Ritchie, and Henry Thompson, Using Genetic Algorithms to Create 
Meaningful Poetic Text, 24 Journal of Experimental & Theoretical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43-64(2012), 
available at 
http://aura.abdn.ac.uk/bitstream/handle/2164/3075/Manurung_Et_Al_postprint.pdf?sequence=1&isAll
owed=y (Last visited: 2017/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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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anurung et al.，2009），中國周昌樂同樣也是採基因演算法，發明宋詞的機器

創作系統，經過文本分析，生成模組以語意、句法、概念等產生初步詩詞後，再

經評價模組採一定規則給予評價160。此外，亦有使用既有的 SwiftKey（採用機器

學習的字詞預測引擎）搭配莎士比亞作品資料庫後，創作出具有不同作家風格的

作品(如莎士比亞風格的十四行詩)，發明者 J. Nathan Matias 稱之為「Swift-Speare」

計劃，如此多方合作下所產生的作品之「作者」應如何區別，更為困難161。 

 

  小說 

人工智慧創作的小說，並無像詩一般有既定的格律等格式上的要求，得自由

發展情節以及角色安排，因此程式設計上又更為困難。早期的電腦創作故事程式

如 TALE-SPIN（James Meehan， 1976），其結合自動問題解決技術，並與社會

關係、人物個性如何影響人物行動等資訊結合，加上 Meehan 所開發的「文本產

生模組（text generation module）」，將追蹤故事發生的事件，並賦予結尾。 後

完成故事是以簡單的森林動物為主角，當主角被賦予一個任務時，TALE-SPIN 則

發展一個計劃讓主角可以達成這個任務162。 

1993 年的 MINSTREL 則是採取「案例式推論（CBR）」，以及數個「規劃

（planning）任務模式」，創作出 200 字的亞瑟王以及圓桌武士的故事，這些任

務包含故事主題的應用、戲劇化技術以及懸疑等機制。與 TALE-SPIN 不同之處

在於 MINSTREL 解決問題的方式，是從記憶體中尋找類似的問題狀況，並將過

去所採取的解決方案應用於現在的問題，這樣的做法好處在於可以發掘新的或有

創意的解決方案，使故事更為有趣163。  

而 1999 年的 BRUTUS 可說是當時 進步的小說創作機器，由 Selmer 

Bringsjord 以及 David Ferrucci 等合作團隊所開發完成。他們認為好的故事產生

器應該具有「廣泛的變異性」（wide variability），意即文學作品的角色、情節、

                                                
160周昌樂、游維、丁曉君，一種宋詞自然生產的遺傳算法及其機器實現，軟件學報，21 卷 3
期，頁 428，2010 年 3 月。 
161 Natasha Lomas, Read The Sonnet Co-Authored By Shakespeare, An MIT PhD Student & A 
Machine-Learning Algorithm, TECHCRUNCH (Jan.26, 2014), https://techcrunch.com/2014/01/26/swift-
speare/ (Last visited: 2017/1/6).  
162 Levy, supra note 2, at 56-157. 
163 Id. at 158-159; See also Brandon Tearse ET AL, Lessons Learned from a Rational Reconstruction of 
Minstrel, Proceedings of the Twenty-Sixth AAAI Conference on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2012, 
available at http://www.aaai.org/ocs/index.php/AAAI/AAAI12/paper/view/5161/5146 (Last visited: 
2017/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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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學主題、寫作風格、意象等各層面都有豐富且廣泛的變異性164。因此，BRUTUS

擁有真實世界知識的資料庫，以及學術界語言（the Language of Academia），而

BRUTUS 創作的故事十分有趣且帶點神秘感。Bringsjord 和 Ferrucci 認為「一個

好的人工故事者，必須能完全掌握那些同時驅動著純文學以及公式化小說的遠古

時代主題」165，例如「背叛」既是 BRUTUS 創作的故事的基本主題，而這也是

這個程式名稱的來源166。此外，包含單戀、狂熱、復仇、嫉妒、自欺欺人、癡情、

憎恨等都是 BRUTUS 所知悉的主題167。發明者提供 BRUTUS 上述各主題的知識

以建立故事的設定舞台並同時產生人物；並賦予處理故事領域相關的一般知識

（以學術界故事為例，即包含學術生活的各種面向以及主題）以建立故事的場景

以及角色的互動，這些場景連帶產生各種行動的結果。BRUTUS 將一連串的事件

為正確的排列，並利用故事語法、文學語法、以及詞形、英文句法規則，及如何

組織段落等文學知識，得以建立故事的架構，並挑選適當的詞彙以及句式168。

BRUTUS 具有非常豐富廣泛的知識，以符合其發明者所希望「達成廣泛變異性」

的目的，所產生的故事架構與使用的詞句都十分成熟。然而，身為開發者的

Bringsjord 與 Ferrucci 認為 BRUTUS 只是看起來具有創作力，但並非真實。文學

創作需要內在、第一人稱觀點意識，而正是缺乏感受與情感的人工智慧所欠缺的，

且過去眾多思想家認為內在、心靈狀態等不可能以任何方式形象化，因此認為短

期人工智慧無法擁有觀點169。 

在此之後，也有許多機器創作的小說作品，如 2008 年由俄羅斯聖彼得堡出

版公司所出版 320 頁的電腦創作小說—《真愛》，改編自托爾斯泰的名著《安娜

卡列尼娜（Anna Karenina）》，並採用日本作家村上村樹的風格寫作，號稱在 72

個小時內完成170。此外，受到每年 11 月所舉辦「國際小說寫作月（National Novel 

Writing Month，NaNoWriMo）」競賽的啟發，一名藝術家 Darius Kazemi 於 2013

年 11月舉辦「國際小說產生月（National Novel Generation Month，NaNoGenMo）），

                                                
164 Selmer Bringsjord and David Ferrucci,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and Literary Creativity pxxiv ( 2000),  
available at http://kryten.mm.rpi.edu/brutus.preface.pdf (Last visited: 2017/1/6).  
165“… a good artificial storyteller must be in command of the immemorial themes that drive both 
belletristic and formulaic fiction.” 
166 Levy, supra note 2, at 160. 
167 Bringsjord and Ferrucci , supra note 164, at 81. 
168 Levy, supra note 2, at 160-161. 
169 Bringsjord and Ferrucci , supra note 164, at 81. 
170 Joshua Barrie, Computer Are Writing Novels, BUSINESS INSIDER (Nov.27, 2014, 3:50 PM), 
http://uk.businessinsider.com/novels-written-by-computers-2014-11 (Last visited: 2017/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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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味參賽者提供得以產生 50,000 字以上小說的程式碼，以及其所創作的小說影

本即可參加比賽171。自 2013 年起，每年都有許多的參賽者以不同的方式挑戰，

人工智慧的學習資料來源，有來自於 Twitter、珍奧斯汀、科幻小說、報導等，大

部分的作品可能並不成熟，但是其中亦不乏可讀的內容172。以現在的技術發展而

言，人工智慧所創作的小說已具有小說的雛形，但是新奇程度大於其文學價值，

然而隨著技術發展以及研究者的投入，未來人工智慧可能得創作出具有文學價值

甚至闖進暢銷排行榜的小說。事實上這已非癡人說夢，2016 年 3 月日本一部由

人類與人工智慧一起合作的小說通過星新一文學獎第一階段篩選，雖然並未得到

終的獎項，但是對於人工智慧創作的小說發展而言已是相當的肯定173。  

 

 劇本 

在 2016 年的倫敦科幻電影節中的 48 小時電影挑戰賽（48-Hour Film 

Challenge），透過主辦單位所給予的一組主要包含道具以及台詞的提示，導演以

及演員必須要在兩天內完成一部電影。其中一部名為《Sunspring》短片擠入前十

名的作品且大放異彩，主因在於其為一部人工智慧所創作的劇本，其編劇是自稱

為 Benjamin（ 初被取名為 Jetson）的人工智慧。Benjamin 的發明者 Ross Goodwin

為配合《Sunspring》的導演 Oscar Sharp 希望可以與人工智慧合作的夢想，開啟

發明 Benjamin 的契機。被稱為世界上第一個自動編劇，Benjamin 採用自我改善

的 LSTM 遞歸神經網路（recurrent neural network，RNN），透過 Goodwin 餵養

所有網路上可找到的大量科幻片劇本（大部分是 1980 至 1990 年代的電影），

                                                
171 Josh Dzieza, The strange world of computer-generated novels, THE VERGE (Nov. 25, 2014, 11:24 
AM), http://www.theverge.com/2014/11/25/7276157/nanogenmo-robot-author-novel (Last visited: 
2017/1/6).  
172 Tariq Ali, “Structure” in Computer-Generated Novels, DEV (Jul. 4, 2016), 
https://dev.to/tra/structure-in-computer-generated-novels (Last visited: 2017/1/6).  
173星新一文學獎接受非人類（AI 程式或其他）創作之作品申請，然而 2016 年是首次 AI 程式參

與創作的作品參賽，總共有四項篩選程序，評審在審查時亦不知是否出自於 AI 之手必須注意

的是人機合作的小說是由人類負責 80%的工作包含決定人物性別、情節等小說參數細節，並輸

入現存作品的字詞與短句，剩下重要的 20%撰寫文本工作則是由人工智慧完成，人工智慧自主

性不高，較接近於組合詞語、形容詞並決定天氣、房間情況等變數的「工具」。但在文句的編

排上，日本科幻作家長谷敏斯認為結構十分完整，但仍存有部分問題需要克服，如角色的描

寫，而這可與 BRUTUS 所面臨的問題類似。AI-Written Novel Passes Literary Prize Screening, 
The Japan News(Mar. 23, 2016), http://the-japan-news.com/news/article/0002826970 (Last visited: 
2017/1/6)；ＡＩ作家が賞応募、１次審査通過 人の関与減らすのが課題，産経新聞，2016 年

3 月 21 日，http://www.sankei.com/life/news/160321/lif1603210034-
n1.html?google_editors_picks=true（ 後瀏覽日：2017/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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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enjamin 將其解析為字母，並學習預測哪些字母傾向相鄰，再發展哪些字詞與短

語傾向同時出現，甚至可以模仿劇本架構、製作舞台指導（stage directions）以及

格式正確的演員台詞。而這正是 LSTM 演算法優於馬可夫鏈之處在於它可以嘗

試更長的句子，故在預測整個段落時是較好的工具，且善於產生原始的句子而非

僅是剪貼。然而 Benjamin 並不善於取角色名字，因為這對於人工智慧而言無法

預測，因此《Sunspring》中的三位人物都是以字母為命名174。 

雖然 Benjamin 的作品還十分青澀，徒具劇本形式，且在所要表達的訊息上

曖昧不明，甚至有些古怪，但是透過更大量的學習其仍有成長的空間。除了劇本，

《Sunspring》的配樂也是 Benjamin 透過學習三萬首流行樂之後所編曲的。

Benjamin 的出現，代表人工智慧在創作的利用上不僅限於詩詞與故事，透過機器

學習甚至可以往更廣泛的面向發展，與人類合作創作。在 Benjamin 的案例中，

可發現人工智慧究竟是工具還是獨立的作家並非可明確劃分，這中間的界線曖昧

不明，連研究者也無法輕易歸類175。 

 

 音樂劇 

另外一個同樣也是較晚進入人工智慧創作的是音樂劇，於 2016 年 2 月第一

部人工智慧創作的音樂劇《跨越柵欄》（Beyond the Fence）將於倫敦上演。此計

畫由英國劍橋大學機器學習小組所主導，首先他們對於成功音樂劇進行大數據分

析，包含角色規模、背景、情感結構、角色相愛與死亡的重要性等，並以音樂劇

暢銷程度為指標，以尋找一齣音樂劇成功的公式。在取得這些大數據分析之後，

研究員採用倫敦大學的「What-If Machine」，透過該機器確定音樂劇以「如果一

名受傷的士兵必須學習如何了解一位孩子才能找到真愛」 為動機，並創造多名

具有特色的關鍵角色。接下來情節結構撰寫的部分，則是採用現有的故事創作系

統「PropperWryte」產生核心敘事大綱，再將所建構的一系列情節元件串連，綜

合各種因素，包含緊張局面與解決、悲傷或是快樂的元素等以完成敘事，再透過

「The Cloud Lyricist」系統將敘事故事轉換成歌詞。 

                                                
174 Annalee Newitz, Movie Written By Algorithm Turns Out To Be Hilarious And Intense, 
ARSTECHNICA (Jun. 9, 2016), http://arstechnica.com/the-multiverse/2016/06/an-ai-wrote-this-movie-
and-its-strangely-moving/ (Last visited: 2017/1/6).  
175 Id. 



‧
國

立
政 治

大

學
‧

N
a

t io
na l  Chengch i  U

niv

ers
i t

y

 46 

除了劇本之外，音樂劇的音樂則是採用音樂編曲系統「Android Lloyd Webber

（ALW）」，同樣是透過機器學習音樂劇歌曲的語料庫，以決定創作音樂的性質

如旋律間的音程等，並從音樂劇原聲帶中抽取和旋順序以編寫和聲的模型176。音

樂劇是音樂與戲劇的結合，從上述可發現整體創作過程將音樂劇拆解細緻化分工，

並使用不同類型的程式系統進行協力創作，尚無法由同一人工智慧系統獨立完成。

值得一提的這部音樂劇並非完全是由人工智慧所完成，包含動機的挑選以及歌詞

整理編輯都需要人力協助177。 

 

第三項 視覺與藝術創作 

一、AARON 

AARON 為英國抽象藝術家 Harold Cohen，於 1973 年所發明的人工智慧繪畫

程式。透過學習更複雜困難的技巧，AARON 繪畫能力逐年提升，但其並無法自

行學習新的風格或是圖像，每個新的能力必須透過 Cohen 手動編碼賦予，惟

AARON 實際上可無限供應自己風格的不同圖案。AARON 創作繪畫能力，是建

立在其所擁有對於繪畫客體知識，以及如何建立繪畫客體的視覺畫像的知識，這

兩者複雜地持續性互動之上。這些知識雖然都是由 Cohen 所賦予，但是 AARON

可自行決定如何使用178。 

在 1980 年代 AARON 學會以 3D 的視角呈現物品與人，並於 1990 年代學會

使用色彩。在 AARON 學會配色後，Cohen 將 AARON 與自己創造的繪畫機器人

相連結，AARON 與機器人創作一幅做品的時間約為四小時，創作結果上符合美

學且具有商業價值。AARON 作品在各大美術館展出，包含泰特現代美術館、舊

金山現代藝術博物館、阿姆斯特丹市立博物館等，其第一次的作品展出在波士頓

                                                
176 Dea Birkett, Beyond The Fence: The Machine-Written Musical, ENGINEERING & TECHNOLOGY 
(Feb.15, 2016), https://eandt.theiet.org/content/articles/2016/02/beyond-the-fence-the-machine-written-
musical/ (Last visitied: 2017/1/6).   
177 Rainbowchild, 這部音樂劇是由人工智慧寫的…, earworm, 2015 年 12 月 7 日, 
http://earworm.biz/%E9%80%99%E9%83%A8%E9%9F%B3%E6%A8%82%E5%8A%87%E6%98%
AF%E7%94%B1%E4%BA%BA%E5%B7%A5%E6%99%BA%E6%85%A7%E5%AF%AB%E7%9
A%84/ （ 後瀏覽日：2017/1/6）。 
178 Levy, supra note 2, at 181-186；Richard Moss, Creative AI: The Robots That Would Be Painters, 
NEW ATLAS (Feb. 17, 2015), http://newatlas.com/creative-ai-algorithmic-art-painting-fool-
aaron/36106/ (Last visited: 2017/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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電腦博物館，並創造 2000 美金的銷售額。值得一提的是 AARON 得在沒有照片，

或是人為輸入作為參考下，畫出靜物或是人物肖像畫179。 

 

二、Deep Dream 

Deep Dream 為 Google 新研發使用經訓練的神經網路以產生新圖像的技術。

其創作過程是透過顯示初始圖片，以及簡單的隨機干擾（noise）給神經網路，神

經網路再為視覺解析，並以所學習的規則與連結為「詮釋」。使用者可規劃如何

逐漸地改變所輸入的圖片，以增強神經網路的初始詮釋。Deep Dream 詮釋的複

雜度取決於使用者選擇神經網路的深度，如接近輸入圖片的神經元則反應簡單的

特徵，反之深度的神經元則反應複雜的特徵。因此，透過選擇不同層的神經網路，

將取得不同的形式以及特徵，反覆進行上述程序直到 終圖像的出現180。Deep 

Dream 目前公開在網路上，供任何使用者使用，使用者可上傳不同的圖片，透過

Deep Dream 演算法轉化為迷幻或幾何抽象的藝術181。對於善用科技的藝術家而

言，將是十分有力的創作工具。 

Research at Google 於 2016 年 2 月 26 日，與舊金山非營利組織灰灣基金會

一同舉辦一場神經網路藝術拍賣會《Deep Dream: The Art of Neural Networks》，

透過 Research at Googlek 的工程師、藝術家團隊配合使用 Deep Dream 程式進行

創作。其中一位藝術家 Memo Akten 創作的一幅《GCHQ》（圖二）畫作以 8000

美金賣出，為當天拍賣的 高價。然而，這幅作品完成的過程並非僅有人工智慧

之貢獻，首先 Akten 將 Google Map 顯示英國政府通訊總部（Government 

Communication Headquarters）的螢幕截圖，透過 Deap Dream 程式，依其喜好調

整代碼以形成多種版本，一種版本是被眼睛所覆蓋，另一種版本具有網狀細節，

第三種版本則是具有紋理外觀， 後完成的作品是 Akten 使用 Adobe After Effects

將三種版本合而為一182。 

                                                
179 Moss, supra note 178.  
180 Deep Dream: The Art of Neural Networks, GRAY AREA, http://grayarea.org/event/deepdream-the-
art-of-neural-networks/ (Last visited: 2016/11/19). 
181 Deep Dream Generator, https://deepdreamgenerator.com/generator-style (Last visited: 2016/11/19).  
182 Matt McFarland, Google 'Paintbrush' Raises Some of Art's Oldest Questions, THE WASHINGTON 
POST(Mar. 10, 2016), https://www.washingtonpost.com/news/innovations/wp/2016/03/10/googles-
psychedelic-paint-brush-raises-the-oldest-question-in-art/ (Last visited: 2017/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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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二 GCHQ（來源：The Washington Post183） 

由此可見 Deep Dream 的操作方式，是將原照片或圖像經過程式為不同程度

或形式的變形處理，定位上較接近於藝術家的創作工具，依照使用者設定的指示

進行創作（如風格、神經網路的深度等）。惟部分創作過程仍由 Deep Dream 掌

控，且同一張照片可能創作出不同的結果，並非完全可預測而具有不確定性。而

上述《GCHQ》 後成品，是藝術家使用 Deep Dream 產出的圖片再為進一步創

作，因此除非有契約約定，Memo Akten 應為該 後成品之作者，此狀況較無爭

議。然而，若是直接經由 Deep Dream 產出的圖像著作權為何？這方面 Google 在

Deep Dream 網站上並未說明，但 Google 也不主張對於這些作品擁有著作權。使

用者可以透過公開的方式與他人分享自己創作的作品、使用的神經網路深度以及

原始照片，形成共享的群體。此外，Google 也提供 Deep Dream 的開源碼於 GitHub

的網站上。 

 

第四項 日本歸納三種人工智慧創作物利用以及人類參與態樣 

在日本針對人工智慧創作物之討論論點整理中，將人工智慧創作物與人類的

互動分為三種類型184： 

                                                
183 圖片來源：https://www.washingtonpost.com/news/innovations/wp/2016/03/10/googles-
psychedelic-paint-brush-raises-the-oldest-question-in-art/?utm_term=.fd178176c3a5（ 後瀏覽日：

2017/1/6）。 
184 知的財産戦略推進事務局，ＡＩによって生み出される創作物の取扱い（論点整理），頁

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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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利用人工智慧為內容創作者，相當將作為工具的電腦再延伸，利用人工智慧

來從事創作活動。參與的人類包含向使用者收取對價之「人工智慧的提供者」，

以及以大數據訓練人工智慧、為創作的指示並得使用人工智慧創作物為使用

收益之「使用者」。 

二、 利用人工智慧為平台服務，可能提供創作內容的服務。此時參與的人類則包

含，「人工智慧的管理者」負責撰寫人工智慧程式，以及「消費者」透過支

付使用費取得使用人工智慧的權利並獲得精神上的滿足，以及產出物。如上

述的 Deep Dream 即屬於此種類型。 

三、 人工智慧與人工智慧創作物組合式發展，透過給予可產生內容的人工智慧

「角色」（character），人工智慧自行從角色發展出內容（角色唱歌跳舞的

樣子、歌曲、小說、動畫等），以人工智慧與其創作物為組合式發展185。參

與者為「人工智慧的管理者同時也是角色的貢獻者」，得利用人工智慧創作

物為使用收益。人工智慧以角色推展創作內容，與人類之間是一種協作的關

係，所涉及的智慧財產權包含人工智慧程式本身的著作權、專利權等、角色

的著作權、商標權等、人工智慧創作物的智慧財產權，對於參與的自然人來

說有必要予以保護186。 

 

第五項 小結 

從上述案例中，可以發現個別人工智慧創作過程間存有差異，人類在創作

過程中，貢獻程度與角色也不盡相同。而在部分較為複雜的創作中如，上述《跨

越柵欄》音樂劇，人類參與程度相對較高。然而產生作品內容的狹義創作過程，

仍是透過不同的人工智慧完成。部分人工智慧仍需要人類的指示，比如在前階段，

人工智慧須在大數據分析的基礎上抽取所需之資訊，故人類仍須以程式編輯的方

式，指示人工智慧應著重於哪些特徵量，惟在狹義創作過程中，人工智慧則有較

高自主性187。 

                                                
185 「コンテンツ制作が可能なＡＩにキャラクターを付与し、そこから生成されるコンテンツ

（キャラクターが歌い踊る様子や、歌、小説など）とセットで展開」 
186 同註 184，頁 7—8。 
187 知的財産戦略推進事務局，ＡＩによって生み出される創作物の取扱い（討議用），平成２

８年１月，頁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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現在人工智慧技術發展，以結合大數據的機器學習以及深度學習為主流，

部分人工智慧得自行在分析大數據時，發現應注意之特徵量，同時自己進行反覆

試驗，不需要人類提供指示，所抽取資訊內容的準確性也因此而提高188。在深度

學習技術發展下，未來可預見人類的參與程度將降低，在人與機器創作貢獻的光

譜上也會更傾向機器之一端。故有論者認為深度學習是達成圖靈測驗目標的鎖鑰，

人工智慧可以如同人類大腦一般思考，達到人類無法分辨作者是人亦或是人工智

慧之境界。如 ARRON 創作者 Cohen 所說，雖不能說這些案例證明機器可以思

考、具有創作力或是有自覺，但是這些案例證明機器可以達到原先認為需要人類

的思考、創作力或是自覺才可以完成的事情189。現在技術發展下，人工智慧等電

腦創作的作品內容外觀具有與人類創作相當高的相似性，可能已達到撲朔難辨的

程度，不僅完成度甚高，甚至可能具有學術價值以及經濟價值。如日本所歸納出

三種人工智慧創作物的商業模式，不論是參與創作內容、提供平台服務，或是更

進一步針對角色產生一系列作品，都可能是未來新興的產業。 

人工智慧創作物具有如自然人著作相似的外觀，雖然狹義創作出內容的過程

是由人工智慧所完成，惟廣義的創作行為中（如訓練人工智慧、提供指示等）同

樣也有人為的貢獻在其中，是否這些無法從 後成品中辨識之人類貢獻得以著作

權為評價。另外考量人工智慧在各產業中廣泛被利用，其產出的作品法律定位為

何，是否適用著作權法為保護值得研析。一如過去的新科技技術一般，人工智慧

對於現有的著作權法框架造成衝擊，應如何就現行法規解釋適用，或者是跳脫現

行法以新制度保護，將是本文探討的重點。 

 

 

第三節 非人類作者作品之著作權保護及問題 

第一項 著作權立法目的與非人類創作者 

從著作權制度發展歷史脈絡而言， 早期為保護出版商之利益故賦予出版者

針對出版物有特許或獨佔之權利，之後作者亦被賦予特許權，然仍是從有體物的

                                                
188 同上註。 
189 Levy, supra note 2, at 18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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觀點出發，可排除他人未經其同意而印製其著作的行為，稱之為「出版財產權」。

而在自然法學派興起之後，「人類精神上之創作」才成為獨立的保護客體，稱之

為「精神財產權」，此思潮亦影響英國於 1709 年訂立之安妮法案，此為近代第

一部保護作者之法典，直接將人類精神上之創作納入保護，同時也為現代的著作

權法奠定基礎190。從此也確立在現代的著作權法中「人類精神創作」為主要的保

護客體。 

而從著作權立法目的而言，英美法受到功利主義以及經濟分析理論之影響採

「激勵理論」，重視透過賦予作者獨佔權利，以將精神上創作轉化為經濟上的利

益作為誘因，鼓勵作者繼續投入創作。而大陸法系則是從自然法理論觀點出發，

著作權是作者對其作品所得享有天賦之「自然權利」，而著作權法只是將此與生

俱來的權利明文確立191。此外，大陸法系特別是法國以及德國深受人格權理論的

影響，認為創作是作者「意志」的體現，因此在立法上非常強調人格權192。 

從著作權的發展脈絡以及立法目的來看，雖兩大法系略有不同，但根本上仍

是「以人類做為創作主體」作為立法的基本假設，若是將非人類的創作如大自然

力量、動植物、純粹機械過程的產出也列入著作權保護範圍，成為私人獨佔的權

利，將有礙於公眾領域的利益，恐怕不利於促進文化發展之目的。因此，各國著

作權要件判斷多數也是基於「人類為創作主體」的前提假設。在多數國家法律架

構以及政策考量下，並不承認非人類創作者之作品應受到著作權之保護，然而若

非純粹非人類貢獻的情況下，如像人工智慧創作具有人類與機器連續創作的性質

193，則在著作權保護判斷上便存有灰色空間。 

同樣的狀況也發生在在動物創作中，例如透過人類的訓練與指導大象、猩猩

可以作畫，並非純粹的自然力量下的結果，但是創作結果是否受到著作權保護，

則是端視是經由訓練而動物自己具有創作能力還是仍受人類的意志支配，恐怕並

不易判斷194。由於尚未有人工智慧創作訴訟的案例，故本文以近期非人類著作權

                                                
190 謝銘洋，智慧財產權法，頁 17—18，2012 年 9 月三版。 
191 張郁齡，論資訊科技對著作人格權理論的影響，科學法學評論，8 卷 1 期，頁 61—62，
2011。 
192 楊智傑，專利法，頁 4，2014 年 9 月。 
193 See also James Grimmelmann, There’s No Such Thing as a Computer-Authored Work—And It’s a 
Good Thing, Too, 39 COLUM. J.L. & ARTS 403, 409-412 (2016). 
194 謝銘洋，同註 190，頁 97—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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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件中 著名的美國「猴子自拍」事件為引子，引導後續人工智慧創作所涉及相

關著作權問題的討論。 

 

第二項 猴子自拍案 

 案例事實 

2011 年英國攝影師 David Slater 於印尼的北蘇威拉西國家公園中，計畫三天

的時間跟隨一群黑冠獼猴以拍攝出好的照片，在第二天的中午約 25 隻的猴子停

下來休息、相互梳洗以及嬉戲，Slater 注意到猴子的友善以及社交的習性，並且

較為大膽的猴子對於 Slater 的攝影器材十分感興趣。因此，起初他設置相機的定

時自拍功能，然而猴子將相機拿走。在之後的嘗試中 Slater「…將相機置於三腳

架上並搭配廣角鏡頭，配置如預測性自動對焦、motorwind、甚至是閃光燈」，目

的在於如果它們再次因嬉戲而接近而使其有機會捕捉它們的臉部特寫。而在

Slater 離開後，猴子們靠近攝影機、用手指撫弄鏡頭並按下快門，對著玻璃鏡頭

中的倒影微笑、扮鬼臉以及齜牙裂嘴。而在 30 分鐘猴子與攝影機互動的過程中

產生約百張的照片，但僅有部分是清楚而可用的，經過挑選後 Slater 聯絡 Daily 

Mail 並報導了這些照片以及故事，而這些猴子的自拍照（特別是微笑的猴子（圖

三））在網路上蔚為風行，然而卻也因是由猴子所拍攝而引發著作權爭議195。 

  

                                                
195 DJSPHOTOGRAPHY, http://www.djsphotography.co.uk/original_story.html (Last visited: 
2016/10/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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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三 Monkey Selife（Wikimedia Commons196） 

 

 與 Wikipedia Commons 間之著作權爭議 

2014 年這些猴子自拍的照片被上傳至 Wikimedia Commons，Wikimedia 

Commons 僅接受免費內容授權、屬於公眾領域亦或是非「可著作權性」

（copyrightable）的作品。而 Wikipedia Commons 的所有權人維基媒體基金會

（Wikimedia Foundation） 認為這些猴子自拍的照片屬於公眾領域，「因為作為

非人類而是動物的作品，並無著作權法規定下的人類作者。」因此當 Slater 向維

基媒體基金會主張著作權並要求撤下照片或支付授權金，基金會以此為由拒絕。

如以一英鎊的授權金為計算，Slater 主張其因維基媒體基金會未經允許而將照片

散佈至全球已造成數十萬英鎊授權金的損失，而在 2016 年與 PETA 之間的訴訟

勝訴之後，更進一步表示將對維基媒體基金會提起訴訟197。 

 

 與善待動物組織代表 Naruto 間之著作權爭議 

除了與維基媒體基金會之間的爭端之外，於2016年善待動物組織（People for 

the Ethical Treatment of Animals，PETA），以及Antje Engelhardt所組成「Next Friend」，

代表Naruto（系爭猴子自拍照中的六歲的黑冠獼猴）主張被告Slater展示、散佈、

廣告、重製、提供銷售、並銷售重製物之行為侵害Naruto的著作權。PTEA認為

Naruto具有高度智慧，經由獨立移動手指緊握手掌以及相對的拇指，且其居住的

地域鄰近於人類的村落，一生中也曾經遇過遊客以及攝影師。牠習慣看到相機、

觀察人類如何使用相機、聽到正在操作的相機聲響並且理解人類使用相機對於牠

以及群體而言是無害的。藉由這些資訊以及信念，Naruto藉由獨立且自主的動作

檢視並操作Slater所遺留無人看管的相機，並且有意圖地多次按下快門，牠了解

按下快門、快門的聲音以及相機鏡頭裡倒影的變化間的因果關係198。 

                                                
196 圖片來源：https://commons.wikimedia.org/wiki/Category:Monkey_selfie（ 後瀏覽日：

2017/1/6）。 
197 The Gwent Photographer Who Won A Legal Battle Over A 'Monkey Selfie' Is To Sue Wikipedia, 
SOUTH WALES ARGUS (Jan. 8, 2016), 
http://www.southwalesargus.co.uk/news/14191777.Gwent__monkey_selfie__photographer_to_sue_Wi
kipedia/ (Last visited: 2017/1/6).  
198 Naruto v. David John Slater, No. 15-cv-04324 (N.D. Cal. Jan. 28,2016) (order granting motion to 
dismiss). at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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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加州地方法院William H. Orrick法官提出兩點理由，認為原告並無當事人

適格（standing）199。首先，雖然美國著作權法第102條僅規定「依本法受著作權

保護之著作，係指附著於現在已知或將來可能發展之有形表現媒介之具原創性著

作(original works of authorship)，藉該表現媒介得以感知、重製或播送該著作，不

論直接或經由機械或裝置之輔助。」但在同法中並未對「作者」（author）以及原

創性著作（original works of authorship）予以定義，第九巡迴上訴法院認為這是

為保留部分彈性。在無直接限制之下是否說明任何物（包含動物）的原創性著作

都受到著作權之保護呢？Orrick法官認為不然，並援引第九巡迴法院於Cetacean 

Community v. Bush案200之見解，認為如果國會以及總統意圖授權動物或是法人實

體如同人類一樣提起訴訟的權利，可以並且應該明白的表示。在著作權法中並無

清楚地表示將作者概念或是法定地位延伸至動物，此外 高法院以及第九巡迴法

院反而在著作權法的作者分析之下，反覆提及「人類」（persons、human beings），

目前為止尚未有案件將作者的定義擴張至動物。 

其次，著作權局亦否定由動物所創作的作品享有著作權之保護。根據美國著

作權局於2014年所發布的「美國著作權局實務概要第三版」中第306條「人類作

者要件」中表示著作權局接受人類創作的原創性著作登記，並援引The Trade-Mark 

Case案201中著作權法僅保護「智慧勞動的成果」，因為著作權法僅限於「作者的

原創智慧構想」（original intellectual conceptions of the author），因此著作權局拒

絕人類並無任何創作貢獻的作品登記。另外在第313.2條「缺乏人類作者的著作」

中，著作權局引用Burrow-Giles案202，原創性著作要件下的著作必須是由人類所

創作，如果不能滿足該要件則該著作不受著作權保護。因此著作權局不接受由大

自然、動物或植物所製作的作品登記著作權，並以「由猴子所拍攝的照片」為舉

                                                
199 英美法下的「stnading to sue」與我國法之當事人適格事實並非完全相同之概念。學者楊崇森

將「stnading」翻譯為「起訴地位」、「地位或適格」，原告對於訴訟有起訴之地位與立場，亦

即對於爭端之結果需有個人利害關係。依照美國法院第九巡迴法院法官 Trask 之見解，「地位

（standing）乃某當事人個人對該訴訟結果，是否有足夠理由使法院受理之利害關係（sufficient 
personal stake）。」雖與我國當事人適格意義相近，但範圍又更為廣泛，不限於財產上之利

益。因「standing」在我國法下與「當事人適格」 為相近，考量「起訴地位」並非我國法律用

語，故此處仍翻譯為「當事人適格」，一併說明之。參照楊崇森，美國民事訴訟之特色與對我

國之啟示，軍法專刊，第 56 卷第 5 期，頁 4、9，2010 年 10 月。 
200 Cetacean Community v. Bush, 386 F.3d 1169 (9th Cir. 2004) 
201 The Trade-Mark Cases, 100 U.S. 82 (1879). 
202 Burrow-Giles Lithographic Co. v. Sarony, 111 U.S. 53 (188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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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說明203。由此可推知在系爭案件中，Naruto並非是著作權法定義下的作者，因

此駁回Nest Friends代表Naruto起訴之申請。目前本案善待動物組織正上訴至聯邦

第九巡迴上訴法院。 

 

 法律分析 

一、美國著作權法下非人類參與創作之著作權204 

從上述的案例可推知，雖美國著作權法中並未明文要求作者以人類作者為限，

然而，同樣立法者並未立法明文規範動植物，亦或是機械等非人類作者所為之創

作得受著作權之保護，因此法院的立場上傾向是以人類作者為限。 

此外，在 1978 年第二版的實務概要中，於第 202.02 條(b)項規定作者係指

必須是來自於人類（owe its origin to a human being）的作品才具有可著作權性，

而僅由大自然、植物、或是動物製作的材料是不具有可著作權性。另外於第 503.03

條(a)項中則規定必須是人類作者的作品才能受到著作權保護，因此如只是經由

機械過程所製造或是隨機挑選的作品而無任何人類作者貢獻，則不具可著作權性。 

若是將第二版與第三版實務概要併為討論，可見人類作者為著作權唯一主

體，只有來自於人類的作品始有保護之餘地。惟並未主張必須「完全」來自於人

類的努力，在第 202.02 條(b)項規定中只有限制「獨自」（solely）由動植物所創

作者205，故在實務上對於人類與自然、植物或是機器共同的創作是否予以著作權

保護留下討論的空間。同樣於第 503.03 條(a)項條文文字只有限制來自於自然力

量以及缺乏人類作者的作品不具可著作權性，反面推知，雖來自於自然力量，但

有如有人類作者參與的作品，可能即具有可著作權性。同理可證，同條前文如經

由機械過程中如有人類作者之貢獻加入，則所產出之作品亦可能受到著作權之保

                                                
203 U.S Copyright Office, Compendium of U.S. Copyright Office Practice, Third Edition, Dec. 22, 
2014. 
204本案另存在適用法律的疑義，依照伯恩公約第五條第四項之規定，所謂的源流國係指首次發

行之會員國，系爭照片拍攝的地點為印尼，攝影師 David Slater 所挑選猴子自拍的照片首次公

開發行是經由 Caters News Agency 於英國授權其他英國媒體發行，因此原則上系爭照片的源流

國為英國。然而依同條第一、二項之規定，著作人於源流國以外之其他會員國境內亦享有伯恩

公約以及各國法律對於其國民所授與之權利，系爭權利之享有與行使並不得要求形式要件且不

論源流國是否有予以保護，是故保護的範圍以及保護權利所享有之救濟方式皆專受主張保護之

當地國法律之拘束。因此，如 Slater 是在英國主張其著作權於判斷系爭自拍照是否受著作權保

護以及權利歸屬似應以採用英國法。然而，考量本文論述上的一貫性，且 Naruto 案也是在美國

提起，故以下法律分析關於著作權存否以及歸屬問題即以美國普通法角度切入，合先敘明。 
205 “Materials produced solely by nature, by plants, or by animals are not copyrightab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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護206。因此，關於系爭猴子自拍的照片是否具有可著作權性性，依照 Slater 的說

法，其將相機置於三腳架上並搭配廣角鏡頭，將為捕捉猴子的臉部特寫而配置相

機的設定如預測性自動對焦、motorwind、甚至是閃光燈，建構鏡頭（framing the 

shot up）並調整曝光，而猴子只是單純的在撫弄相機的過程中按下快門207。從而，

後所完成的猴子自拍的照片，Slater 與猴子都有所貢獻，甚至有論者認為系爭

猴子自拍的攝影作品是源自於 Slater 的創作決定三腳架的放置位置供猴子使用，

否則這些攝影作品將無法誕生208。因此，如按實務概要的條文解釋，本案照片仍

有人類使用者參與與貢獻，不當然僅是動物的創作，應受到著作權保護。 

而在第三版的實務概要中，第 306 條明文表示僅提供人類作者之創作作品

著作權保護，以及著作權登記，因為著作權法限制於「作者的原創智慧概念」

（original intellectual conception），故否准非人類創作之作品登記。而在第 313.2

條「欠缺人類作者之作品」規定中也表示「著作權局不登記由自然、動物或植物

製作的作品209」，並在下方舉例說明將「由猴子所拍攝的照片」（A photograph 

taken by a monkey）表列於其中。不同於第二版規定是限制「獨自」由自然、植

物或動物創作作品的著作權保護，光是自然、動物或植物製作的作品，即被排除

於著作權保護的範圍之外，似乎未提及人類共同參與創作的保護。因而，在 新

的第三版實務概要下，本案 Slater 是否可以主張系爭猴子自拍照片應受著作權之

保護仍存有爭議。 

針對機器製造的作品，依照著作權局實務第三版第 313.2 條之規定「機器製

作或是純粹是隨機的或自動化運行的機械過程而製作之作品，沒有人類作者任何

創作性投入或干預210」，則同樣也不受著作權法之保護，亦不得登記著作權。機

器或是機械的創作，相較於動物似乎較為放寬，或許是有鑒於實務上使用電腦、

機械作為創作工具有行之有年的緣故，故只要不是純粹的機械過程自動，或隨機

產生的製品，而是有「人類作者創作性投入或干預」即為著作權保護之客體。因

此，目前有部分人工智慧程式參與的創作作品登記在案。 

                                                
206 Jonathan Siderits, The Case for Copyrighting Monkey Selfies, 84 U. Cin. L. Rev. 327, 340 (2016). 
207 Photographer 'lost £10,000' in Wikipedia monkey 'selfie' row, BBC NEWS (August. 7, 2014), 
http://www.bbc.com/news/uk-england-gloucestershire-28674167 (Last visited: 2017/1/6).  
208 Siderits, supra note 206, at 344. 
209 “The Office will not register works produced by nature, animals, or plants.” 
210 Similarly, the Office will not register works produced by a machine or mere mechanical process 
that operates randomly or automatically without any creative input or intervention from a human 
autho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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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作者爭議 

在 Burrow-Giles 案中，法院認為拍攝的照片「完全是來自於其（原告）的

精神概念」，透過在在鏡頭前擺弄模特兒，挑選並安排系爭照片中的服裝、布料、

其他各式配件，「安排主題以呈現優雅的輪廓、安排處理光影、暗示並激發期望

的表達」來呈現，這些處理、安排與表現完全出自於原告，而這些特點足以使法

院認為系爭照片是「原創作品、原告智慧發明的產品」，而原告就是這些照片的

作者211。故作者應是 接近實質創作過程之人，透過主題的擺設設計，光影的安

排等表達其創作，在 Burrow-Giles 案後法院透過後續判決建立判斷攝影師是否為

作者之判准，如對於攝影主題姿勢的挑選、光線以及角度的選擇、選擇捕捉攝影

主題的哪一個表情、鏡頭以及相機的選擇、幾乎包含每一個變數212。 

而本案如按照 Slater 的主張，是將相機置於三腳架上並搭配廣角鏡頭，將

為捕捉猴子的臉部特寫而配置相機的設定如預測性自動對焦、motorwind、甚至

是閃光燈，建構鏡頭（framing the shot up）並調整曝光，而猴子只是單純的在撫

弄相機的過程中按下快門。可推知是由 Slater 完成主要的攝影的創作過程，透過

架設三腳架完成畫面的建構以及攝影的角度，設定相機完成光影的調整以及攝影

畫面細節的構築，其選擇相機、鏡頭、底片，這些都是 Slater 的創作貢獻。因此

依照 Burrow-Giles 案之見解，應可認為系爭照片來自於 Slater 之精神、智慧概念，

而 Slater 同樣也是系爭照片創作的「起因」，且是 接近系爭照片實質創作過程

的「人」。 

因此若猴子只是單純按下快門，沒有參與創作過程，有論者認為猴子是近

似於 Slater 的助手亦或是工具，屬於 Slater 的「由猴子所拍攝照片」創作過程一

部分，而作為創作的媒介工具不應該影響創作的著作權分析213，不應因為是由猴

子操作快門或是由猴子完成固著要件而不具著作權適格性，此外系爭攝影作品實

質的創作貢獻都來自於 Slater，故應由其取得著作權，而非如 PTEA 所說屬於

Naruto 猴子本身。進一步而言，若猴子直接將相機取走自行拍照，不再受到三腳

架的拘束，由猴子自行決定拍攝的主體、畫面的構圖，也許猴子無法意識自己正

                                                
211 Supra note 202, at 60. 
212 Siderits, supra note 206. 
213 I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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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進行攝影，所拍攝的出來的照片亦無法反映出其智慧概念，亦無所為「立基於

心靈創作力量的智慧勞動成果」，現行著作權法下猴子無法成為著作權之主體，

然而仍有少部分人類攝影師的前置創作貢獻在內（如挑選、購買相機與鏡頭、插

入底片、攜帶相機至猴子的棲息地、跟隨猴子群體與之培養感情）214，是否可符

合 Feist 案215要求「 低程度的創作性」要件，即不無疑問。 

有論者採取較為開放的態度，認為在如此限制的狀況之下，可能將抹滅更

多不同創作存在的可能性，更多人類與非人類萬物互動間創作的可能性，這些創

作不單單僅是自然存在的產物，如一概將動物參與創作的作品排除於著作權的保

護範圍之外，將抹煞促成猴子自拍等作品的作者的熱情。著作權保護的目的在於

權利的平衡，一方面也是透過給予權利人排他權激勵作者繼續創作，但是既已存

在於自然界的產物並不會因著作權賦予的激勵而創作，且這些源自於自然力量的

作品不應被個人所得獨佔，而應歸於公眾領域，這也是實務上排除自然、植物以

及動物創作的原因。但是，若是人類與動物等自然力量共同完成的創作，就不單

單僅是自然的力量所造成，同時包含人類的創作力。這樣的作品有論者稱之為「準

作品」（quasi-works）216，如本案猴子自拍的作品，Slater 透過前置相機與設定、

以印尼森林為背景以及猴子為主體，並讓猴子操作、按下快門，完成以猴子自拍

的一系列作品，猴子也是其表達的一部分，且亦不會影響公眾領域的利益，畢竟

難以想像會有其他人到同一片印尼的森林中找到同一隻猴子並引導拍出類似的

照片，因此給予其著作權並不妨害公眾領域。若這樣的準作品可以受到著作權保

護也可以鼓勵更多創作者加入與自然力量互動的創作中。 

然而亦有學者採反對的見解，認為著作權所保護攝影著作的部分在於拍攝

者對於「照片拍攝時之光影、佈局、色彩、角度及時間點的智慧判斷、選擇的總

和成果」，而霎那時間點變化，可能就造成光影、佈局、色彩、角度的變動，創

作成果也有所不同。因此縱然 Slater 已經擺放好相機，選擇畫面佈局，設定好一

切光影、角度、色彩等，僅由猴子偶然間操作快門所產生的照片，但是由於時間

點是攝影的關鍵因素，不同的時間點拍攝會產生不同的效果，因此猴子按下快門

                                                
214是否要將 Slater 造就系爭照片的產生過程每一步驟都列為其創作性貢獻之一，如挑選、購買相

機與鏡頭、插入底片、攜帶相機至猴子的棲息地、跟隨猴子群體與之培養感情等，雖然可能都是

完成系爭照片的過程，然而是否皆應為著作權創作貢獻之評價，本文認為恐亦不宜過於無限上綱，

因此仍應端視這些創作貢獻是否直接透過作品反映出著作人的智慧精神判斷與選擇。 
215 Feist Publications, Inc. v. Rural Telephone Service Co., Inc., 499 U.S. 340 (1991) 
216 Siderits, supra note 206. 



‧
國

立
政 治

大

學
‧

N
a

t io
na l  Chengch i  U

niv

ers
i t

y

 59 

的時間點並非是 Slater 的決定，因而 Slater 並非是系爭照片之作者，也不能主張

與猴子係共同作者，系爭照片不具可著作權性217。 

 

三、小結 

由猴子自拍事件觀察，與人工智慧創作之作品著作權保護問題可相呼應。

主要的兩個問題：在非人類作者參與甚至主導完成的作品是否具有著作權適格？

如受著作權保護則著作權該如何分配？純粹猴子自拍的作品是不受著作權保護，

但是如本案「Slater 為取得系爭猴子自拍照所付出之時間、金錢成本、對於相機

所為的設定，是否足以使系爭照片取得可著作權性，並使 Slater 取得著作權」是

主要的爭執點，而從實務概要規範來看，猴子自拍的照片是不受著作權保護，故

應屬於公眾領域。 

人工智慧創作也同樣面臨上述兩個問題。人工智慧相較相機更為複雜，其並

非直接完全依照指示完成創作，人工智慧創作的過程存在著隨機性、素材的選擇，

故不論是參與創作的使用者亦或是開發人工智慧的開發者亦無法預測 後產出

的結果為何，因此人工智慧雖是機器但更像是本案中自拍的猴子，擁有一定的自

主性，在機器學習技術發展下也有可能透過學習、訓練而具有「創作的能力」。

然而，著作權法所要規範的是人類精神上創作成果，保護的是人類智慧並非人工

智慧的「電腦智慧」，故雖然人工智慧是直接創作作品的主體，但也是經過相當

人為的努力與貢獻，包含開發者、使用者等，這些投入的貢獻是否得以著作權法

為評價，是否影響創作之可著作權性，著作權歸屬又該如何處理，將是以下小節

討論的重點。 

 

第三項 著作權法下人工智慧創作物所面臨之問題 

上述案例雖然是立基於美國法為討論，然而在人工智慧創作應用下所產生

著作權問題卻可能發生在任何國家。人工智慧為直接的創作者，但其非人類創

作者的身份直接衝擊著作權法的本質，因而在著作權法下人工智慧創作物 主

                                                
217 章忠信，獼猴自拍，誰有著作權？，著作權筆記， 105 年 1 月 8 日修改，

http://www.copyrightnote.org/ArticleContent.aspx?ID=2&aid=2750 （ 後瀏覽日期：2017/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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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的兩個問題即是可著作權性以及權利歸屬，除此之外還需考慮權利存續期間、

作品保護範圍以及侵權責任等問題。 

 

 可著作權性 

是否受到著作權保護是 先應考量者，其中「作者」的判定十分重要。人工

智慧創作是一人類與機器連續創作下的產物，如前所述，在現行法下是以人類作

為著作權法創作的主體，故自然人作者在作品中的貢獻在著作權評價上十分重要。

若人工智慧程式僅是自然人創作者思想、情感的寄託工具，則主要創作過程還是

受到自然人意志力支配， 後的結果也會反應作者的個性，應符合大部分國家現

行法下著作權保護要件。然而，人工智慧不完全是一般定義下的工具，其具有一

定的自主性，較接近於「助手」，因此在人類與人工智慧連續創作之作品中出現

兩個問題：首先，在整體創作過程中可能包含開發者、學習資料輸入者、使用者，

甚至可以再更細分，此時作者本身的判別出現困難；其次在 後的成果上，由於

人工智慧程式自主性質，作者的創作支配力無法觸及 後的作品，因此要在 後

的作品中難以區別人類與機器的貢獻。 

故在現行法體制下，人工智慧創作物的可著作權性可能因自然人貢獻程度、

支配程度以及個案狀況而有所區別。然而照人工智慧技術發展的方向，特別是在

機器學習、深度學習技術下，人工智慧創作的過程中未來人類的參與或干預勢必

會減少甚至降到 低，此時可能更不利於著作權保護之認定。 

除了主體問題之外，是否符合各國之著作權保護要件也是問題之所在，如上

所述，著作權法是以人類創作者為前提假設，本質上著作權法規範的主體仍以人

類為出發點，例如要求智慧的勞動、作者個性展現等等，因此人工智慧的創作作

品是否適用這些著作權保護標準也有疑慮。 

目前除了少數如英國等國家有將電腦產生之作品列入著作權保護範圍內之

外，多數的國家並不承認，在第四節中將針對此議題更深入比較與研究。 

 

 作者之爭議與著作權的歸屬 

其次，作者原則上也是擁有著作財產權以及著作人格權之人，因此作者的判

斷同樣影響著作權利的分配。 如前所述，在人工智慧創作中涉入整體連續創作

過程的成員包含程式設計師即開發者、學習資料提供者、使用者以及人工智慧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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身，個別參與人工智慧創作之人類創作貢獻該如何評價，將會影響究竟應該由誰

取得著作權；人工智慧為事實上的創作者，但並不具有法人格，是否可作為權利

主體？這些著作權的歸屬問題牽涉到各個層面包含法律要件、經濟學、權利執行

等考量。 

 

 著作財產權存續期間之長短 

現行的著作財產權法是建立於人類作為創作主體的假設，一個明顯的證明

即在於存續期間多是以作者死後一定年數為計，如我國法下著作財產權存續期間

為著作人生存期間以及死後五十年。因此，人工智慧創作假設被認定應由自然人

為作者則無太大問題，然而人工智慧創作若認定作者為人工智慧，則無所謂「死

亡」，應如何計算其存續期間。可能的做法，如採著作公開後或著作完成後一定

年限，或透過擬制的方式將著作財產權歸屬於自然人，再以該自然人死亡時間為

計算，都是可以考慮的解決方案。另外參考英國現行法下電腦產生之著作之著作

權存續期間是以作品完成之後 50 年，雖有擬制自然人之作者，但並非是其死亡

時間作為計算基準。 

 

 作品保護之範圍 

人工智慧創作的特性得在短時間完成大量作品，因此是否每一件作品都值

得受到著作權保護恐怕值得商榷。如以現行著作權法要件為判斷，首先，如前所

述現行著作權法要件多是以人類作者為出發點判斷，因而在適用上已存有疑義；

其次，縱然符合要件，若是給予大量人工智慧創作物著作權保護，雖然只要人類

作者獨立創作，則相同的作品同樣可受著作權之保護。然而若人工智慧成為「著

作權主張實體」的訴訟手段，則仍然對於人類未來的創作意願造成壓縮，也不利

於公眾領域利益。 

考量公眾領域利益以及私人利益的衡平，如日本在擬定保護人工智慧創作

物相關法律時提出以經濟角度來判斷是否保護每一件人工智慧創作物，如受歡迎

程度以及一定之市場價值等218。然而應如何判斷其經濟價值以及受歡迎程度，實

                                                
218 人工智慧創作作品該不該有著作權，日經新聞中文版，2016 年 4 月 18 日，

https://zh.cn.nikkei.com/politicsaeconomy/economic-policy/19161-20160418.html （ 後瀏覽日

期：2017/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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務上操作是否要判斷銷售額、受關注程度或是另有一套制式的評量標準，且應達

到的受歡迎程度為何？是社會上普遍認知抑或是作品所牽涉特定群體的認知？

如此評量標準恐怕一般人類作者也無法達成，也可能引發雙重標準的問題。 

此外，目前各國著作權法要件中並無以經濟價值作為標準的前例，因此恐

怕只有在訂立新法時方能考慮採用，但同樣要面對上述實務操作以及標準不明的

問題。 

 

 人工智慧所採用學習資料與創作作品之著作權侵權問題 

早期的人工智慧透過開發者，將他人之作品分析後建立啟發性規則以及資料

庫，供人工智慧創作時使用；現在人工智慧機器學習技術，需要大量的學習資料

輸入，讓人工智慧從中自行提取特徵、創造概念，故可能直接讓人工智慧直接利

用網路上資料，故在訓練人工智慧過程中，可能伴隨著重製、改作他人之著作，

因資料龐大而無法一一取得授權的情況下，這些學習數據資料的使用是否構成侵

害著作權，日本在立法保護人工智慧創作物時也有考量同樣的問題219。 

此外，如果人工智慧之創作作品與現有之著作存在近似性，此時著作權之侵

害如何判斷，是否適用現有之判斷要件？如有利用該著作作為學習資料是否構成

抄襲？若構成侵害著作權又應該由誰負侵權責任？在分配著作權時也應將可能

發生的責任一併思考。 

 

第四節 各國著作權要件比較與電腦產生作品立法討論 

未來人工智慧創作物將會更廣泛地應用於不同產業中，特別是相較於人類。

人工智慧的優勢在於可以短時間大量且快速的進行產出。如果這些創作作品可以

受到著作權保護，則第二章所提及擁有龐大人工智慧技術的幾家大公司，如 IBM、

Facebook、Google 等將可能擁有難以估計數量的著作權，甚至可能影響未來人類

創作的市場以及創作動機；然而若完全不進行保護，則亦有可能被他人無償使用，

對於投入成本的人工智慧開發者、使用者而言相當不利，也會影響未來投資人工

智慧技術發展的意願。 

                                                
219 知的財産戦略本部，知的財産推進計画２０１６，頁 7，2016 年 5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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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工智慧創作物相關著作權議題，與電腦出現之後衍生的「電腦產生之作品」

著作權相關問題相同，並已受到學者以及實務界關注與討論。 關鍵的問題還是

是否受到著作權保護，如受保護則作者為誰，以及著作權歸屬應如何分配。其中

的核心即在於「作者（authorship）」的認定，作者同時也是著作權法的核心，影

響原創性等著作權要件發展220。故本章首先，將針對著作權體系以及作者權體系

國家，對於作者以及受作者定義影響之原創性要件之規範為介紹與比較；其次，

電腦發明之後一系列電腦軟體相關著作權問題，其中「電腦產生之作品」除了英

國等英美法系國家對於「電腦產出之作品」明文規定納入保護之外，其他如美國、

歐盟、WIPO 也曾就此議題招集學者專家為立法討論， 新日本於 2016 年的「智

慧財產權推進計劃 2016（知的財産推進計画 2016）」中即考量到人工智慧創作

技術的發展，更計畫直接將「人工智慧創作物」納入智慧財產權制度下，予以法

律保護。相關國家立法報告也將於本章第二項中為介紹； 後綜合歸納上述各國

規範及學者論點，並就我國法下人工智慧創作物是否具有可著作權性為討論。 

 

第一項 各國著作權法下作者（著作人）與著作權保護要件 

全世界著作權法可分為兩種體系，分別為著作權體系（copyright）以及作

者權體系（author’s right）。著作權體系之主要國家以美國、英國等英美法系國

家為主，立基於功利主義之上並著重於著作之經濟效益，法規設計以保護作者

之精神、勞力的投資與回饋為主，其制度創設的目的即在於透過提供有限時間

內壟斷的經濟利益作為促進作者創作的誘因；而採作者權體系國家則以歐洲、

拉丁美洲等大陸法體系國家為主，作者權顧名思義是以「作者」為中心，強調

作者的個人權利保護，認為著作是作者人格權之延伸、智慧結晶，而著作權是

作者之自然權利，作者對於其自著作享有控制或專屬的權利221。 

我國著作權法雖原則上採大陸法系，在用語上參酌日本法與德國法，但是

同時因為亦受美國之影響，故具有兩種法系之色彩，綜合比較不同法系之規

                                                
220 其他國家著作權法要件如美國法下固著性（fixation）等，則因在人工智慧創作下沒有太大

爭議，故在此處並不予以討論。Sorjamaa, supra note 141, at 5、7. 
221 蕭雄淋，作者權與版權法系的爭執，載：著作權法漫談（ㄧ），1993 年 2 月，頁 91—93。
沈宗倫，著作權法之基本用語與法律體系概述，月旦法學教室，第一五〇期，2015 年 4 月，頁

69。張郁齡，同註 191，頁 63—6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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範，方能對於我國法有更深一層之認識與比較之基礎。本章將介紹著作權體系

以及作者權體系國家對於作者（即我國法之著作人）以及原創性、創作性要件

之規定，作者權體系國家以德國為代表，而著作權體系國家探討則以美國法以

及英國法為主，美國法並未將「電腦產出之作品」列入著作權之保護，相對英

國法針對「電腦產出之作品」已有立法規範，雖同屬著作權法系仍有所不同。

日本法與我國同樣採大陸法系，且在歷次修法皆堅守大陸法系的傳統，然而未

來針對人工智慧創作之立法，對於勢必會與現行體制發生之衝突應如何化解，

亦值得我國法參酌，故在此一併介紹之222。 

 

 德國法 

一、作者要件 

如前所述，相對於英美法系國家，大陸法系國家（如法國、德國），相當重

視其著作權法體系「作者」的地位以及人格權，因此完全拒絕非自然人作者的概

念。故德國著作權法規定作者為著作之「創作者」，並謹守此「創作者原則」，

只有創作者始能原始取得著作財產權與著作人格權。且僅有自然人方能創作，因

此法人不得成為作者，亦不得取得著作財產權及著作人格權。非創作者之自然人

以及法人僅能透過授權取得使用著作之使用權，僱傭關係所創作之著作也是同此

法理223。  

 

二、原創性與創作性要件 

德國著作權之要件依照德國著作權法第二條第二項之規定：「本法所稱之著

作，係指人格的、精神的創作」 ，學者及實務以上開條文為上位概念，歸納出

幾項實體要件，分別為精神的形式表達、人格之創作、為人類之感官所能感知之

形式表現、創作特性之程度224。其中「人格之創作」係指創作來自於個人想像力，

而具有個性，因此如是單純以機械技術所完成之作品，則非人格之創作225。德國

法下並無「原創性」概念，而是較著重在創作性要件上，除了部分例外著作之外

                                                
222 黃銘傑，日本著作權法制發展特色及對我國著作權法未來發展之啟示，智慧財產權月刊，88
期，頁 6，2006 年 4 月。 
223 蕭雄淋，談新著作權法的法人著作，載：著作權法漫談（二），頁 377—388，1993 年 4
月；王怡蘋，契約自然與著作人格權之保護，輔仁法學，第五一期，頁 7，2016 年 6 月。 
224 羅明通，著作權法「原創性」概念之解析，智慧財產權，頁 38—39，1999 年 11 月。 
225 同上註。 



‧
國

立
政 治

大

學
‧

N
a

t io
na l  Chengch i  U

niv

ers
i t

y

 65 

226，必須達到「必要的創作高度」，並足以表現出作者之個性方能受著作權保護

227。 

由此可見德國法下作者僅限於自然人，非創作者之人僅能透過授權取得使用

權，此外不同其他國家多採原創性要件，而是重視必須要展現作者之個性，並達

到一定之創作高度之創作性要件，相較於許多國家較重視有無抄襲之原創性標準，

德國法所採著作權之創作性判斷標準較高。 

 
 美國法 

我國法雖承襲自大陸法系，然而在著作權修法以及實務上受美國實務發展影

響甚深，特別是對於原創性要件的解釋與適用，故本文以下將以較大的篇幅描述

作者以及原創性概念實務上的發展，以釐清概念，以作為本節第三項討論美國法

下人工智慧創作物可著作權性的討論基礎。 

 

一、作者要件 

美國憲法明文授權國會「為促進科學以及實用技藝的發展，賦予作者及發明

人對其各自的著作及發明享有一定期間之獨佔權利」228，目的在於授與「作者」

對於其「著作」特定期間之專屬權。而依美國著作權法第 201 條之規定，「依本

法受保護著作之著作權，歸屬於該著作之作者」，可見作者是美國著作權法下權

利主體。然而，著作權法中並未對「作者」（authorship）有明確定義229，但學者

認為從著作權法中其他條文中使用「作者」的方式可以推知立法者是意指「人類」

作者230。除了職務著作下「被認為是」（considered to be）法定作者—法人之外，

美國著作權法並未承認非人類作者231。而之後在美國著作權局所發行的實務概要

中也明文將作者限定為「自然人」。 

                                                
226 如在語文著作是採「小錢幣」原則，僅需要在具備 低程度之創作高度即可。謝銘洋，同註

190，頁 101。 
227 同註 224；另參賀德芬 ，著作權法論文集：著作權的實務個案，頁 282， 2012 年 4 月 1
日。 
228 U.S. Const. art. I, §8, cl. 8. “of the United States Constitution grants Congress the power "To promote 
the progress of science and useful arts, by securing for limited times to authors and inventors the 
exclusive right to their respective writings and discoveries."  
229 Pamela Samuelson, Allocating Ownership Rights in Computer-Generated Works, 47 U.Pitt.L. Rev. 
1185, 1189 (1986). 
230 Ralph D. Clifford, Intellectual Property in the Era of the Creative Computer Program: Will the True 
Creator Please Stand Up?, 71 Tulane Law Review 1675, 1682-1683 (1997).  
231 Id.; Sorjamaa, supra note 141, at 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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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原創性要件之實務發展 

依美國著作權法現行法第 102 條之規定，「依本法受著作權保護之著作，

係指附著於現在已知或將來可能發展之有形表現媒介之具原創性著作(original 

works of authorship)，藉該表現媒介得以感知、重製或播送該著作，不論直接或

經由機械或裝置之輔助。…」由此可知，美國著作權的保護要件主要為：原創性

（originality）以及固著性（fixed），加上前述以自然人為作者（authorship）為前

提的三個要件。 

在案例法的發展上，作者以及原創性概念的發展可以追溯自 The Trade-Mark 

Cases 案232，在 The Trade-Mark Cases 案之後，受到著作權法保護的作品被明確

地限制於特定範疇，The Trade-Mark Cases 案中法院對於作者以及著作（writing）

都給予較寬鬆的解釋，從人類的心靈以及智慧方面來討論作者的要件門檻。舉例

而言，在 The Trade-Mark Cases 案中， 高法院限制著作於「只要具有原創性，

以及建立在心靈的創造力上。」不同於組成商標的符號，法院解釋具有可著作權

性的著作必須限制於以書籍、繪畫、雕刻等形式呈現的「智力勞動下的成果」(the 

fruits of intellectual labor)。在 Burrow-Girls Lithographic Co. v. Sarony 案233中，法

院考量在法制面擴張著作權保護於攝影作品上，過去在認為攝影作品僅是純粹機

械式複製物理特徵或一些物體輪廓，無論有無生命，在與圖像形狀的視覺複製智

慧操作上缺乏原創性思想或任何新穎性（novelty）。法院參考憲法援引英國法的

精神，定義作者是「作品來源於其的人（he to whom anything owes its origin）; 原

創者（originator）; 創作者（maker） ；完成科學或是文學作品之人（one who 

completes a work of science or ）」，而著作權則是「一個人對於出於其自身天賦

或智慧的作品所擁有的排他權。234」法院於結論中，參考 Nottage v. Jackson 案235

中之定義作者係「有效地盡可能接近所拍攝照片的起因之人」，即監督安排、透

過擺置人物完成構圖，換言之作者是「 接近實際創作過程之人」；此外，Bowen

法官則表示作者是「確實表現、創作並將概念、幻想以及想像落實之人236。」雖

然是透過照相機照出照片，但是照片中整體結構組成是來自於照相機後面的攝影

                                                
232 The Trade-Mark Cases, 100 U.S. 82 (1879). 
233 Burrow-Giles Lithographic Co. v. Sarony, 111 U.S. 53 (1884). 
234 Id, at 58. 
235  Nottage v. Jackson,11 Q. B. D. 627 (1883). 
236 Supra note 233, 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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師的設計。作為照片的原創者，若是缺乏攝影師的創作原動力其所拍攝的照片將

無法存在，因此基於著作權法目的攝影師不管是否有依靠照相機都應是作者。 

依照法院在 Burrow-Giles 案的理由，藉由機器拍攝並無增減攝影的藝術創作

過程，創作仍然是直接歸因於攝影師在鏡頭後方的控制意識以及感性，構成照片

主題以及調整光線。而相機的功能僅是一個儀器，一個達到實現人類實施者的創

意目的的手段，而該創意構想才是 後所得到攝影著作權的基礎237。 

然而在 Bleistein v. Donaldson Lithographing Co.案238中，不再聚焦於創作性與

天賦，而是作者的個性（personality）。Holmes 法官提出一個根植於人類個性中

的固有獨特性的作者概念，「系爭（馬戲團場景）複製（copy）是個體對於自然

的個性反應（personal reaction）。個性總是包含某種獨特東西…非常一般的藝術

作品也有某些屬於一個人獨有的不可簡約的（irreducible）東西。而這些東西可能

是著作權所保護，除非法條中有所限制。239」儘管這種「作者為個性」 （authorship-

as-personality）理論擯除天賦以及智慧的文字，但是其強化了作者的個性化

（individualization）以及法院於 Burrow-Girls 案中所堅持的人為因素240。 

而從 Burrow-Girls 案到 Bleistein 案，可發現作者的法律架構的演化，從天賦

以及藝術性到單純個性要求。這樣的演變是由於在 Bleistein 案法院另外提出美學

不歧視原則（nondiscrimination principle），在是否應當就著作的藝術價值來判斷

作品的原創性，法院認為由僅受法律訓練的法官對係爭著作進行審美評斷是危險

的，因而由法院來對於著作進行藝術價值判斷並非妥適241。法院在 Bleistein 案認

為著作權目的下的原創性並不需要與藝術以及文化程度相關，反之原創性僅需要

屬於作者個人個性的「銘刻」（imprint），換言之，Bleistein 案重新界定原創性

的標準，強調作者在創作上個性的展現，相當於實質上保證任何經由人類親手完

成的任何作品都能著作權保護，不論作品的美學程度優劣亦或是是否具有可感知

之創作性242。 

                                                
237 Annemarie Bridy, Coding Creativity: Copyright and the Artificially Intelligent Author, 2012 Stan. 
Tech. L. Rev. 5, ¶11 (2012). 
238 Bleistein v. Donaldson Lithographing Company, 188 U.S. 239 (1903). 
239 Id. at 250. 
240 Bridy , supra note 237, at 6 ¶12. 
241 Supra note 238, at 251.  
242 Bridy , supra note 237, at 6 ¶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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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在之後的 Alfred Bell & Co. v. Catalda Fine Arts 案243中對於著作權原創性

的標準更為降低：作品必須為原創，但僅代表不能抄襲其他作品。法院認為著作

權法目的下的「原創」與專利法「新穎性」並不相同，並不代表是「令人意想不

到、新穎或是特別，與過去形成鮮明對比。244」如此高的創意程度標準留存於專

利法中，但是在著作權法下的「原創」僅代表「特定作品『來自於』（owes its 

origin）作者。245」由此可知 Alfred Bell 案中，法院認為原創性要件比起作為創作

性的度量衡，較接近於創作來源的指示246。Alfred Bell 案中，法院將原創性以及

作者概念，從有意圖的創作性概念中分離出來，法院認為儘管儘管作者所貢獻的

是無意之間或偶然促成的變化，只要是超過微不足道的變化，可以被認為是作者

自己的東西，即符合憲法與法條之要求，而得受到著作權之保護247。Alfred Bell

案之後原創性的檢驗即避免聚焦於創作意圖的有無，換言之不論是否是在作者主

觀意圖下創作的作品，只要符合上述要件—非抄襲、作者對作品產生的變化並非

微不足道即應符合原創性的要件，即應受到著作權保護248。 

而在其他的法院則是繼續堅持「獨立創作」以外的要件，在 Baltimore Orioles, 

Inc. v. Major Baseball Players Association 案249中，聯邦巡迴第七法院認為縱然不

是抄襲也不足以使係爭作品符合著作權法目的下的「原創性著作」（original work 

of authorship）要件：「區別此三個分離的概念是很重要的—原創性、創作性以及

新穎性。一件作品當其為作者的獨立創作時即為原創。一件作品當其體現適量的

智慧勞動時即為創作的（creative）。一件作品當其與其他現存作品在部分層面有

所不同則為新穎的。一件受著作權保護的作品必須是原創且創作的，但不需要是

新穎的。（因此與專利法相反，兩位不同的作者獨立完成的一樣的作品都擁有著

作權）…雖然獨立創作以及智慧勞動的要件都來自憲法下的作者（authorship）的

前提要件以及原創性創作的法條參考，法院還是時常產生混淆而使用『原創性』

指稱這兩個概念。為明確起見，我們應使用『原創性』表示獨立創作（independent 

                                                
243 Alfred Bell & Co. Ltd. v. Catalda Fine Arts, Inc. et al, 191 F.2d 99 (2d Cir. 1951). 
244 Id. at 102. 
245 Id. 
246 Bridy , supra note 237, at 7 ¶14. 
247 Supra note 243, at 102-103. 
248 盧海君，從原創性的案例法發展看原創性之內容，西南政法大學學報，2009 年 1 期，

http://article.chinalawinfo.com/ArticleHtml/Article_68739.shtml#m4 （ 後瀏覽日：2017/1/6）。  
249 Baltimore Orioles, Inc. v. Major League Baseball Players Ass'n, 805 F.2d 663 (7th Cir. 198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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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uthorship），以及『創作性』代表智慧勞動。250」第七巡迴法院呼應 Bell 案中

法院結論認為專利法中新穎性要件並不適用於著作權法中，然而有別於 Bell 案

中法院將兩個要件歸併在「原創性」要件中，並給予單一標準，第七巡迴法院特

意將創作性以及原創性概念區分251。 

終 Feist Publication, Inc. v. Rural Telephone Service Co.案 252中，作者

（authorship）、原創性、創作性等模糊概念有較清楚的界定。Feist 案中， 高

法院面臨電話目錄索引白頁是否符合「原創性著作」的法條文意的問題，需處理

「創作性」在著作權要件中所處的不確定地位，是否創作性在著作權要件審查中

有任何影響？如有，則其定義為何？法院在 Feist 案中對於第一個問題給予肯定

的答案，其引用學者 M.Nimmer 及 D.Nimmer 書中之見解253，原創是指由作者獨

立創作（相對於抄襲其他作品），且其至少具備 低程度的創作性， 高法院強

調所要求的創作性程度非常低（extremely low），只要微量（a slight amount）即

已足254，「作為一個憲法問題，著作權僅保護作品中超過微量（de minimis）創

作性的構成元素255。」 然而何謂「微量」，也就是第二個問題如何定義創作性

的多寡問題，法院並無給予明確的定義256。從 Feist 案個案法院判決理由中對於

高法院如何判定「創作性」可推知一二，如 高法院認為，被告 Rural 以訂閱

者的姓氏字母排列的白頁並不受著作權保護，因為其挑選以及編排的方法過於

「了無新意」（obvious）、「平凡無奇的」（garden-variety）、「完全典型」（entirely 

typical）、「古老的做法」（a age-old practice）、「根植於傳統之中」（firmly 

rooted in tradition）、「平凡」（commonplace）257等，因而無法取得著作權，從

這些敘述中可以大概描繪出法院認為「 低程度之創作性」標準為何。而 高法

院也於意見中則表示著作權要求 低程度的「創作性火花」（spark of creativity），

儘管這些火花是「未成熟、粗陋或是顯而易見的258」。由此可見， 高法院較傾

向以負面表列的方式說明哪些不符合創作性的要件，因此光是採用這些準則要在

                                                
250 Id. at 668 n.6. 
251 Bridy , supra note 237, at 7 ¶17. 
252 Feist Publications, Inc. v. Rural Telephone Service Co., Inc., 499 U.S. 340 (1991). 
253 Melville B. Nimmer and David Nimmer, Nimmer on Copyright §2.08[B][1] (1963). 
254 Id. at 345. 
255 Id. at 363.  
256 Bridy , supra note 237, at 7 ¶18. 
257 Supra note 252, at 362、363. 
258 Id. at 365. 



‧
國

立
政 治

大

學
‧

N
a

t io
na l  Chengch i  U

niv

ers
i t

y

 70 

「創新、意想不到」（innovative、surprising）到「例行」（routine）的光譜中畫

出符合創作性與否的界線是十分困難的。依照「 低程度之創作」的邏輯，創作

性的界限應該是較接近於「例行」，但是究竟必要的「創作的火花」熄滅前的界

線為何，則是模糊不清的259。 

在 Feist 案中 高法院對於創作性定義相當曖昧，且不同於 Baltimore Orioles

案第七巡迴上訴法院特意將原創性以及創作性區分為兩個概念， 高法院又將這

兩個概念合併：「如前所述，原創性並非是一個嚴格的標準；並不需要作品以創

新或是意想不到的方式呈現事實。…反之，僅需要在事實挑選以及編排上不要採

用如此機械式或例行性而不要求任何創作性的方式。原創性的標準很低但仍然存

在。260」 高法院明確拒絕例行式或機械式方法可取得著作權保護，加強 Burrow-

Giles 案以來長久存在的假設—純粹的機械勞動本身並不具有創作性，而將機械

所做的作品置於著作權範圍之外261。 

Feist 案 高法院確立創作性是原創性必要的要素之一，故原創性概念下包

含「獨立創作」以及「創作性」，創作性僅需 低程度即可，但並未對創作性為

明確的定義，判決中多是負面表列的描述性標準，造成其雖為必要的要件但是地

位卻曖昧不清，缺乏可操作的標準，因此在適用上仍須參考 Feist 案中的負面表

列以及之前判決之標準如「智慧的勞動」、「個性的銘刻」等。 

 

  英國法 

一、電腦產出之著作與作者 

有別於其他國家法律，英國是第一個將電腦產出之作品列入著作權保護的國

家。依照英國 1988 年「著作權、設計及專利法」 （Copyright, Designs and Patents 

Act）第 9 條第（3）項之規定，針對電腦產出（computer-generated）的文學、戲

劇、音樂、藝術作品，「作出創作該作品必要安排之人被視為作者。262」而所謂

電腦產出（computer-generated）作品之定義，則是指「在無自然人作者存在的環

                                                
259 Bridy , supra note 237, at 8 ¶19. 
260 Id. at 362.  
261 Supra note 259. 
262 Copyright, Designs and Patents Act 1988, UK, §9(3). “In the case of a literary, dramatic, musical 
or artistic work which is computer-generated, the author shall be taken to be the person by whom the 
arrangements necessary for the creation of the work are undertake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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境下由電腦所生成之作品。263」而權利期間之計算，則依同法第 12 條第 7 項之

規定，電腦產出之作品的著作權在作品完成之日該公曆年年底起計算 50 年期間

屆滿後消滅264。此外，著作人格權則不適用於電腦產出之作品265。 

由此可知，英國著作權法保護範圍，包含無自然人作者介入下由機器創作

出來的作品。就文字觀之，似乎是承認由電腦作為事實上作者，但權利的歸屬仍

應歸屬於自然人，故由完成「作出創作該作品必要安排之人（person）」視為作

者，享有著作權，並不明確指定為工程設計師、學習數據提供者亦或是使用者，

而是提供權利歸屬的方針，應如何分配仍需個案判斷。且電腦產生之作品之著作

權保護期間相對較短（一般著作權消滅期間為作者死後 70 年，如不知作者則是

以作品完成後 70 年權利消滅），此外，視為作者之自然人亦不得享有著作人格

權。而不僅是英國，紐西蘭、印度以及香港等英美法系國家都有類似之規定266。 

二、原創性要件 

除了作者之外，亦要考量著作權保護門檻—原創性要件，英國法下的原創

性僅要求「非抄襲」（not copied），且在創作作品中投入勞動以及努力（work or 

effort），而在原創性要件下所要求之創作性甚低267。  

 
 日本法 

日本著作權法第二條第一項第一款，著作則是「表達創作的思想或感情之物，

而屬於文藝、學術、美術或音樂之範圍者。268」故日本學者歸納著作權要件為為

                                                
263 Id. §178. “computer-generated”, in relation to a work, means that the work is generated by 
computer in circumstances such that there is no human author of the work.” 
264 Id. §12(7). “If the work is computer-generated the above provisions do not apply and copyright 
expires at the end of the period of 50 years from the end of the calendar year in which the work was 
made.” 
265 Id. §79(2)(c) 、§81(2). 
266 香港第 528 章《版權條例》第 11 條第 3 項、紐西蘭著作權法案 1994 年版第 5 條第 2 項、印

度著作權法案 1957 年版第 2 條第 d 項第 4 款「(vi) in relation to 9 [any literary, dramatic, musical 
or artistic work which is computer-generated, the person who causes the work to be created;] 。」

Annemarie Bridy, The Evolution of Authorship: Work Made by Code, 39 Colum. J. L. &Arts 395, 400-
401, 2016.  
267 Gerald Dworkin and Richard D. Taylor, Blackstone's Guide to the Copyright, Designs and Patents 
Act 1988 6-7 (2002).  
268 原文：「思想又は感情を創作的に表現したものであって、文芸、学術、美術又は音楽の範

囲に属するもの」譯文參考同註 27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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須為人類思想或感情的表現、具有創作性、屬於文藝、學術、美術、音樂的範疇

269。 

一、著作人要件 

日本著作權法與我國法相類似，同樣採大陸法體系，我國法實務學說上用

語也多參考日本法。依照日本著作權法第二條第一項第二款之規定，著作人（著

作者）係「指創作著作物之人」270，在著作完成時，原始取得著作權以及著作人

格權，而要成為著作人，必須是對於創作行為有實質參與271。一般而言是自然人

創作著作，故原則上由自然人為著作人，而在一定條件下（如職務創作）亦承認

法人得為著作人。 

二、原創性與創作性要件 

而在保護要件方面，通說仍採獨創性要件（即原創性，以下統一稱為原創

性），此為相對的概念，不以絕對創新為要，僅需在社會通念之下完成新的、獨

立的創作即可272。而部分學者則因條文使用「創作的」，故學者直接採「創作性」

為要件，認為著作是人類獨自的精神工作成果，並展現出創作者「個性」，故以

「個性」為創作性中心要素。由於一切的創作，往往是立基於前人的創作結果之

上，發展出新的思想與創作，因此不要求「完全的原創性」，而是重視作品中著

作人之人格、個性的展現273。 

日本學者指出，雖然日本法下著作是以人精神工作的成果存在為當然前提，

然而隨著電腦的發展，與人類頭腦越來越近似甚至是超越，電腦在創作的過程中

不再僅是作為如畫筆一般的單純的工具，也造成使用電腦創作之創作物著作人認

定上的問題浮現；此外，隨著電腦技術的發展，沒有操作者的電腦創作行為，如

自動翻譯、自動作曲等創作形式的出現，造成著作人認定上更為困難274。在日本

的現行法下，並不包含人類以外的機器所為的創作形式，如要解決這上述問題，

                                                
269中山信弘，著作権法，有斐閣，初版，頁 34—69，2010 年 2 月 20 日。 
270 原文：「著作物を創作する者」譯文參考智慧財產局世界主要著作權法規，現行日本著作權

法條文及 1995 年以後歷次修正內容，

https://www.tipo.gov.tw/ct.asp?xItem=332830&ctNode=7015&mp=1 （ 後瀏覽日：2017/1/6）。 
271 中山信弘，同註 269，頁 163。 
272 蕭雄淋，論著作權客體之原創性，載：著作權法研究(一)，頁 77，1989 年再版。 
273 同註 271，頁 49。 
274 同上註，頁 186—18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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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能依靠立法解決275。而針對電腦使用越來越普及，在 1973 年以及 1993 年日本

文化廳著作權審議會針對著電腦創作物之著作權相關議題為討論。 

 
 我國法 

依我國著作權法第一條之規定，我國著作權法之立法目的在於「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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見我國法承襲大陸法系，

但同樣也受功利主義影響，透過賦予著作人獨佔之經濟上利益為誘因，鼓勵其繼

續創作，長期可促進國家文化的累積與發展，並得以在公益與私利間尋求平衡點。 

一、著作人 

關於我國法對於著作人之定義規定於著作權法第三條第一項第二款，著作人

係指「創作著作之人」，限於直接創作之人，若是提供觀念、啟示、主題或是其

他創作動機者並非著作人，且限於基於自己創意非受他人監督指揮而為創作之人

276。如美國、日本、南韓、中國等國家之著作權法規定，我國著作人包含自然人

以及法人，在我國法第 11 條以及第 12 條的要件下法人亦得為著作人277。 

二、原創性與創作性要件 

依現行法第三條第一項第一款，著作「指屬於文學、科學、藝術或其他學術

範圍之創作」，又依 74 年修法理由「第一款「著作」，指著作人運用自己之智

慧、技巧，將屬於文學、科技、藝術或其他學術範圍之創作，以自己之方法表現

著作內容，使他人得以感官之反應，覺察其存在。」可見著作必須是文學、科學、

藝術等「學術範圍」的「創作」。 

學者認為代表著作必須具有「創作」，所謂「創作」必須涵括四個要件始能

受著作權保護：原創性(獨立創作)、 人類精神、思想感情之創作、具有一定之表

                                                
275 同上註，頁 187。 
276 蕭雄淋，同 272，頁 70。 
277 依 81 年修法前著作權主管機關內政部於 77 年 10 月 11 日台（77）內著字第 637635 號函之

意旨：「著作權法第三條第三款規定：『著作人：指創作著作之人。』此處『人』，究僅指自

然人或兼指自然人與法人？參照同法第一條後段規定『本法未規定者，適用其他法律之規

定』，而依民法之規定，『人』包含自然人及法人，且著作權法第三條第三款所稱著作人並無

明文排除法人之規定，職此，似難謂法人不得為著作人。」因而在 81 年修法時訂立著作權法第

11 條（法人與受雇人）即明文規定「法人之職員或其他受雇人，在法人之規劃及監督下，其職

務上完成之著作，以法人為著作人。…」，同時修法第 33 條並於修法理由中表示「按修正條文

第十一條已明定法人得為著作人，本條爰配合將法人完成之著作之著作財產權保護期間，依著

作之公表為否，分別規定，以符國際立法趨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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現形式、足以表現出作者之個別性，此外尚需非著作權法不受保護之客體278。因

此，不同於美國法是以「原創性」為上位概念，我國法是以「創作」為著作權保

護要件之上位概念，原創性反而是其下位概念係單指獨立創作，而無抄襲之情事

存在。另外再從「創作」衍生出「足以表現出作者之個別性」等要件，而非包含

於原創性中279。實務上， 高法院雖在要件分類以及階層上與學者略有不同，但

大致亦認同上述見解，認為著作權法第三條第一項第一款之著作「是必具有原創

性之人類精神上創作，且達足以表現作者之個性或獨特性之程度者，始享有著作

權，而受著作權法之保護。280」 

針對必須是「人類精神上之創作」要件，雖法條上並未明文規定，然而學者

認為基於「著作權法是在保護並鼓勵人類精神創作」，因此如果不是人類所為之

創作，完全由機器、電腦等自動產出完成，則無法受著作權之保護，實務上亦採

相同見解281。例如單純透過電腦翻譯軟體的翻譯不同語言文章，亦或是電腦軟體

依照參數自動產生的數據資料並繪製分析圖282，並無人類創作投入，因此並非人

類精神上之創作。但是如果是受到著作人監督支配、操作的機器、電腦，僅是創

作過程中所使用之工具，因此所產生之作品是依照著作人之意志所為的產出，仍

然屬於人類精神上之創作展現，不因使用電腦、機器等輔助工具而影響其可著作

權性。 

在「足以表現出作者之個別性」要件是參考美國「原創性」（Originality）要

件下必須具有「 低程度之創作」（some minimal degree of creativity），著作應

展現作者之個別性，但不以高度創作性為要283。實務上亦認為「…著作權法所保

護之著作，係指著作人所創作之精神上作品，而所謂精神上作品，除須為思想或

感情上之表現，且有一定表現形式等要件外，尚須具有原創性，而此所謂原創性

之程度，固不如專利法中所舉之發明、新型、新式樣等專利所要求之原創性程度

較高，亦即不必達到完全獨創之地步。即使與他人作品酷似或雷同，如其間並無

                                                
278 謝銘洋，同註 190，頁 94—95。 
279 同前註，頁 95—97。 
280 高法院 97 年度台上字第 1587 號判決。 
281 高法院 93 年度台上字第 5206 號判決、智慧財產法院 98 年度民著上字第 16 號判決。 
282 智慧財產法院 98 年度民著上字第 16 號判決：「本件上訴人系爭電腦分析圖表，其分析圖之

產生有賴使用人輸入相關參數後，電腦軟體依據該參數自行運算並製作出分析圖，是以上開分

析圖之產生或變化，係電腦軟體依據輸入之參數運算後之結果，此種結果既係依據數學運算而

得，自非「人」之創作，自難因此認為係著作權法所保護之標的。」 
283 同註 190，頁 99—1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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模仿或盜用之關係，且其精神作用達到相當之程度，足以表現出作者之個性及獨

特性，即可認為具有原創性；惟如其精神作用的程度很低，不足以讓人認識作者

的個性，則無保護之必要。284」而在後續的智慧財產法院判決中，亦以「足以表

現著作人之個性」作為創作性程度之判准285。 

 

第二項 國際上針對電腦產出之作品之立法討論 

 美國 

於本章第二節中提及人工智慧音樂創作範例—Martin Klein 以及 Douglas 

Bolitho 設計的音樂創作程式於 1956 年所創作的歌曲「Push Button Bertha」向美

國國會圖書館申請登記著作權，然而美國國會圖書館拒絕給予著作權證書，原因

是，在此之前從未有人嘗試登記機器所寫的音樂著作權，而這次的拒絕也顯露出

著作權局對於著作權主體的假設，雖無法源基礎，然而著作權局已假設作者必然

是人類，而確實在著作權局 1973 年出版第一版「美國著作權實務概要」中即將

作品必須來自於人類始有著作權適格明文規定。 

而在 1965 年時，著作權局局長 Abraham Kaminstein 指出三項著作權局面臨

的議題，分別為電腦程式登記、電腦作者、著作權局之自動化。隨著電腦技術持

續發展以及普及使用，越來越多申請人提出（至少部分是由）電腦創作的作品登

記申請，面對這樣的現象著作權局處理上十分棘手，因而在 1965 年向國會提交

的報告中，著作權局長提出數個問題：是否電腦產出的作品得由人類為作者？電

腦是否僅是人類使用者的協助性工具，或者是否作品中傳統構成「作者」

（authorship）的元素實際上得由電腦或非人類構想及執行286？著作權局長的問

題是針對美國著作權法第 102 條「原創性著作(original works of authorship)」以及

作者（authorship）於電腦創作下如何解釋適用的問題，電腦所參與創作的是否有

可著作權性，作者應為何人？ 

                                                
284 高法院 97 年度台上字 1214 號判決。 
285 智慧財產法院 104 年度民著上字第 12 號判決：「(二)創作性之程度，依社會通念，著作與

前已存在之作品有可資區別之變化，足以表現著作人之個性為即可」 
286 U.S Copyright Office, Sixty-Eighth Annual Report of the Register of Copyrights 5(196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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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會當時正進行著作權的修法，也認為著作權局長所提的問題值得更深入的

研究，故在 1974 年國會創立國家新科技應用著作權作品委員會（ Commission on 

New Technological Uses of Copyrighted Works，CONTU）針對新科技與著作權交

會下，所產生的一系列電腦以及與電腦相關的議題進行研究，其中即包含處理電

腦協助創作的新作品著作權問題。而在 1978 年 CONTU 所提出之 後報告中，

其結論建議現行法無須變動，即已足以涵括電腦協助創作的作品287。CONTU 否

定電腦可以獨立創作作品的可能性，且認為電腦獨立創作作品缺乏人類作者狀況

下將無可著作權性288。檢視電腦創作的各式案件，CONTU 認為「所製作的作品

是透過資料庫的內容、程式中間接提供的指令以及人類於整個過程中直接任意的

介入所產生的」，人工智慧在當時的發展過於不確定（speculative），故尚無須

考慮。因而對於電腦透過使用它而以任何方式成為該作品之作者的結論並無合理

的基礎，電腦只是像是相機、打字機一般的創作的插入工具（insert tool），只有

在被人類直接或間接啟用方能活動，而啟用後也只能依照指示做事289。此外，

CONTU 亦提及原創性要件，可著作權性判斷並非以創作時所採用的機械為斷，

而是在作品中所展現的 低程度創作努力，因此應用電腦技術所為之創作作品，

儘管微小也應展現出作者 低程度原創性。如符合 低程度原創性測試，則該作

品亦具有可著作權性。而針對誰是透過電腦所製作的作品的作者的問題，CONTU

認為「明顯」應該是「使用（employ）」電腦之人290。此外，CONTU 認為當多

數人參與電腦的使用時，則因對於創作的責任程度以及類型的不同，故屬於僱傭

關係，在職務上創作法規下應是僱用人為作者。然而在多數作者一同在一自主性

團隊中工作，並非僱傭關係下的受僱人，CONTU 認為可以「共同作者」的方式

解決291。 

但是針對CONTU作成電腦不足以單獨產生，足以符合原創性以及創作性的

作品假設，許多學者表達強烈的不認同292。而在1986年，美國國會技術評估辦公

                                                
287 National Common New Technological Uses Of Copyrighted Works (CONTU), Final Report Of 
The National Commission On New Technological Uses Of Copyrighted Works 46 (1979), available at 
http://www.immagic.com/eLibrary/ARCHIVES/GENERAL/US_LOC/L780731N.pdf (Last visited: 
2017/1/6).  
288 Id. at 44 
289 Id.  
290 Id. at 45. 
291 Id. 
292 Samuelson, supra note 229, at 11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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室（Congressional Office of Technology Assessment，OTA）即作出不同的結論，

在OTA的「電子與資訊時代的智慧財產權」（Intellectual Property Rights in an Age 

of Electronics and Information）報告293中批評CONTU的結論是一種「誤導」，電

腦並非是如相機或是打字機一般的創作的插入工具，此外，CONTU將電腦與其

他創作工具比較反而凸顯出出一個問題，是否交互計算（interactive computing）

以採用的電腦是共同創作人（co-creator）而非工具，儘管電腦不同於其他創作工

具，而這仍然是一個開放性的問題294。OTA表示，雖然主管機關在人工智慧領域，

對於人工智慧性質以及宗旨意見分歧，但應同意人工智慧目的在於建立一種輸出

模式。假如是由人類展現出該輸出結果是被認為有智慧的，故如機器或人類與機

器互動下，可以產生出「假設是由人類展現是被認為有智慧」的輸出模式，則有

成為「共同創作者」的可能性，然而如此一來在現行著作權法體系下，開發者以

及程式使用者權利將難以認定295。 

由此可見，早在1970年代左右，美國國會即已考慮到，隨著電腦的普及在創

作的過程中電腦將佔有一席之地，但是在「作者僅能是自然人」的前提假設下，

電腦等機械只能是創作輔助性的工具，仍然是以使用人在操作過程中，是否有展

現 低程度的創作性作為 後產出物有無可著作權性的判斷標準。雖然OTA以及

部分學者提出反對的見解，且認為電腦、機械等有成為共同創作者的可能性，但

是現行法與實務中並未針對這部份有所修訂。 

但是值得一提的是，雖然僅採形式審查，但在美國著作權登記實務上有人工

智慧創作物取得登記。其中一部是具有作家賈桂琳．蘇珊風格的專家系統程式，

與其開發者 Scott French 一同完成的小說《Just This Once》，各自撰寫部分的內

容。雖然開發者一樣無法預知作品內容、每次創作內容都會有所變化，但是由於

是開發者 French 分析大量作品後歸納出數以千計的啟發性規則（heuristic rules），

且縱然有這些規則的協助， 多只有 25%的表達是由人工智慧獨立貢獻的，因此

容易被認為是發明者的創作努力下的附屬物，而非獨立的創作主體296。 

                                                
293 U.S. Office Tech. Assessment, Intellectual Property Rights in an Age of Electronics and 
Information (1986). 
294 Id. at 72. 
295 Id. 
296 註冊編號為 TX3633395，著作權人為 Scott French，著作權範圍僅限於「原創的以及電腦協

助的文字」部分。Clifford ,supra note 230, at 1691-169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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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外一部較早期的作品，是由人工智慧電腦程式 Racter 所隨機創作的詩，

《The Policeman’s beard is half constructed》。這個作品在 1984 年申請註冊著作

權通過，標題即為「The Policeman’s beard is half constructed : computer prose and 

poetry / by Racter ; ill. by Joan Hall ; introd. by William Chamberlain297」，是由 Racter

的開發者提供原始程式，以及儲存於記憶體中的單字，而 Racter 根據文法規使用

記憶體中的文字完成作品。這樣的創作過程同樣具有不確定性，開發者按下啟動

鈕之後無法預測或事先決定會產生的內容。 

綜上所述，美國並未像英國一般直接將人工智慧創作物納入著作權之保護，

但是 CONTU 見解中認為電腦協助創作之作品本來就在著作權法保護範圍之內，

並表示如是電腦自動產生作品在缺乏自然人作者情形下不具有可著作權。然而若

人工智慧創作過程中人類貢獻比例相對較高，如《Just This Once》中人工智慧僅

獨立貢獻 25%，似乎可肯定開發者在人工智慧產生內容前所為規則的分析、資料

庫的建立、以及操作等創作投入，並非是純粹機械性行為，因而賦予這些作品著

作權保護的資格，因此本文認為在美國法下人工智慧產生之作品是否受到著作權

保護是有解釋的空間。 

人工智慧創作物在美國雖無明文規定，甚至在 CONTU 中否定其著作性，但

是在人類有創作性投入的情形下應是具有可著作權性。 

 
 歐盟 

針對電腦創作的問題，歐盟委員會在 1988 年《Green Paper On Copyright and 

The Challenge of Technology-Copyright Issues Requiring Immediately Action》報告

中予以回應。在報告中，歐盟委員會處理「電腦產出的程式著作權」是屬於電腦

使用者、程式設計師、電腦所有人或是全部的問題。歐盟委員會認為著作權保護

基礎在於投入足夠的技巧以及勞力於作品中，該作品才具有原創性。因此歐盟傾

向保護電腦的使用者，而電腦本質上仍然是工具298。 

而在 2016 年 5 月 31 日歐洲議會（European Parliament）法律事務委員會提

出一份草案，有鑒於機器人與人工智慧革命下，相關技術已經產品應用越來越廣

                                                
297 註冊標號為 tx1454063。 
298 Commission of the European Communities, Green Paper On Copyright and The Challenge of 
Technology-Copyright Issues Requiring Immediately Action, 196-197, 19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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泛，可能導致人類現在從事的工作未來被機器人或人工智慧所取代，因而影響稅

收以及社會保障系統的維繫。故草案中建議，至少對於複雜、自主機器人賦予「電

子人」（electronic persons）法律上地位，享有特定權利與義務，並向「利用機器

人與人工智慧貢獻創造經濟上效益」的公司課稅以及社會保障貢獻。而在考量智

慧財產權時，因為現行歐盟並未對機器人或是人工智慧有所立法，草案中要求歐

盟委員會為電腦、機器人所製作受著作權保護之作品的「自己的智慧創作」（own 

intellectual creation）制定標準299。然而，在之後的修正案意見中卻仍表示，由於

歐洲大陸採納「作者權」，「智慧創作」與作者個性相連結，因此如機器人或是

人工智慧等人工媒介（artificial agents）等並無法被認為是作者，其所創作之資訊

亦不具著作權適格300。 

 

 WIPO 

WIPO 專家委員會在訂立其「模範著作權法（Model Copyright Law，以下簡

稱 MCL）」時亦有考量「電腦製作之作品」（computer-produced work，與 computer-

generated work 現象相同只是評價人類創作貢獻不同）之著作權保護問題。在 1990

年第三屆會議中，專家委員會參照英國「著作權、設計及專利法」保護電腦產出

之作品之規定，如電腦得自動創作文學、戲劇、音樂、藝術等作品而不需人類的

貢獻，則將面臨因這些創作不在「伯恩公約」規範之創作概念範圍之內，故亦不

包含於 MCL 中301。惟面對「是否真的存在人工智慧電腦可以自行創作而不需人

類創作貢獻」的疑慮，WIPO 專家委員會 後認為電腦產出之作品中，人類作者

的貢獻是繁多而間接的，以至於在辨認人類貢獻以及作者時相當困難甚至不可能，

但是這些人類貢獻以及作者仍然存在，故使用「電腦製作之作品」一詞較為適合。 

                                                
299 Draft Report, EUR.PARL.DOC. PE 582.443v01-00 (May. 31, 2016), available at 
http://www.europarl.europa.eu/sides/getDoc.do?pubRef=-
%2f%2fEP%2f%2fNONSGML%2bCOMPARL%2bPE-
582.443%2b01%2bDOC%2bPDF%2bV0%2f%2Fen (Last visited: 2017/1/6). 
300 Amendments 1-75, EUR.PARL.DOC. PE587.701v01-00 (Sep.8, 2016), available at 
http://www.europarl.europa.eu/sides/getDoc.do?pubRef=-
%2f%2fEP%2f%2fNONSGML%2bCOMPARL%2bPE-
587.701%2b01%2bDOC%2bPDF%2bV0%2f%2Fen (Last visited: 2017/1/6).  
301 報告中提及伯恩公約是立基於人類的智慧創作概念，而MCL亦僅保護與伯恩公約下作品相

同概念之文學與藝術創作。WIPO, Preparatory Document, WIPO Draft Model Law on Copyright, 
para. 122, WIPO Doc. CE/MPC/III/2 (March 30, 1990), available at 
http://www.wipo.int/mdocsarchives/CE_MPC_III_1990/CE_MPC_III_2_E.pdf (Last visited: 
2017/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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專家委員會認為由 WIPO 國際局起草的 MCL 條款中將「電腦製作之作品」

定義為「一藉由電腦製作之作品，且不可能識別各種創作性貢獻以及其作者[因

為貢獻的數量或是間接的性質][由於作者們的貢獻被整合在整體的作品中]」302，

在建議的草案中著作人格權以及原始的財產權人應歸屬於對「作出創作該作品必

要安排」的自然人（physical human）或法人，或是「作品的創作與揭露是經其倡

議或由其負責。303」草案的作者 後認為為符合「伯恩公約」保護標準，這些作

品必須得追溯其起源自自然人作者，因而專家委員會處理系爭擬定條款時認為需

要更進一步的研究304。 

而在 1991 年，於針對伯恩公約增訂議定書所成立之專家委員會第一屆會議

備忘錄中，為符合伯恩公約僅保護自然人創作之作品，在可能的議定書針對「電

腦製作作品」有幾項建議，一、定義應包含：「『電腦製作作品』為一藉由電腦

製作之作品，而其中自然人的創作性貢獻被合併於整體作品中，以至於不可能將

貢獻歸因於作者」；二、電腦製作作品除以下規定，應適用伯恩公約，以及可能

的議定書中，保護文學以及藝術作品之規定：應規定電腦製作作品之原始著作權

人為對作出創作該作品必要安排的自然人或法人、伯恩公約第六條並不適用於電

腦製作作品、應規定 1. 除非是實用藝術，電腦製作作品之保護從其製作之日起

算 50 年；2. 針對電腦重製實用藝術作品，適用伯恩公約第 7 條第（4）項即該

作品之保護自其完成後 25 年；3. 伯恩公約第 7 條第（5）、（6）、（8）項適用

於電腦製作作品305。然而， 後在部分代表團以及觀察員對於擴張解釋伯恩公約

表示反對下，主席總結在議定書中討論「電腦製作」之作品為時尚早306。故 後

在 後的成果即 1996 年提出之「關於保護文學及藝術著作相關問題之條約（The 

                                                
302 Id. para. 126. "a work that is produced by means of computers, where the identification of the 
various creative contributions and the authors thereof is impossible [because of the number or the 
indirect nature of those contributions] [because the contributions of the authors are merged in the 
totality of the work]." 
303 Id. para. 258. 
304 Arthur B. Miller, Computer and Authorship-The Copyrightability of Computer-Generated Works, 
in WIPO WORLDWIDE SYMPOSIUM ON THE INTELLECTUAL PROPERTY ASPECTS OF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241, 245(1991).  
305 WIPO, Questions Concerning a Possible Protocol to the Berne Convention Part I, Memorandum 
Prepared by the International Bureau, para. 55, WIPO Doc. BCP/ BCP/CE/I/2 (July 18, 1991), 
available at http://www.wipo.int/mdocsarchives/BCP_CE_I_1991/BCP_CE_I_2_E.pdf (Last visited: 
2017/1/6).   
306 Id. para. 100-1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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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reaty on Certain Questions Concerning the Protection of Literary and Artistic Works）」

並無電腦製作之作品之相關規定307。 

 

 日本 

一、 平成五年文化廳著作權審議會第 9 小委員會（電腦創作物關係）報告書 
日本著作權審議會第 9 小委員會，從電腦繪圖、機器翻譯、電腦作曲、自動

生成程式以及自動創建資料庫等幾種現象，討論電腦創作物相關之著作權問題。

在經逐一分析後產生結論如下308： 

首先，現在電腦創作物的可著作權性，多數場合電腦系統是作為人類表達思

想情感的「工具」，因此在現行著作權法下電腦創作物是受到著作權保護的。

初認為人工智慧開發是朝向各個領域自動化前進，然而就技術的使用實際情況而

言，人工智慧在各領域的自動化並非完全取代人類的創作性行為，通常電腦系統

還是作為工具使用。 

其次，電腦創作物之著作人方面，著作人是為完成具體的成果而為創作性貢

獻（具体的な結果物の作成に創作的に寄与した者であり），通常情況下為電腦

系統的使用者。 

第三，對於利用既有之素材所為之電腦創作物的評價，基於既有素材與結果

物的外型相似性、在結果物上所添加創作性表現的有無以及程度，可區分為（1.）

重製物或單純的變形物；（2.）衍生著作（二次的著作物あるいは） ；（3.）全

新的著作。 

第四，關於電腦著作物之相關著作權法修法必要性，現在電腦創作物創作過

程中，通常伴隨一些人的創作貢獻，因此透過目前的著作權法的解釋適用仍可能

將電腦著作物涵括在內。然而在未來，在被限定的範圍內，當出現非伴隨人類創

作貢獻而創作的結果物，且外型上具備足以受到可著作權性評價的表達，為了在

那樣情況下能處理基於保護創作物而修改著作權法的必要性問題，有必要不怠於

對於技術的開發以及相關應用動向予以關注。 

                                                
307 章忠信，著作權法真品平行輸入之研究，資訊法務透析，民國 87 年 7 月，註 32。 
308 文化廳，著作権審議会第 9 小委員会（コンピュータ創作物関係）報告書，CRIC，平成五

年 11 月，http://www.cric.or.jp/db/report/h5_11_2/h5_11_2_main.html （ 後瀏覽日：

2017/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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後第 9 小委員會提出幾個問題有待之後解決，如在創作物的創作過程中多

數人員參與的情況下確定著作人的問題、著作物以及資料電子化的權利問題等等。 

 

二、 「知識產權推進計劃 2016」未來的立法方向 
人工智慧以及機器人等是日本近年來相當重視並由政府協助發展的產業309，

然而如前所述，現行日本著作權法下，僅有自然人之創作享有著作權。過去人類

將人工智慧作為道具進行創作，只要符合創作意圖以及創作貢獻，則仍受著作權

保護。然而，若人類僅提供指示，創作過程是經由人工智慧自主生成者，則在現

行法下不受保護310。如遭受未經授權之使用等侵權行為，亦無權禁止或請求賠償，

對於人工智慧及機器人產業投資以及研究發展都相當不利。因而於 2016 年，日

本知識產權戰略本部將人工智慧創作小說、音樂、設計、發明等創作之權利納入

智慧財產權法律保護，以人工智慧創作物為對象建立新的智慧財產權制度，並將

相關法律架構制定方針加入「知識產權推進計劃 2016」當中，預期將於 2017 年

4 月左右開始實行新措施311。 

權利的主體候選人，包含程式開發者、人工智慧學習資料提供者以及具有

創作意圖而對人工智慧指示之人，基於著作權評價的結果決定權利的歸屬。前面

二者對於人工智慧創作過程參與程度甚深，對於生成物有一定程度的創作貢獻；

關於指示人工智慧之人，可能需全方位包含從參與創作過程的面向、對於創作環

境的投資面向等考量。創作過程參與面向，包含對人工智慧創作的指示；而對於

創作環境的投資則是基於人工智慧創作的可能性，人工智慧程式以及學習資料的

準備（開發與購買）的行為312。 

關於權利的內容，將權利與應保護之利益相對照，以考量權利內容應如何

制訂較為適當，包含排除侵害以及侵害防止請求權（差止請求権）的有無以及範

圍、保護期間等313。 

                                                
309 日本安倍晉三的經濟學第三支箭成長策略即以「機器人革命」為號招，在 2014 年訂定五年

的計畫，預計要在五年內讓機器人市場規模成長兩倍，服務型機器人市場成長 20 倍。丁于珊，

機器人革命席捲日本，CTIMES，2016 年 4 月 8 日，https://www.ctimes.com.tw/DispArt-
tw.asp?O=HK04876DHF2ARASTDP （ 後瀏覽日：2017/1/6）。 
310 同註 187，頁 13。 
311 同註 218。 
312 同註 187，頁 18。 
313 同上註，頁 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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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關於人工智慧創作物權利發生的要件，在客觀要件方面可能如專利權

要求新穎性、進步性等要件；另外在程序要件方面，是要採像專利法採「方式主

義」（須通過登記始有專利權）還是著作權的「無方式主義」（創作完成時即享

有著作權）等都是考慮的要點314。 

可能採行的方式如建立如同商標一般透過新註冊制度的方式給予人工智慧

創作物法律上保護，或是修訂日本的反不正當競爭法等禁止擅自利用315。 

 

第三項 人工智慧創作物於各國法下保護適格綜合比較 

若以電腦產生之作品規範現狀看人工智慧創作物之保護，以上述幾個英美法

系國家以及大陸法系國家著作權法比較，可以區分為三種類型。 

一、英國法 

第一種是由英國著作權法為代表，包含印度、澳洲、斯里蘭卡、英國等受英

國著作權法影響國家。在著作權法中，明文將「電腦產生之作品」納入著作權保

護範圍內。其所定義的電腦產生之作品，是指在沒有自然人介入的環境下電腦自

行產生之作品，而自然人的作者在電腦產生之作品中「難以識別」（lacking of 

identifiable），因此透過法律直接指定由為創作過程中必要安排之人為作者。而人

工智慧創作屬於電腦創作之一，甚至具有更高度之自主性，在英國法下人工智慧

創作物應可涵括於電腦創作之作品範圍中，而由為必要安排之人被視為作者取得

著作財產權。 

二、美國法 

第二種類型代表國家為美國，對於人工智慧創作之作品保護是較模糊而具有

解釋空間。美國在條文上並未明文限定只有人類得為作者，然在美國著作權局所

發佈之實務概要中，則明定作者為自然人。 

在CONTU報告中否定電腦得以獨立創作的可能性，認為電腦就如同打字機

一般的協助創作的工具，故其產生之作品已被包含現行法之中無需另外立法，對

於尚在發展中的人工智慧，則認為若電腦得獨立創作，則在無自然人作者的情形

下該作品不具可著作權性。雖在OTA報告中，專家肯定若人工智慧發展下所電腦

                                                
314 同上註，頁 20。 
315 同註 2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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產出的結果是被認為具有智慧的，不排除作為共同作者，然而，就現行美國法下

作者僅限於自然人，因保護的標的限制於「作者的原創智慧概念」（original 

intellectual conception），因此否准非人類創作之作品登記著作權。著作權局實務

第三版第313.2條之規定「機器製作或是純粹是隨機的或自動化運行的機械過程

而製作之作品，沒有人類作者任何創作性投入或干預」，則同樣也不受著作權法

之保護，亦不得登記著作權。 

在實務上，美國有數件人工智慧程式創作作品取得著作權登記，由於申請著

作權登記者都為程式開發者兼使用者，故沒有遇到著作權歸屬的問題。惟美國著

作權登記是採形式審查，且僅就申請人所繳交之著作樣本為審查，而非進一步查

證真正作者為誰316。故不得直接證明美國將人工智慧創作作品納入著作權之保護，

惟目前為止的人工智慧創作仍包含開發者分析規則、建立資料庫等廣義創作行為，

故非不得認為是人類對於人工智慧創作物之貢獻，仍存在「人類創作性投入或干

預」，因此解釋上仍有受著作權保護之空間。  

而這是美國法的特殊之處，美國法下著作權客觀要件上作品須具有原創性以

及固著性，原創性可區分為獨立創作以及創作性，Feist案中奠定美國著作權僅要

求「 低程度之創作性」不要求如我國法必須具有作者之個別性，僅需要具有

低度的創作火花、非平凡、傳統上習作、顯而易見等等，作者個性之銘刻等都只

是輔助判斷標準，故單純就客觀要件上，人工智慧創作物也可能可以符合 低程

度之創作性317，並不要求必然是作者精神上之創作。故縱然主要的創作產出可能

是由人工智慧所控制，而不受人類創作意志所支配，只要還是有人類創作的投入

                                                
316 章忠信，美國著作權登記制度研究，著作權筆記，2012 年 10 月 12 日，

http://www.copyrightnote.org/ArticleContent.aspx?ID=54&aid=2288（ 後瀏覽日：2017 年 2 月 9
日）。 
317 對於人工智慧創作物是否具有創作性實存有爭議，反對者認為人工智慧不具有情感、其僅是

按照人類所知的命令執行317。學者 David Levy 認為所為「按照人類的命令」（we order it to 
perform）是透過沒有隨機性的演算法才導致所有步驟都可預期而整個過程已被決定，然而幾乎

每個在創作領域的電腦程式在做決定時都會納入不同型態的隨機性概念，例如莫札特骰子遊戲

（Mozart’s dice game）， 透過兩個骰子決定 11 個可能的音樂小節作為編曲選擇，因為有骰子

所創造的隨機性，不再存在既有的運算過程，因此使用者無法確定結果。Levy 認為這些隨機性

的使用孕育機器的創作性，因造成機器決定上的不確定性、無法預測性，不管是繪畫的色彩還

是詩詞中的文字。故由於這些隨機性色彩，使人工智慧創作並不會千篇一律，而是每次都可能

有不同的變化，而這是人工智慧創作不同於一般機器之處，其按照開發者所設計的框架以及開

發者設定亦或是透過機器學習技術自己分析之創作上應遵循的啟發性規則為創作，再透過隨機

性機制造成每次創作內容都有所變化，製造出似乎是經過人腦思考與判斷後的選擇與編排的結

果。Levy, supra note 2, at 51-52、149-1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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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是干預，非純然自動化的機械過程，則人工智慧創作仍有受到美國著作權保護

空間，只是在在孰為作者之判斷上須個案而定。 

現在大部分的人工智慧創作物中，人類仍有創作投入故佔有相當高的創作貢

獻比例，人工智慧無法完全獨立創作318。但是在深度學習技術發展下，人工智慧

程式得自行分析、取得特徵量，取代過去開發者需要進行的規則分析。在此情形

下，未來人工智慧可能將具有比現在更高的獨立性以及自主性，在人與機器連續

創作光譜上又更傾向機器獨立創作的一端的狀況下，開發者或是使用者所為的貢

獻是否仍足以使作品取得著作權保護恐有疑義。 

 

三、大陸法系 

第三種類型為大陸法系國家，如德國、日本，強調以作者（著作人）為中心，

著作權保護要件著重在於人類精神的表達、作者人格、個性的展現。電腦產出之

作品，在大陸法體系下，早期可能被認為是人類表達思想情感的工具，如日本著

作權審議會報告書中之見解，受到著作權之保護。 

然而在人工智慧創作物的情況下，技術更為複雜，在此人類與機器一同完成

的連續創作，參與創作者增加，也面臨自然人作者難以辨識的問題，也難以在

後作品中區別人類與機器貢獻，著作人為誰也影響判斷是否在 後完成作品中具

有作者人格、個性的展現。人工智慧創作物由於人工智慧具有自主性，自然人著

作人亦無法預測或事先決定 後的產出結果，故是否符合著作權保護要件，可能

仍需要個案判定，若是自主性較高、較不受開發者或使用者意志支配的人工智慧

創作物，可能就不利於著作權保護的認定。 

 

 

第五節 我國法下人工智慧創作物之可著作權性 

 

                                                
318以現行人工智慧創作小說為例，有論者指出部分人工智慧尚無法達到自己完成可閱讀的段落

以及創造自己的角色，因此 80%的創作過程仍由自然人所控制。Tomoko Otake, Japanese 
researchers take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toward the final frontier: creativity, THE JAPAN TIMES (Jun. 19, 
2016), http://www.japantimes.co.jp/news/2016/06/19/national/science-health/japanese-researchers-
take-artificial-intelligence-toward-the-final-frontier-creativity/#.V_4ahZN94Du (Last visited: 
2017/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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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項 人類著作人 

首先，必須先決定誰為著作人。依我國法下著作人為創作著作之人，即限於

直接創作著作之人。一如本文一再強調，雖然事實上完成狹義創作行為、直接產

出創作結果者為人工智慧。然而，在著作權法體系下，人工智慧縱然通過圖靈測

試而推定具有思考能力，但是法律並不保護「人工智慧」主體所為創作，而是人

類的智慧創作。 

退而求其次，「人工智慧創作」又是一人類與機器連續性的創作過程，故在

現行制度下，是否得就整體創作過程中，從事廣義創作行為之人如開發者以及使

用者對於 後成果的創作貢獻為評價，以決定人工智慧創作是否受到著作權保護。 

我國法承襲大陸法系，如前所述學者認為我國法下「創作」的要件應符合原

創性(獨立創作)、 人類精神上之創作、具有一定之表現形式、足以表現出作者之

個別性等四大要件。因此人工智慧創作物在我國是否受到著作權保護亦應就這四

項要件分別檢驗。 

 

第二項 原創性 

採學者分類下的原創性係單指獨立創作，即指作者未抄襲他人著作，若作者

在創作前接觸過他人之著作，創作內容又與他人著作近似，則有可能被認定缺乏

原創性。人工智慧創作為一人類與機器連續創作，受制於人工智慧有隨機的設計，

故縱然對於相同人工智慧進行相同指示，產生的結果也不一定近似。直接影響

後結果是否構成與他人著作近似，是在 後人工智慧所為狹義創作階段，因此就

人工智慧創作過程是否獨立創作為判斷319。 

人工智慧本身為軟體程式，是無生命的物體，其創作的來源在於開發者或其

自行透過大量既存的著作分析出創作時應遵循的規則，並由開發者建立資料庫、

或將所需的元素、材料儲存於記憶體中，供人工智慧創作時選取，並由使用者啟

動人工智慧創作時，可能同時為必要的指示輸入，例如故事前提與動機、創作音

                                                
319 然而若人工智慧軟體本身抄襲其他人工智慧軟體，但是若輸入的指示或操作差異，產出的結

果不同，本文認為就結果本身似乎仍具有原創性。然而若輸入結果相似，出來的結果也相似，等

於是抄襲整個創作過程，則在原創性的判斷上即不該當。若是人工智慧程式本身未抄襲、輸入指

示也未抄襲，然而出來結果剛好相同，本文認為該當平行創作，應受著作權之保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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樂的調性等。可見人工智慧創作可能是立基於大量前人的著作，特別是部分人工

智慧功能就是模仿特定作家、音樂家的風格為創作，是否人工智慧創作之作品因

而當然不具有原創性？ 

本文認為並不當然如此，人工智慧大量獲取前人的作品，就如同人類的作者

長久以來透過學習、閱讀他人的著作所累積的知識，也同樣會成為其創作時的常

識與靈感來源，而這也是著作權法目的，透過鼓勵更多作品的出現促進文化的發

展。因此同樣都是以他人之著作作為創作的養分，雖然人工智慧從大量既存著作

中分析規則、建立資料庫，但只要在程式設計上不是針對特定著作為模仿、抄襲，

應可符合原創性的要件。 

 

第三項 人類精神上之創作 

人類精神上之創作如前所述並無明確定義，但是此要件明顯是要與電腦、機

器等自動所為、欠缺人類精神活動與作用的創作行為為區別，上述這些非人類精

神創作者無法成為著作權保護之客體。然而，如果該電腦或機器是作為人類精神

創作過程中「表達之工具」，受到使用者之支配，則仍符合人類精神上之創作要

件320。惟對於人工智慧創作物這般人類與機器連續創作下之產物，而就整體創作

過程而言，人工智慧按照開發者撰寫的程式以及設定的規則在運行，且在部分人

工智慧創作啟動時需要由使用者設定創作前提、限制，例如決定動機等。這些人

類投入的創作要素，都會影響人工智慧創作的內容，是否符合人類精神上之創作，

則有解釋的空間。 

如將人類精神、思想與活動要件放寬，人工智慧本身也是人類精神上創作結

果，在狹義創作行為背後也有許多人類廣義的創作行為，無論是開發者設定的創

作框架、使用者輸入創作的限制與指示，對於 後的創作成果皆有影響，雖然狹

義創作過程人類無法支配，但是就其所為的創作貢獻之於 後成果，似乎非不得

納入人類精神上之創作範疇。 

如採較嚴格的解釋，則人工智慧創作物狹義創作的過程中是由人工智慧自主

完成的，開發者或使用者雖然提供創作的規則以及限制，然而內容的血肉是由人

                                                
320 謝銘洋，同註 190，頁 9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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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智慧所獨立形成，並不受開發者、使用者操控，故人類的創作支配力不及於內

容的產出。人工智慧產出的「表達」，並非開發者或使用者得事先決定亦無法預

測，因而在人工智慧具有高度自主性下，所創作作品較難以符合「人類精神上之

創作」要件。  

我國法實務是傾向採嚴格解釋，如上述智慧財產法院98年度民著上字第16號

判決中即表示「…系爭電腦分析圖表，其分析圖之產生有賴使用人輸入相關參數

後，電腦軟體依據該參數自行運算並製作出分析圖，是以上開分析圖之產生或變

化，係電腦軟體依據輸入之參數運算後之結果，此種結果既係依據數學運算而得，

自非『人』之創作，自難因此認為係著作權法所保護之標的。」由此可推知，在

我國法下，人工智慧創作物並不符合人類精神上之創作要件。 

 

第四項 具有一定之表現形式 

著作權法不保護概念或是想法，而是必須得以人類感官所能感受得知的具體

表達方能受到著作權之保護。而除了直接感官感受得知之外，必須藉由機器設備

才能間接感受得知者，亦符合一定表現形式的要件。而人工智慧創作物除了透過

機器手臂、機器人等得以完成直接感官感受得知的作品，多數完成的作品應該是

電子檔案，需經由電腦感受得知，故應符合本要件。 

 

第五項 足以表現出作者之個別性 

考量應以自然人作者角度出發，必須在 後的完成作品中，展現出自然人作

者之個性及獨特性。若以開發者或是使用者作為作者，開發者撰寫程式碼所為之

程式設計、規則設計；使用者非僅是單純按下按鈕而是經過個人思考或判斷所為

指示的輸入，雖然經過人工智慧程式自主性、隨機性轉化下，無法預測 後完成

的內容為何，仍然影響部分人工智慧創作的架構，以及創作發展的方向。就此部

分若具有明顯的個人特色，足以與其他作品為區別，是否可以認為是具有自然人

作者的個別性可能較有討論空間，故可能須個案而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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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項 小結 

綜合上述的四個要件而言，在原創性、具有一定表現形式較無疑問，足以表

現出作者的個別性要件則需視個案而定，但我國學者及實務對於「人類精神上之

創作」要件採嚴格解釋，因而限制人工智慧創作物在我國法下之可著作性。  

 

 

第六節 小結 

一、我國法下人工智慧創作物不受著作權之保護 

人工智慧本身為人類精神上創作成果，但是在機器學習等技術發展下人工智

慧得表現出具有「電腦智慧」的行為，得自主產生出具有人類創作外觀的作品。

現行智慧財產權制度保護的人類精神活動下所產生之成果，本來預設創作的主體

即為自然人，縱然承認在職務創作下法人得為著作人，但實際從事創作者仍然必

須為自然人。故掌握人工智慧創作過程，是由自然人與機器連續創作特性，在判

斷人工智慧作品之著作權適格須以整體創作過程為考量。在人工智慧產生內容的

前階段即人類的廣義創作過程中，由程式設計師建立資料庫、利用學習資料予以

訓練、使用者輸入指示與創作方向，而不同的個案狀況中，自然人與機器創作貢

獻程度也有所不同，就如同光譜的兩端。隨著機器學習、深度學習技術的發展，

可能將越來越傾向人工智慧獨立創作的一端，當人工智慧貢獻比例越來越高的情

況下，可能越來越不適用現行著作權保護框架。 

在世界各國基於「電腦產生之作品」所奠定的立法基礎，人工智慧所為之創

作在英國法體系國家是受到著作權法保護；在美國法下則如整體創作過程中人類

仍有所貢獻與投入，並非人工智慧完全自動化機械地產出結果，則在符合原創性

以及固著性要件下，似乎仍受著作權之保護之空間。而 大的問題在於大陸法系

認為著作是作者人格權之延伸、智慧結晶，因此強調著作中作者個性的展現以及

精神上成果，故在人工智慧創作本質上即產生衝突。以我國法為例，除了部分在

創作過程中自然人影響控制力較高，造成人工智慧擔任類似創作輔助工具之角色，

或是對於 後產出成果有創作支配力之外，如果是經過人工智慧的高度自主性所

為的創作，可能因無法預測或事先決定創作結果所產生的不確定性，等於阻斷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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發者或是使用者的控制力，因而不符合「人類精神上之創作」要件，故人工智慧

創作物在我國現行法下並非著作權保護之客體。 

 

二、法律保護之必要性 

在CONTU、WIPO以及日本平成五年所提出的報告書中，可發現早期人類對

於電腦產生之作品貢獻較高，電腦較接近於工具，故在當時並無另外立法之必要。

然而，現在隨著人工智慧技術發展，伴隨人類貢獻減少的人工智慧創作出現，與

現行著作權制度衝突加深，各國應重新考量針對人工智慧創作物立法之必要性。 

如韓國軟體政策研究所提出的「人工智慧與法的爭點」報告書中提出一概否

認人工智慧創作物之法律保護，等於人工智慧創作物不會歸屬於任何人，代表每

個人都可以自由運用，對於法律的安定性而言造成危害，且有違公平競爭，故應

盡快進入立法程序321。雖然可能對於公眾領域而言是有利的，惟可能影響人工智

慧創作技術開發者繼續研發之意願。 

在本章第二節中，日本知識財產戰略推進事務局於其報告中所提出三種人工

智慧創作物的利用，人類結合人工智慧的創作力不僅可創造出更多創作的可能性，

更可能形成未來新興的商業模式，甚至已經運用在新聞產業之中，故人工智慧創

作技術可能影響未來社會以及經濟。此外，對於人工智慧創作物侵害自然人著作

權時的情況下應由誰負侵權之責，也應有更明確的規範。 

故本文考量人工智慧創作的價值或影響力，以及開發者、使用者所投入的資

金以及成本是否可回收等問題，從激勵理論出發，若 人工智慧創作物是有助於

促進文化發展，本文認為，對於有價值的人工智慧創作物非不得納入法律保護，

然而卻也不能不考慮如將人工智慧創作物納入法律保護所可能產生的衝擊以及

負面影響，例如當人工智慧可以自行創作之後，可能影響人類的創作意願等。因

此，人工智慧創作物有立法規範之必要性，但是保護的力道以及範圍應與人類有

所區隔。 

現行智慧財產權制度是為保護人類精神上創作成果，人類為主要的創作主體，

而在未來技術發展下，可能會越來越傾向人工智慧獨立創作之一端，故較適當的

                                                
321 김윤명，인공지능과 법적 쟁점- AI가 만들어낸 결과물의 법률 문제를 중심으로,，
SPRi，2016/6/10， https://spri.kr/post/1748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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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決辦法應是針對人工智慧創作物進行立法，可參考如英國法一般在著作權法架

構下另為規定，或針對人工智慧創作之現象立專法加以規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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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專利法下人工智慧發明物之地位 

第一節 人工智慧發明物之定義 

人工智慧不只得為藝術、音樂、文學等具有文化內涵創作，人工智慧解決問

題的功能可能為創作出技術性的發明與設計，即透過人工智慧之技術創造出具有

專利權保護適格之客體，同樣屬於「人工智慧創作」之一環。 

本文所要討論「人工智慧創作發明」是指由人工智慧產出如同人類一般符合

進步性、新穎性以及產業利用性等專利保護要件之創作322，換言之，如果該發明

或設計成果由人類所完成，則具有專利性，得提出專利申請並取得專利權。故如

果僅是單純的發現（discovery）、構想（ideas）等排除在外，因此如利用人工智

慧快速處理海量資料的能力，發現未被人類發現的自然界新物質，或是第二章中

利用人工智慧找到新藥物質，亦或是提出創新的抽象構想，而非實現構想的方式，

因為本身即不具專利權標的適格，並非本文討論人工智慧「發明」範圍323。 

與人工智慧創作相似的是，人工智慧創作發明同樣為人類與機器連續的發明

過程，在創作過程的前端開發者撰寫程式、建立資料庫或是訓練人工智慧，使用

者定義問題、輸入發明的目標或是條件（本文稱之為廣義的發明行為），主要的

發明過程則是由人工智慧所獨立完成（本文稱之為狹義的發明行為），開發者與

使用者並未干預，且該發明並非出自於開發者或是使用者之智識，故兩者對於發

明結果自然無法預見，此為本文定義下之「人工智慧發明」。故與人工智慧創作

不同的是使用者的重要性更高，其必須向人工智慧定義、描述須解決的問題即發

明須達成之目標，較像是一個整合人類與人工智慧的發明系統，故使用者雖然並

非直接產生技術性解決方案，但是對於人工智慧進行發明具有不可或缺的重要性。 

 專利權的立法目的、要件皆與著作權有所不同，此外不同於著作權創作完

成即得取得著作權，專利權須經申請行政機關審查。故人工智慧創作發明所涉及

之法律問題與人工智慧創作亦有所不同。實務上雖有人工智慧創作發明在美國已

有成功申請專利權案例，但是是在未揭露人工智慧於發明中之貢獻的前提下，因

                                                
322專利制度下包含發明專利、新型專利以及設計專利，要件有些許不同，篇幅考量除有特別說

明，「發明」一詞包含專利制度下所有發明類型。 
323 楊崇森，專利法理論與應用，頁 65—67，2014 年 9 月 4 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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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人工智慧擔任發明人之發明之專利權適格以及相關權利歸屬問題，在各國法院、

立法機構或是行政機關皆未明確地說明立場，直到 2016 年在日本 新人工智慧

創作物立法討論上亦將人工智慧創作產物列入議案範圍。以下將簡要介紹人工智

慧創作發明機器以及其如何進行發明。 

 

第二節 電腦與人工智慧參與發明實例 

使用人工智慧自動化解決問題一直都是人工智慧技術發展的目標之一，透

過專家系統亦或是機器學習，逐漸在產業利用上人工智慧可以達成探索發現新

的結果可能性、協助科學家進行發明，甚至可自行產出發明性創作等創舉，其

中能進行發明性產出的人工智慧早在 20 年之前就已經出現，而以下列舉四項人

工智慧進行發明或參與發明的例子。 

第一項 創作機器（The Creativity Machine） 

「創作機器」就是其中一個典型的案例，發明者 Steve Thaler 利用兩個人工

神經網路—來源機器（the source machine）以及評價機器（the evaluation machine）。

初只有一個來源機器的神經網路，Thaler 採取隨機調整神經網路的連結或消除

其強度的方式調整權重，透過對連結製造「干擾」、「搔癢」像是對人類注射腎

上腺素或是對大腦產生微小的電擊一般，這些「雜音」（noise）使人工神經網路

發生變異產生新的創意點子。例如如要產生汽車形狀的輪廓，Thaler 提供神經網

路汽車剖面圖突出點的位置如擋風玻璃的頂點和底部。當神經網路已經經過訓練，

其部分節點（nodes）表現出車子形狀的特定元件，而同時連結上的權重（weight）

代表這些元件組合的方法。到達此階段後，Thaler 開始隨機改變連結上的權重，

當增加太多干擾時，神經網路將會隨機拼揍元件製造出奇怪的形狀、元件不在應

在的位置等異乎尋常的設計；如果只增加一點干擾，則神經網路會製造出與其曾

經在訓練時看過的車子非常相似的設計。因此在這兩個極端中間，神經網路會將

元件以新的方式組合，但是原則上還是符合汽車的基礎概念324。 

                                                
324 Levy, supra note 2, at 216-2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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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來源機器」只是單純產出不同的點子，但是無法控制品質，因此另外

又加入第二個人工神經網路「評價機器」，擔任創作品質控管工作並拒絕品質不

良者，這兩個人工神經網路正是模仿人腦主要的認知迴路（cognitive circuit）—

丘腦皮層環（cortical loop）。透過模仿人類大腦，創作機器有能力可以產出新訊

息模式而非僅僅是相關模式，且可以在無人類額外輸入下適應新的情景。創作機

器被用於創作出新編舞、歌曲、設計咖啡馬克杯、Oral-B 交叉刷頭牙刷的交叉刷

毛設計、汽車設計圖、可從網路上搜尋恐怖份子訊息的設備，以及發明新式超級

硬的（ultra-hard）建築材料且僅需類似成分的現有材料的一半價格。此外，創作

機器還可以提供幾種未經嘗試的元素結合，因此 Advanced Refractories 

Technology 公司向 Thaler 取得授權後利用創作機器協助公司發展新型超硬材料

以及高溫超導體325。 

以 Oral-B 交叉刷頭牙刷的交叉刷毛設計為例，說明創作機器設計的過程。

Thaler 並未做任何傳統認為設計牙刷應該做的行為，如勾畫不同設計、建立樣板，

而是搜集既有的牙刷並測試它們以編譯客觀的刷洗性能數據（ brushing 

performance datat），並將這些既存設計以及刷洗性能數據投入創作機器中，創作

機器經過「來源機器」學習既有的設計，並經過上述的過程對既有設計進行隨機

的修改，再經「評價機器」透過「刷洗性能數據」學習「好的牙刷」的性能，並

對於來源機器產生的結果進行篩選， 後產出發明結果326。 

 

第二項 發明機器（The Invention Machine） 

發明機器起因於 TRIZ，TRIZ 由蘇聯科學家 Genrich Altshuller 所設計的發明

式問題解決理論。Altshuller 以當時所得取得的 20 萬份專利申請中所包含的知識

中尋找共通規則，是一個可以幫助任何發明人發明的理論。其背後的哲學為，發

明的問題主要來自於兩個或多個發明元素間的矛盾與權衡，例如當增加好處的同

時，壞處也可能隨之增加的「技術上矛盾」（technical contradictions）；以及可

                                                
325 Clifford, supra note 230, at 1680; Ryan Abbott, I Think, Therefore I Invent: Creative Computers 
and the Future of Patent Law, 57 B.C.L. Rev. 1079, 1084-1085 (2016), available at: 
http://lawdigitalcommons.bc.edu/bclr/vol57/iss4/2 (Last visited: 2017/1/6)  
326 Robert Plotkin, The Genie in The Machine: How Computer-Automated Inventing is 
Revolutionizing Law and Business, 53-54(20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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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同時需要某物增加或減少的「物理上矛盾」（physical contradictions）。而從檢

視龐大數量的專利文件中，歸納出什麼類型的矛盾是以什麼方式解決，發展出 40

項發明原則並延伸為「矛盾矩陣」，矛盾矩陣是透過將 39 個彼此影響的因素列

表以分類矛盾要素（如速度、形狀、易於修理等），並對應到 40 項發明原則。 

而在 1987 年，Altshuller 的學生 Valerei Tsourikov 立基於 TRIZ 之上發起「發

明機器」計畫，於 1991 年他將「發明機器」帶到美國，並透過建立發明機器公

司進行商業化，包含 IBM、奇異公司（general electric）、以及 Motorola 在內約

有 500 多位客戶。「發明機器」是由「以知識為基礎的系統」以及「以邏輯為基

礎系統」所組成，提供概念以及建議，在概念層面上解決問題。在發明機器的知

識庫中包含超過 150 條發明規則以及程序，當使用者形容其需要解決的問題，系

統將會選擇特定的規則，並作為可能的解決方向提供使用者參考。其採用 TRIZ

理論解決工程矛盾，以減少使用者通常會犧牲設計上某一項特徵，以換取設計中

其他層面的改善的自然傾向。而透過知識庫中 1200 項物理、地理、化學，以及

其他曾經用於解決工程問題的影響因素，提供使用者思考可能的解決方案。此外，

發明機器亦包含技術演進和預測能力，可以協助使用者了解產品演進的動態以及

合乎邏輯的下世代產品或其功能。透過使用發明機器，將可刺激使用者更進一

步規劃或推斷技術生命週期的動態，開始發展下一世代的技術。 

綜上所述，發明機器的功能是協助使用者解決技術和工程問題，並協助工程

師、科學家和發明人更理解他們想要發明和改善的產品、過程和機器。此外，不

單僅是提升設計者解決工程、科學的問題的發明或創作能力，更透過解決問題促

使發明人思考，適用於其設計目標的新的架構以及功能概念。 發明機器本身於

1999 年取得美國的專利，專利名稱為「基於電腦之系統，以展示全動態連結概念

元件，用以產生所選擇的技術結果」（Computer based system for displaying in full 

motion linked concept components for producing selected technical results），此外他

也參與許多專利的發明。 

其中一個成功的案例為新式 Pizza 盒設計，在 1990 年代的舊式 pizza 盒具有

兩個矛盾：首先，pizza 在運送的過程中需要以隔熱的方式才能保持熱度，但同

時也不能增加盒子的體積與成本。發明機器建議使用空隙取代固體的隔熱物質，

並且推薦使用球形的（spherical）盒子。第二個矛盾是為了保溫所以保持盒子緊

閉，但是為了避免 pizza 受潮，必須讓盒內的蒸氣可以散出。針對此問題發明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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器建議改變 pizza 或盒子的形狀，以減少 pizza 與蒸氣的接觸。因此，參考程式

所提供的建議，發明人將盒子底端凹陷，製造出一個 pizza 下方的空氣圓頂，另

外考量第二個建議，將盒子內部設計一模製的金字塔從底部內側向上延伸，因此

水蒸氣將會在金字塔間凝結而不會影響 pizza 脆皮，由此一來 pizza 保溫以及保

持酥脆的時間延長至 45 分鐘，較之前增長三倍之多，且成本不變。發明人以此

設計於 1995 年取得兩項美國專利327。 

 

第三項 遺傳規劃（Genetic Programming）發明機器 

遺傳規劃是一種自動化方法，電腦得根據「需要解決什麼問題」這樣的高階

敘述問題自動化生成「電腦程式」解決問題，在解決問題時人類極少參與，且並

未採用過去邏輯推演或是人類知識與技術的資料庫，而是採用遺傳或演化的搜尋

方式328。其利用機器學習下遺傳演算法（Genetic Algorithm）於電腦程式中，使

用達爾文的自然選擇（natural selection，即天擇）理論，以及模擬自然演化過程

如交配（互換）、突變、基因複製、基因缺失以及發育生物學機制（mechanism 

of developmental biology）等方法反覆地將電腦程式群體轉變為次世代程式，並

達成機器智慧（machine intelligence）的目標—僅需要告訴機器應該完成什麼任

務而不告訴他如何完成。遺傳規劃之創始者 John Koza 另外設計各種技術讓遺傳

規劃撰寫出指定電路或其他設備的物理結構，故遺傳規劃不僅可創造軟體，亦可

設計出基本卻重要的機器（nuts-and-bolts machine）329。 

遺傳規劃之創始者 John Koza 在文章中定義，經由機器智慧自動產生結果，

如果符合八項要件其中之一，則可認為是足以「與人類競爭」（human-competitive）

的創新發明330。而在文章中，Koza 列舉出至 2010 年 76 項經遺傳規劃製作符合

                                                
327 Levy, supra note 2, at 228-230. 
328 John R. Koza, Martin A.Keane, and Matthew J. Streeter，演化，AI 的第三條路！，鍾樹人翻

譯，李國偉審定，科學人 2003 年 3 月號，頁 93—94。 
329 Robert Plotkin, supra note 326, at 55-56. 
330 1. 是過去曾受專利發明的發明、過去專利發明的改良、或是符合今日專利要件之發明；2. 
相等或優於被登在同濟評閱（peer-reviewed）雜誌上時被認同為新科學成果的結果；3. 相等或

優於被國際公認之科學專家小組保存於資料庫或檔案中的結果；4. 不受是由機器所創作的背景

所支配，結果本身就是可發表的新科學成果；5. 相等或優於 近期人類所創造解決長久存在的

問題的方法，該長久存在的問題已存在一系列由人類創造漸趨良善的解決方法；6. 相等或優於

第一次被發現時在該領域被認為是成就的結果；7. 解決在該領域中無爭議困難的問題；8. 在包

含人類參賽者（真實人類玩家或人類撰寫的電腦程式）的管制競賽中平手或贏得勝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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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八項要件之ㄧ的結果，發明涵括的範圍極廣，包含逆向工程、遊戲、量子計算

電路、模擬電路、天線、機械系統、控制器等。這些案例中有 29 項自動產生的

結果是重製先前發明的功能或侵害先前之專利，另外有兩項是可申請專利之新發

明331。 

其中部份發明結果，即是由 Koza 所發明基於遺傳規人工智慧技術的「發明

機器」（Invention Machine，下稱 GP 發明機器）所產出（如上述兩項新的發明），

且在 2002 年 Koza 基於上述兩項新的發明結果，以專利名稱「用於改進通用 PID

或非 PID 控制器的裝置」向 USPTO 提出申請，並於 2005 年 1 月 25 日取得專利

權332。Koza 的發明機器在產生發明結果時並無人類的干擾，且並無建立專家知

識的資料庫或是任何關於既存控制器之知識，只需要使用基本元件的資訊（如電

阻和二極管）以及定義希望達成的結果適應度（性能指標如電壓以及頻率），透

過這些資訊，發明機器便可產出符合指標的結果。由此可知，不同於一般人類發

明人，是立基於先前發明所累積下來大量的知識、先前技術（prior art）作為為發

明背景知識，發明機器在從事發明時並未仰賴任何先前技術，而是獨立於該技術

領域之外進行發明。 

Koza 於申請專利時，並未揭露發明機器在發明中的貢獻，儘管整體發明是

由機器所創造，但是 Koza 聽從法務的建議以其團隊作為發明人進行申請333。

USPTO 對於專利的審查類似於 Turing 所提出的圖靈測試，遺傳規劃技術可重製

出先前取得專利之人類發明，相當於通過 USPTO 之審查標準，而事實上 GP 發

明機器所為新發明也直接經 USPTO 核准取得專利權。 

除了 Koza 之 GP 發明機器之外，從 2004 年起在遺傳及演化式計算研討會

（Genetic and Evolutionary Computation Conference，GECCO）上舉辦「與人類

競爭」獎，任何透過遺傳或演化式計算產生的結果且符合上述八項要件之一並

於前一年發布於公開文獻上即符合「與人類競爭」獎之參賽資格，許多參賽者

也以其產出的結果取得專利334。 

                                                
331 兩項可申請專利之新發明分別為改善 PID（比例-積分-微分）控制器調諧法則，以及用於效

果上勝過於廣泛使用 Ziegler-Nichols 法則以及 Åström-Hägglund 法則控制器之通用控制器（非

採用 PID）。John R. Koza, Human-competitive result produced by genetic programming, 11 Genetic 
Program and Evolvable Mach 251, 254-265 (2010).  
332 美國專利號碼 6,847,851。 
333 Abbott, supra note 325, at 1088.(quoting Koza telephone review ) 
334 Annual "Humies" Awards For Human-Competitive Results, http://www.human-competitive.org/. 
(Last visited: 2016/1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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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項 Watson 

另外同樣具有人工智慧創作發明潛力的是 IBM 的 Watson，在第二章曾提及

Watson 在益智節目中打敗人類贏得獎金、也被應用於醫療產業當中，其具有自

然語言理解能力以及對於現存海量資料分析能力，因此得以在比賽中提供證據導

向（evidence-based）的答案。Watson 利用邏輯推演的常規結構，結合龐大的資

料庫，包含長久以來積累的人類學問與專業知識，不同於利用神經網路以及遺傳

規畫的創作機器以及發明機器，但同樣可以產出創新結果。 

在 2014 年其開始展開新的計劃如利用 Watson 的認知烹飪系統所提供的餐

車料理（IBM Watson Food Truck），讓人類廚師們與 Watson 自行設計新的食譜

合作提供餐車服務。首先，Watson 系統抓取並分析成千上萬的現存食譜，以了

解食材的搭配以及菜餚的組成，並重新排列、設計為新配方。接下來，更進一步

將其分解為化學物質，並將這些食材中的風味物質（flavor compounds）資料與人

類喜好心理學（享樂知覺理論）交叉比對，以模擬人類口味（palate）對於不同風

味組合的反應。Watson 透過核心的演算法組合食譜、食材、風味物質等資料集、

地區與文化知識與統計、分子與食物搭配理論以及人類味覺感知的心理學資料等，

可以從數十億的組合可能性中，預測並評價哪些是令人驚喜而愉悅的結果， 後

完成新穎又美味餐點的食譜335。例如越南風味蘋果烤肉使用的食材是豬肉、蘋果、

蘑菇以及草莓，看似驚奇的組合，但是這些食材卻含有類似的風味物質如癸醛、

十碳醛等會製造出柑橘香氣，因此味道意外的十分和諧。Watson 也與知名雜

誌 Bon Appétit 合作，共同打造新的食譜 APP，結合 Watson 的認知運算系統以

及 Bon Appétit 資料庫中 900 多道食譜和烹飪知識，使用者可選擇食材、菜餚以

及風格或主題，該 APP 將會提供 100 道風味、食材等全新組合的食譜來製作創

新菜餚336。 

                                                
335 IBM Watson Cognitive Cooking Fact Sheet, 
http://www.research.ibm.com/software/IBMResearch/multimedia/Cognitive-Cooking-Fact-Sheet.pdf. 
(Last visited: 2016/11/30) 
336 Rochelle Bilow, How IBM’s Chef Actually Works, bon Appétit (Jun. 30, 2014), 
http://www.bonappetit.com/entertaining-style/trends-news/article/how-ibm-chef-watson-works (Last 
visited: 2017/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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食譜可能較不易成為專利保護客體，但也證明 Watson 具有創造出人類思考

範圍以外作品之能力。Watson 應用在食物科學的探索方法同樣可以適用於創造

特別的金融投資組合或是個人化行程旅遊等任何需要混合成分、化學物質和元件

的產業337。 

 

第五項 Cloem 

除了上述人工智慧創作發明解決問題的範例之外，新創公司 Cloem 則意圖

發展利用人工智慧機器學習技術，自動化再發明的商業模式。Cloem 提供一種軟

體服務，透過使用暴力計算法（brute-force computing）機械地組成上千個專利請

求項的文字，以涵括潛在新穎發明並同時產生防禦性公告（defensive publication），

以防止其他人在該技術領域申請專利保護338。客戶只需要以五至十五行之篇幅描

述種子發明（相當於初始專利請求項種子集，下稱種子專利請求項），Cloem 透

過語言操縱（linguistic manipulation）方式，將種子專利請求項敘述從 1000 多個

不同的方向闡述、意譯（paraphrase）、發展、延伸、擴展、簡化， 後可從 初

的種子專利請求項衍生出數以萬計之替代、潛在的專利請求項339。 

在應用上，Cloem 聲稱如作為先前技術（prior art），則電腦產生之請求項可

用於使他人之專利無效；客戶也可以透過使用電腦產生之請求項，使其種子專利

所在之技術領域趨於飽和，防止競爭對手在相同技術領域取得更進步之專利；同

時，客戶也可以利用電腦產生之專利請求項，使競爭對手之專利所在之技術領域

飽和，避免競爭對手改良自己的發明取得大量的專利340。如作為專利，除了可以

大量擴展其原始的發明，另外一個好處在於發明人可以直接基於電腦產生的替代

專利請求項，提出新的且更範圍更為擴大的專利申請，或是將電腦產生之請求項

作為新發明之靈感來源341。 

 

                                                
337 Watson cooks up computational creativity, IBM, 
http://www.ibm.com/smarterplanet/us/en/innovation_explanations/article/florian_pinel.html. (Last 
visited: 2016/12/2) 
338 Ben Hattenbach and Joshua Glucoft, Patents in an Era of Infinite Monkeys and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19 STAN.TECH. L.REV. 32, 35 (2015). 
339 Cloem, Reinventing creativity-A.I. for Patents-Algorithmic patenting, YouTube (May. 21, 2015),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wnxlZox00nw (Last visited: 2017/1/6).   
340 Hattenbach and Glucoft, supra note 338, at 36. 
341 I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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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項 本文分析 

在上述的五個案例中，可以歸納出三種人工智慧參與發明的類型：第一種是

人工智慧提供問題解決方案以及發明方向，類似顧問的角色，解決人類在發明時

所遇到的問題，但並無直接的發明概念產生。實際孕育出發明概念者還是人類，

人類參考人工智慧之建議再行發明，如 Tsourikov 之發明機器。第二種如採用神

經網路的創作機器、採用遺傳規劃之 GP 發明機器亦或是 Watson，不僅是抽象提

供發明方向，而是實際上形成發明的概念，在此發明過程中並無或極少人類的干

預，而是由人工智慧自動設計或發明，但以美國法下的發明過程來區分，人工智

慧能達成發明的「構思」，但是更進一步為篩選與測試等「付諸實行」可能須由

人類來完成。第三種則是利用人工智慧語言處理能力，直接產生出請求項，以

Cloem 公司提供之服務為代表。 

第一種類型人工智慧參與發明的方式較接近輔助型工具，僅是提供方向或是

創作點子，但未實際形成發明概念，在各國法下都不構成發明，因此不會影響後

續人類使用人工智慧之建議所為之發明。第三種類型如果單純只是將種子專利抽

換詞面、換句話說，本身並無任何發明構思，也無任何實際上的發明行為。本文

認為，並不具可專利性。然而若是作為客戶未來發明或是種子發明改良的靈感來

源，則將變成類似第一種類型的人工智慧應用，人類利用這些靈感所為之發明，

並不因人工智慧之參與而影響後續發明之專利保護。 

第二種類型將是本文主要探討的重點，以遺傳規劃為例，若將過去的發明過

程比喻為瀑布，則人類的一連串的發明過程為定義問題、要件分析、功能設計、

物理設計（physical design 或是 structural design）、建構以及 後成品完成並被

使用。然而在遺傳規劃中，Koza 及其團隊他們完成適用函數（fitness function）

以及初始條件供遺傳規劃去演化，他們定義問題並分析要件，但 關鍵的物理設

計（即指定特定的物理元件以解決特定的問題、滿足特定的要件並達成特定的功

能）則是由遺傳規劃所自動完成，以達成 Koza 他們設下的標準342。學者 Robert 

Plotkin 將第二種人工智慧比喻為「機器中的精靈」（genie in the machine），並

認為人工智慧將會改變電腦與人之間動態的合作關係，同時也改變發明的過程。

人類未來可能是直接寫下抽象描述來形容目標機器或是一系列的指示向人工智

                                                
342 Robert Plotkin, supra note 326, at 62-63、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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慧「許願」。其實現在向創作機器投入刷洗性能數據、向遺傳規劃投入適用函數

（fitness function），都是一種「許願」，人工智慧透過設計、產出目標機器來「實

現願望」343。 

多數的人工智慧創作發明的過程如同前一章所說，是由人類與機器連續創作

的結果，以及遺傳規劃為例，仍需要人類撰寫程式、 適用函數（fitness function）

並設定初始條件，再由人工智慧完成 重要的物理設計階段。此種人工智慧發展

下將會可能會持續往發明過程瀑布逆流而上，達成更高層次發明階段，甚至可能

是未來重要的發明來源344。因此，對於人工智慧達成目前專利法制下的發明行為

所產生的設計與發明，應如何定性與處理衍生相關問題，對於未來人工智慧科技

發展是十分重要的。 

若將 USPTO 的專利審查代替圖靈測試，則 Koza 的發明機器都證明非人類

設計的發明是可能通過瞞過專利審查人員而通過圖靈測試345。但更重要的是它們

通過專利要件審查，除了新穎性、產業利用性之外，非顯而易知性（即我國進步

性）的要求是系爭發明與先前技術間之差異，對於該發明技術領域具有通常知識

者而言非顯而易知，代表機器是可以突破人類既有的先前技術或其衍生技術為新

的發明，顯然人工智慧，不論是透過神經網路或是遺傳規劃，具有產出創造性

（creative）結果之可能。 

 

第三節 非人類發明人發明與專利權制度適用問題 

第一項 專利權立法目的與非人類發明主體 

 專利制度理論 

若要探討非人類之發明主體所為之發明在專利制度下是否有適用之餘地，本

文認為須從專利權理論以及設置目的開始探討。專利制度是由國家賦予發明人一

段期間獨佔排他權，而發明人必須公開揭露其發明內容。專利制度理論主要有四

種學說：（一）、自然法下財產權說，認為發明是人精神上之創作，基於神聖不

                                                
343 Id. at 3. 
344 Id. at 62、66. 
345 Koza, Keane, and Streeter，同註 328，頁 9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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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侵犯的財產權理論，是屬於發明人之財產，應與其他財產受同等地位之保護。

此說以 1791 年法國專利法為代表，認為產業上之發明應為創作者之所有物，否

則為人權本質之侵害；（二）、自然法下受益權說（即報償說），認為社會應對

於人類的貢獻給予報償，人類亦有接受報償之權利，而一定期間內獨佔實施該發

明技術即為發明人所得取得之報償；（三）、獎勵發明說則是立基於產業政策思

想，認為發明人在預期有所收益的情況下才會進行發明，故以專利權制度所賦予

一定期間之排他權以確保預期的利益，並補償發明所投資的資金以作為發明之誘

因，鼓勵發明；（四）、公開發明說（即契約說），跟獎勵發明說同樣採產業政

策思想，透過賦予專利權作為防止或排除他人仿冒、鼓勵向社會公開揭露新技術

內容，達到促進技術發展之目的346。上述各學說從不同角度解釋專利權制度，也

建立現行專利制度的不同面向，以我國專利法為例，我國專利法第一條規定「為

鼓勵、保護、利用發明、新型及設計之創作，以促進產業發展，特制定本法。」

可見我國法之立法目的，同樣受到上述理論的影響，透過法律保護人類發明、新

型及設計創作，提供一定期間獨佔實施權利之排他權等經濟上誘因，達到鼓勵研

發創新、促進整體產業技術進步之目的。 

 

 本文見解 

如同所有智慧財產權制度， 初預設保護的對象即為「人類精神活動之成果」，

只有人類精神活動所創造的成果始有法律保護之必要347。故專利制度在 初設計

設計以及要件設計上，皆是以人類為發明主體。綜合上述理論可以更明顯凸顯這

點，專利制度同時具有保護人類精神創作之發明私利，以及鼓勵技術公開與促進

產業技術進步之公益面向。若從自然權利相關理論出發，非人類即無所謂自然權

利，等於根本上排除非人類之發明適用專利制度之可能性；若是從產業政策理論

下，獎勵發明說以及公開發明說出發，非人類主體亦不會受到專利權激勵，因此

難以想像非人類之發明有任何受到專利保護之必要。實務面來說甚至沒有人類進

行申請根本無法跨入專利制度的門檻。 

                                                
346 楊崇森，同註 323，頁 11—14；另參謝銘洋，同註 190，頁 21。 
347 章忠信，智慧財產權基本思維，著作權筆記，103 年 7 月 19 日，

http://www.copyrightnote.org/ArticleContent.aspx?ID=1&aid=40（ 後瀏覽日：2017/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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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人工智慧創作發明的特色在於人工智慧不可能憑空而生亦非人工智慧

可單獨完成，一如前述人工智慧創作發明同樣也是一人類與機器連續性的創作，

整體產出發明結果的過程中有許多人類的貢獻投入，這些發明貢獻若同樣可解釋

為「發明行為」， 則似乎非不可納入專利法之保護。 

 

第二項 專利權法下人工智慧創作發明所面臨之問題 

非人類發明人對於專利權之影響，主要可分為「可專利性層次」以及「申請

層次」。在可專利性層次，考量的是發明主體身份為何是否影響可專利性，是否

因發明主體非人類而否定系爭發明之可專利性？；其次是在申請專利層面，申請

專利時須載明發明人之身份，多數國家排除法人，限定只有自然人可為發明人，

且該發明人必須是真實無誤，否則可能對於專利權效力產生不利影響，故在申請

階段幾乎否定非人類發明人的可能性。如此一來，非人類發明主體之發明如要受

到專利權保護，則必須就整體發明過程中判斷是否有其他自然人符合發明人之要

件，得以擔任人工智慧創作發明之發明人。 

 可專利性（patentability） 

如不考慮申請時發明人為誰之問題，單純論人工智慧產出之發明是否應受專

利權之保護，即如該發明符合進步性、新穎性、產業利用性等專利要件，是否因

機器獨立完成主要的發明構思而影響發明的可專利性？關於這一點各國專利專

責機關、法院都無具體表示意見，本文將於第四節比較我國、日本法與美國法之

規定進一步分析。 

 

 發明人以及專利申請權人為誰 

若人工智慧創作發明要適用專利制度，雖然人工智慧在整體創作過中可能是

實際上創作發明之人，然而在現行制度下不能以人工智慧的名義申請專利。主因

在於申請專利時必須載明發明人之姓名，如我國法下雖然專利申請人可為自然人

或法人，但發明人（包含新型專利之新型設計人、設計專利之設計人）為「實際

創作發明之人」，「其必為自然人」348，而美國法也採相同之見解。 

                                                
348 經濟部智慧財產局，第三章專利申請人，現行專利審查基準彙編，102 年 6 月 24 日，

https://www.tipo.gov.tw/ct.asp?xItem=422907&ctNode=6680&mp=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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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在現行法下，不接受人工智慧等機器作為發明人，但同時在申請專利時又

必須載明發明人，解決的方法即在於在整體創作發明過程中是否有任何一位自然

人符合專利法對於發明人之要件，得以成為人工智慧創作發明之發明人？此自然

人人選至關重要，影響專利申請權以及專利權歸屬，如被認定該自然人並非發明

人或非專利申請權人，可能導致專利遭到撤銷349、無效350亦或是無法實施351的不

利結果。 

關於美國法、日本法以及我國法下對於發明人之定義比較，以及人工智慧創

作發明適用情況分析。  

 

 保護必要性與其他保護選擇 

若 後認為人工智慧產出之發明不符合專利保護要件，則應評估是否有另外

修法或是立法保護之必要，或是透過其他規範如營業秘密法或是以當事人間契約

約定的方式予以保護。對於保護之必要性，學者提出正反兩說，本文將一併分析

討論。前一章所討論日本目前針對人工智慧創作物之立法研議上也有包含發明與

設計。 

 

 

第四節 專利性客觀要件（patentability）與發明主體要件

比較法分析 

                                                
349 我國法下因此如非專利申請權人取得專利權，利害關係人得對專利專責機關提起舉發，如舉

發經審查成立後，該專利即被撤銷，然而對於發明人漏未列出僅會影響其姓名標示權，發明人

得請求表示或為其他回復名譽之必要處分，對於專利本身效力並無影響。 
350 日本法下如專利申請人並無繼受專利申請權即提出申請，若尚在專利申請階段依特許法第

49 條第一項第七款審查官得拒絕授與專利，若已取得專利則特許法第 123 條第一項第六款得成

為專利無效之理由。部分學者認為這種「冒認」的行為為積極的詐欺行為，應該當特許法第

197 條詐欺行為罪350。仙元隆一郎，特許法講義，頁 267，2003 四版。。 
351 美國法下基於 USPTO 與專利申請人間訊息不對等，故課與專利申請人誠實（candor）與善良

（good faith）義務，依 37 CFR §1.56（a）之規定，任何與申請專利相關之人應向專利局揭露所

有已知或對於專利性有重大影響之資訊，若申請人有詐欺或意圖詐欺，或惡意違反揭露義務，或

有故意不當行為，將不得核准專利申請。在侵權訴訟上，如被告針對系爭專利申請時有隱匿或提

供錯誤不實之重大資訊且具有欺瞞意圖，認為違反誠實義務而提出「不正行為」抗辯，如法院認

定屬實，則可能判定該專利在剩餘專利期間內無法實施。此外，依同法第 25 條之規定，如對於

宣署書故意虛假陳述者將處罰金、徒刑或合併執行。Hattenbach and Glucoft, supra note 338, at 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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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上述的遺傳規的個案中，遺傳規劃得產生出過去曾取得專利之結果，甚至

是人類未曾想過的專利發明之改良，而以 Koza 等名義在未揭露申請專利並經核

准。此不只代表人工智慧符合專利要件之發明，亦凸顯出一個問題若是揭露人工

智慧之貢獻，是否影響其可專利性，以及 Koza 等人是否具有發明人或是專利申

請人適格？我國法下專利制度包含發明、新型以及設計專利，但考量大陸國法國

家並非將新型、設計專利納入專利法保護，且美國法下並無新型專利，故以下以

美國法、日本法以及我國法發明專利專利性客觀要件為代表客觀要件以及發明主

體要件為比較，並於第五節中分析人工智慧創作發明之適用。 

在美國發明法案（America Invent Act，AIA）出現之前，世界各國專利權申

請制度可區分為先申請主義以及先發明主義，多數國家採先申請主義，即當有二

個相同之發明申請專利，以申請案提出現後決定之，而由於難以確定誰是真正的

第一發明人且亦難以舉證，故較重視誰是適格之申請人；美國是少數甚至 後採

先發明主義之國家，先發明主義代表即當有二個相同之專利申請發明，須視發明

日期決定誰是先發明人，故較重視誰是首先完成發明之人，而在 2013 年美國發

布 AIA 之後，美國改採為先發明人申請主義（first-inventor-to-file, FITF）352。 

第一項 美國法 

 可專利性要件 

美國專利法對於「發明」定義為發明與發現353，而專利性則是規定於專利法

第 101 條、第 102 條及第 103 條之，從中可歸納出專利實體要件包含專利標的適

格及實用性、新穎性以及非顯而易見性（即我國進步性要件），新穎性係指在有

效申請日前申請專利之發明未獲准專利、在印刷出版物上發表、或公開使用、銷

售或其他以提供公眾的其他方式等，第 102 條所負面表列的揭露要件；非顯而易

見性則是在有效申請日前，申請專利之發明與先前技術之間差異，對於該技術領

域有通常技術之人而言非顯而易見。而這些要件多是針對申請專利之發明本身或

與先前技術比較之下是否符合，較值得一提的是過去美國非顯而易見性規範演變。 

                                                
352 張宇凱，先申請主義、先發明主義、以及發明人先申請主義，北美智權報，2015 年 1 月 28
日，http://www.naipo.com/Portals/1/web_tw/Knowledge_Center/Laws/US-105.htm#1。 
353 35 U.S.C. §100(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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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 1941 年時起約 20 年期間美國聯邦法院採用「靈光乍現原則」（Flash of 

genius doctrine）作為判斷是否符合「非顯而易見性」，固然一個新的發明具有實

用性，仍必須揭露具有創作性天才靈感（the flash of creative genius），而非僅僅

是職業技巧354。然而這項標準相當於取決自專利發明人達成專利所保護之技術進

步時之心智過程的性質（nature of the mental process），而非該項技術進步之客

觀性質，且其概念模糊地方法院不易闡釋，故在 1943 年國會報告中針對「靈光

乍現原則」認為「是否得受專利保護應客觀地以對於技藝進步的貢獻性質為判斷，

而非主觀地以發明實現的過程的性質355。」換言之，專利所應重視者為達成科學

或實用技藝的進步，而非取決於發明人之心智過程。因而在 1952 年美國國會廢

除「靈光乍現原則」，針對專利之非顯而易見性（non-obvious）於專利法第 103

條中明文規定「不應以發明實施方式否定可專利性356」，意即不能僅透過發明研

發的方式而否定是否受專利權之保護。 

第 103 條條文文意上，似乎可以解釋人工智慧所為之發明，不能僅因是使透

過人工智慧所產出者而影響其是否得受專利保護。然而有論者認為此條並非意圖

允許電腦產生之發明同樣受專利權保護。從立法史來看，此條立法意旨是不論發

明是經過長期辛勞投入的實驗結果（Long Toil and Experiment）或是靈光乍現（a 

Flash of genius）發明的成果都不會影響該發明的可專利性，這些過程、是長期的

努力或偶然的成功都是無關緊要的，應受平等之對待，故從立法規點上來看也是

規範人類從事發明的過程，並非機器357。 

然而採肯定見解者則認為應用上述修法的精神，人工智慧創作發明應取決於

電腦產出的創作性行為（ inventiveness ）而非笨拙的擬人化（ clumsy 

anthropomorphism），專利法應更著重於功能主義的解決方案（functionalist solution）
358。 

 發明主體要件  

                                                
354 See Cuno Enginering Corp. v. Automatic Devices Corp. 314 U.S. 84, 91(1941). “The new device, 
however useful it may be, must reveal the flash of creative genius, not merely the skill of the calling. If 
it fails, it has not established its right to a private grant on the public domain.” 
355 The "Flash of Genius" Standard of Patentable Invention, 13 Fordham L. Rev. 84, 85 (1944), 
available at: http://ir.lawnet.fordham.edu/cgi/viewcontent.cgi?article=1269&context=flr (Last visited: 
2017/1/6). 
356 See 35 U.S.C. §103 (1952) “Patentability shall not be negated by the manner in which the invention 
was made.”  
357 Hattenbach and Glucoft, supra note 338, at 44. 
358 Abbott, supra note 325 , at 11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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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定義 

美國憲法第一條第八項第八款之規定，「為促進科學以及實用技藝的發展，

賦予作者及發明人對其各自的著作及發明享有一定期間之獨佔權利」，故在專利

制度設計上原則上是以「發明人」（inventor）原始取得專利申請權。如美國專利

法（下稱同法）第 101 條之規定，「任何人發明或發現任何新穎、有用的程序、

機器、製品或組合物、或任何新穎、有用的改良，皆得依本法所定之條件及要求

取得專利」，另外同法第 111 條（a）（1）也規定專利申請應由發明人或經發明

人授權之人提出。專利申請人於申請時，須依照同法第 115 條之規定，如必須載

明一名或多名發明者之「姓名」，且每一位發明人皆須簽署宣誓書，聲明相信他

或她自己為申請案標的發明之原始發明人或原始共同發明人359。 

同法第 100 條（f）項定義發明人（inventor）為發明或發現發明標的的個人

（individual），如果是共同發明，則為共同發明或發現之群體（individuals）360。

「個人」一詞是指發明的主體必然為自然人，排除如公司等法人（legal entitles），

因為真正實施發明行為的是人類，不是公司，如 New Idea Farm Equipment 

Corporation v. Sperry Corporation and New Holland Inc.案361中，法院所說發明是

「由人來構思（conceive），而非公司。」 

如前所述美國採先發明主義，因此在判斷事實上之發明人十分重要。發明過

程可區分為醞釀發明概念之構思過程（conception）以及付諸實行（reduction to 

practice）兩個階段。而其中又以發明概念之構思 為重要，美國透過案例法形成

「發明人」之概念，主要即是透過發明概念的構思（conception）來為界定，可說

是美國發明人判斷上的試金石。而在美國專利審查程序手冊（MEPE）2137.01 中

表示發明人必須對於發明之構思有所貢獻，而在孕育形成發明之構思時，發明人

得考量或採用來自於他人（如受僱人、聘請顧問）的概念或是材料，「只要對於

讓發明向成功測試前進、選擇或是拒絕的相關工作仍然受到他（發明人）智慧支

                                                
359 Nonprovisional (Utility) Patent Application Filing Guide, USPTO (Jan., 2014), 
https://www.uspto.gov/patents-getting-started/patent-basics/types-patent-applications/nonprovisional-
utility-patent#heading-21 (Last visited: 2017/1/6). 
360 See 35 U.S.C. §100(f) (1952) “The term ‘inventor’ means the individual or, if a joint invention, the 
individuals collectively who invented or discovered the subject matter of the invention.” 
361 New Idea Farm Equipment Corporation v. Sperry Corporation and New Holland Inc., 916 F.2d 
1561, 1568 (Fed. Cir. 1990) (the judge properly recognized that people conceive, not compani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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配，縱然那些建議或材料是解決發明人問題的鎖鑰」仍不影響發明人地位362。而

對於「構思」（conception）的定義則可參考美國法院在 Mergenthaler v. Scudder

案363及 Townsend v. Smith案364中表示構思由「精神上對於發明技術的完整呈現」

所組成以及「在發明人腦海中對於完整且可操作的發明確定且永久的想法，因為

此後將在實務中應用。365」 後發明必須要「付諸實行」始可認為發明完成，可

區分為「實際付諸實行」以及「推定付諸實行」，發明人不需親自將構思付諸實

行366。  

 

第二項 日本法 

 可專利性要件 

日本特許法第 2 條，對於「發明」之定義為「利用自然法則的具有高度思想

的創作。」故發明為技術思想之創作，故必然是人為，而排除自然產物、自然法

則的發現，至於創作性之有無則以其他新穎性、進步性為判斷367。專利性的積極

要件規定於特許法第 29 條，包含產業利用可能性、新穎性、進步性。產業利用

性為發明得於工業、農林水產業、礦業、商業、服務業等產業經營中利用；新穎

性則是以提出申請時點之前，是否是已在日本國內或國外為公眾所知的發明、是

否已在日本國內或國外公開實施的發明或是在日本國內或者外國出版的刊物上

記載的發明，或公眾通過網路可以利用的發明；進步性則是申請時點前具有申請

專利之發明所屬技術領域之通常知識者，是否得基於先前技術所能輕易輕易完成

之發明368。故上述三要件同樣是針對「發明」本身，而與發明過程以及發明人無

關。 

 

                                                
362 MEPE, 2137.01 Invertorship [R-07.2015] II III, 
https://www.uspto.gov/web/offices/pac/mpep/s2137.html#d0e206713. (Last visited: 2016/12/23) 
363 Mergenthaler v. Scudder, 11 App.D.C. 264, 275(D.C Cir.1980). 
364 Townsend v. Smith, 36 F.2d 292, 295(CCPA 1930). 
365 “The conception of the invention consists in the complete performance of the mental part of the 
inventive art.” “the formation in the mind of the inventor of a definite and permanent idea of the 
complete and operative invention as it is thereafter to be applied in practice.” 
366 Supra note 362. At 2137.01 IV. 
367 仙元隆一郎，同註 350，頁 113—114。 
368 同上註，頁 115、117、123。法條翻譯參考智慧財產局，日本特許法（2014 年 6 月 13），

https://www.tipo.gov.tw/ct.asp?xItem=544582&ctNode=6685&mp=1 （ 後瀏覽日：2017/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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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發明主體要件 

依照日本特許法第 29 條之規定，做出產業可利用之發明者，發明完成時即

發生「可享有專利之權利」（即專利申請權），如發明符合新穎性以及發明性要

件，則對其發明可享有專利權之保護。發明者為「真實做出發明之自然人」，實

質參與技術思想的創作，單純贊助者、提供建議者、發明委託製造者皆非發明者

369。 

故專利申請權主體以「真實的發明人」為原則，但可將專利申請權移轉給其

他受讓人，專利申請權不以發明人為限，但依特許法第 36 條及第 64 條之規定

必須在專利申請書及專利公報上載明發明人之姓名。 

 

第三項 我國法 

 可專利性要件 

一、可專利要件 

依我國法第 22 條之規定，發明專利之要件可區分為產業利用性、新穎性以

及進步性，此亦為我國法進行專利審查時之重點。產業利用性係指申請之發明必

須可供產業上製造使用；新穎性是指申請之發明未構成先前技術之一部；進步性

要件，則是從申請之發明與先前技術之間具有差異，且非該技術領域具有通常知

識之人依申請前之先前技術可輕易完成。但就此三性要件較著重於「發明」本體，

以及與先前技術相對照下是否有受到專利權保護之必要，如日本法與發明人本身

並無太大的關聯。 

二、發明之定義 

我國法與日本法相似，在第 21 條對於發明之定義為「利用自然法則之技術

思想為創作」。學者認為在新穎性、進步性以及產業利用性之外，發明與著作一

樣必須是一種「創作」，意即是人類精神作用下對於既有事物之外有所創新370。

雖然學者認為與著作權雖就客觀要件上有所不同，但同樣必須是人類精神上之創

作。 

                                                
369 同註 350，頁 134—135。 
370 謝銘洋，同註 190，頁 1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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故此處則與上一章我國著作權法下「人類精神上之創作」要件分析相同的問

題，從上述人工智慧創作發明的範例中，可歸納整體發明過程中，開發者設計、

撰寫人工智慧程式，而使用者定義問題、定義目標等廣義的發明行為，而主要形

成發明概念者為人工智慧，而在人工智慧從事狹義的發明過程中並無人類之干預，

就人工智慧原始產生的發明，人類無法預見 後成果為何，故在發明概念形成與

產出發明狹義發明過程中難以認為有人類的支配意識在內。假設我國法嚴格要求

專利法所保護之發明僅限於人類精神上之創作，則與人工智慧創作著作面臨相同

的困境。 

然而認為就法條文意上僅使用「創作」二字，並未要求發明之創作需反映出

發明人之思想、精神、感情，且無論是我國司法實務、審查準則在發明判斷上較

重視發明本身是否符合「技術性」，而非發明的過程中的人類精神上參與371。若

參考日本法之解釋，創作的要件較著重於是於既存的事物外另外之創新，故本文

認為，應可對於「創作」要件應可採較寬鬆的解釋，雖然人工智慧完成狹義的發

明行為，但整體過程中同樣也有人類創作貢獻並非自然產物，且是重要不可或缺，

對於 後的發明成果亦有影響，則非不得認為符合創作之要件。 

 

 發明主體要件 

我國採先申請主義，故在法規設計上較重視申請權人是否適格，故我國法在

專利法中並無對發明人有明確的定義，而是從申請權的角度出發，原則上發明人

為專利申請權人。在依《現行專利審查彙編》中則定義發明人為實際創作發明之

人，因發明行為是事實行為，故必為自然人372。 

我國專利申請時，應於申請書上載明發明人之姓名，如有多人應全部記

載，發明人有公開與不公開其姓名之權利373。我國法較重視專利申請人是否專

利申請權，但實務與通說認為此為私法上之權利問題，故專責機關並不會介入

裁斷374。 

                                                
371 經濟部智慧財產局，第二篇發明專利實體審查，2013 年版，頁 2-2-1，
https://www.tipo.gov.tw/public/Attachment/571616293018.pdf （ 後瀏覽日：2017/1/6）。 
372 經濟部智慧財產局，第一篇程序審查及專利權管理，2013 年版，頁 1-2-1、1-3-1，
https://www.tipo.gov.tw/public/Attachment/681710434382.pdf （ 後瀏覽日：2017/1/6）。 
373 同上註，頁 1-3-3。 
374 同上註。另參楊崇森，同註 323，頁 181—18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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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節 人工智慧創作發明之專利法保護分析 

第一項 我國法與日本法 

我國法與日本法承襲大陸法系，在立法上皆定義發明為一種「創作」，故我

國學者認為「創作」僅限於人類精神上的創作，日本法學者則認為必須是人為的。

若是第一種作為人類發明的建議以及提供發明靈感的人工智慧，人類後續利用這

些人工智慧產出成果再會發明或設計，並不影響後續發明之可專利性較無爭議。

然而若是第二種人工智慧創作發明，由人類撰寫程式、完成發明過程的前端工作

如定義問題以及設定要件與目標，由機器完成形成發明概念的重要過程， 後的

成果為「人類精神上的創作」？本文認為，從客觀要件上來看，專利審查較重視

客觀「發明」本身是否具有可專利性，是否符合發明的要件、產業利用性、新穎

性以及進步性，至於發明的過程相對並非審查重點。此外，如本文一直強調者，

「人工智慧創作」是一人類與機器連續性的創作過程，人工智慧無法獨立、憑空

創作，必然需要有人類為創作前行為。故本文認為縱然要求申請專利之發明必須

為人為之創作，在人類仍有相當貢獻之前提下的人工智慧創作發明應可符合創作

要件。 

然而，縱然在客觀實體要件下，人工智慧創作發明得受到保護，但在主體要

件下卻產生問題。發明主體原則上為自然人，日本法定義發明者為「真實做出發

明之人」，我國法下發明人必須為「實際創作發明之人」。人類所為廣義的發明

行為即撰寫程式、定義問題、設定要件的「許願行為」，較接近於理論上指導或

是單純下指令之人，與傳統認為「實際創作發明」的發明行為定義有別。而事實

上產出問題解決方案的人工智慧並不具有權利能力，故縱然其產出發明結果，卻

不具有專利申請權。若參與發明之人類皆非發明人，則亦不具有專利申請權，也

不得申請專利，否則即有專利被舉發撤銷或無效之風險。故即便認為客體上具有

保護適格，但是主體要件卻找不到符合現行法下「發明人」要件之對象的窘境，

故仍不受專利權保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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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項 美國法 

美國法下有類似情況，且單純就客觀要件而言並無強調必須為人類精神上之

創作，法院在討論心智活動 多是從決定發明何時確實完成的目的出發，即判斷

構思之日（conception date），或者是在發明人發生爭議時判斷為誰，但是是否經

由心智活動產出並不影響發明本身的可專利性375。過去曾採「靈光乍現原則」作

為可專利性之判斷，但是現行法已廢除該原則，認為「是否得受專利保護應客觀

地以對於技藝進步的貢獻性質為判斷，而非主觀地以發明實現的過程的性質。」

換言之，專利所應重視者為達成科學或實用技藝的進步，而非取決於發明人之心

智過程。雖然，立法理由是針對長期實驗結果應與靈光乍現的發明成果受到同等

保護，並非是考量人工智慧等機器發明的情況，但是得參考適用的美國法下心智

過程在發明可專利判斷上並非主要要件之法理。 

惟美國法的主體要件同樣要求發明人必須為自然人，而在第二種類型人工智

慧參與發明中，主要的發明概念形成是由人工智慧程式所完成，等於是完成了發

明概念構思階段，但是現行條文下人工智慧並不得成為發明人，不論是撰寫程式

之人抑或是定義問題、設定目標、要件等完成創作前置工作之人，都非美國現行

法下對於發明人構思的定義，頂多可能完成構思後續的「付諸實行」階段，但是

發明人並不以付諸實行為要，真正重要的「構思」是由人工智慧所完成。故亦有

學者認為人類對於發明概念的「構思」並無貢獻，等於無實際人類發明人，故不

應受到專利制度保護376。 

 

第三項 一概不予保護抑或是設立新制度的選擇 

從上述我國法、日本法以及美國法專利制度下，皆面臨「發明主體為自然

人」的問題，凸顯出現行專利制度與人工智慧技術發展間的落差，故難以適用

現行專利制度來保護人工智慧創作發明。 

                                                
375 Id. at 1108. 
376 See Clifford, supra note 230, at 1697-1698; Jacob Arber, Machine Learning and Intellectual 
Property, THE COLUMBIA SCIENCE AND TECHNOLOGY LAW REVIEW (Apr. 10, 2016), 
http://stlr.org/2016/04/10/machine-learning-and-intellectual-property/ (Last visited: 2017/1/6). Arbort
認為雖然現行法下不受保護，但應針對此現象進行修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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故首先必須考慮人工智慧創作發明是否有受專利制度保護的必要，如否

定，只得尋求其他法律制度（如營業秘密法）為保護，或是直接歸屬於公眾領

域。如認為有保護之必要者，則面臨是以修法方式仍在現行制度下為保護亦或

是直接以人工智慧創作與發明為對象之新智財制度。 

一、否定說 

否定說基於專利制度的缺點，若是同意人工智慧創作發明受到專利權保護，

人工智慧可以快速產生大量的專利，雖然會有獎勵的作用，但是同時也加劇專利

制度的問題，如建立技術的壟斷而造成相當大的社會成本，也可能引發不公平競

爭之疑慮。對於新創公司而言，領先公司之專利權相當於建立新創公司於該技術

領域後續研究的障礙377。 

人工智慧創作發明並不需要專利作為激勵，開發者除了經濟上誘因之外，也

有其他的非經濟上誘因，例如提升名聲、滿足科學上的好奇心以及與同好一同合

作，而這些好處不必然是專利才能賦予。另外一個擔憂是對於人類發明的影響，

反對者認為若允許人工智慧創作發明受專利權，可能將冷卻未來人類創新的動力，

專利並不似著作權允許平行發明，縱然是人類的平行發明如人工智慧創作發明已

取得專利，則無法在受到專利權之保護。在人工智慧不具有權利能力亦無法作為

發明人的前提下，反而是獎勵在發明過程中並無貢獻的人類378。此外，也可能導

致擁有創作電腦的大企業們手中的專利數量快速增加，對於該技術產業產生破壞

性影響並操控市場（market abuse），進而導致價格哄抬等不利結果379。 

 

二、肯定說 

多數美國學者肯定人工智慧自行創作出確定且永久的解決方案成果應具有

可專利性380。依照專利制度目的，從功利角度而言是為鼓勵發明、公開，達成促

進科技技術發展之長遠目的。因此，採肯定說者認為在符合專利保護要件之前提

下，人工智慧產出之發明同樣有助於整體技術領域，且得以鼓勵發展並提升電腦

化發明軟體。人工智慧創作軟體程式開發往往耗時費力，也需要龐大的資金，因

此透過賦予專利權保護其產出結果，有助於補償其花費並鼓勵發明性軟體的開發，

                                                
377 Id.at 1105. 
378 Id. at 1106-1107; Clifford, supra note 230, at 1698. 
379 Abbott, supra note 325, at 1107、1119-1120. 
380 See Hattenbach and Glucoft, supra note 338, at 43; Abbott, supra note 325, at 1103-11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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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越來越多的公司透過人工智慧創作發明方式進行發明將促進發明活動381。此外，

要完成部分的發明，可能需要使用海量的數據資料或是偏離常規設計智慧，而這

些可能不是一般人可以達成而必須透過人工智慧創作力（ computational 

creativity），因此這也是人工智慧創作發明應受保護的有力理由之一382。 

 

第四項 本文見解 

目前的人工智慧技術已能產出具有專利性之發明成果，未來可能突破人腦的

極限，創作出人類所無法達成的複雜發明，對於整體產業與技術發展而言是有益

的，甚至可能成為未來設計、發明的重要來源。故若一概否定保護之必要，人類

於發明過程前端所投入的資金、時間與創作性貢獻產生的成果，除了軟體本身之

外，在衍生的成果若不受法律保護則無法獲得經濟上利益亦無法回收投資，則將

不利於人工智慧發明或創作的軟體技術發展。 

現行法下既然無法受到專利制度保護，人類使用人工智慧進行發明可能只能

如同遺傳規劃的個案一般，選擇隱瞞人工智慧之貢獻申請專利，但專利申請人必

須承擔被挑戰並非發明人可能造成專利無法實施的風險，甚至在日本法下還可能

有刑責；不然則必須以營業秘密的方式為保護，如此並無法鼓勵公開技術與促進

創新，亦無法免除人類重複發明資金與時間上的浪費，無益於後續研究，且企業

利用人工智慧創作發明發展產品，卻無法排除他人實施該發明，並不利於商業化

383。  

傳統的智慧財產權制度設計上是為了保護「人類精神活動成果」，故以自然

人為創作與發明的主體。然而，人工智慧程式並非憑空而生，同樣是人類所為之

創作發明成果，在科技發展下人類精神創作的成果本身具有「再發明」的能力，

可能成為未來創作或發明的新模式，若一概以現行制度架構予以否定，則無法跟

進技術發展的腳步。且如果將人工智慧參與發明作為一種發明新方式，擴張發明

之定義，則在符合專利實體及程序要件之下，發明的過程並非審查上重點，透過

將人工智慧發明技術考量在內而擴張「發明人」之概念似乎也是可行方式。  

                                                
381 Hattenbach and Glucoft, supra note 338, at 50. 
382 Abbott, supra note 325, at 1113. 
383 See also Abbott, supra note 325, at 1104-11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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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肯定應將人工智慧創作發明得達成納入法律保護，立法上可考慮在現行

法體系下修法、立專章或針對人工智慧創作發明建立新的智財制度保護，或直接

立專法的方式獨立於現行法為規範。此外，考量不宜過度保護人工智慧發明物，

以免致使人類過度依賴人工智慧，亦或是導致人類不願發明的結果，因此在保護

與否以及如何限制之間取捨的相關立法政策，還需更深入分析探討。 

若是同樣採專利制度則重點在於確立在人工智慧創作發明完成時，誰為發明

人並取得專利申請權。本文將參考美國學者之見解，於第五章中分析如我國參考

專利權制度對於「人工智慧創作發明」之權利歸屬。同時也不能忽視可能的負面

效益，以免冷卻人類發明動力，故如何與現行保護人類直接發明之傳統專利制度

調和，以及相關權利歸屬將是未來立法或是修法重點。 

 

第六節 人工智慧創作發明作為「先前技術」—以 Cloem

為例 

如前所述 Cloem 透過將種子專利改寫、抽換詞面、延伸等方式發展出數以

萬計的潛在請求項，這些人工智慧產生的潛在請求項也許不符合專利要件，但

是可能成為種子專利請求項所屬技術領域之「先前技術」，如同 Cloem 所聲

稱，這些潛在請求項在使用者支付 749 歐元後可在任何時間選擇性在網路上公

開，作為先前技術阻擋他人進入客戶專利技術所在領域，或使客戶之競爭對手

專利之技術領域飽和。然而這些人工智慧所為之發明在我國現行法下是否得作

為先前技術？實有疑義。 

第一項 我國法先前技術要件 

先前技術為在發明申請前就已經存在的技術，即「申請前已見於刊物、已

公開實施或已為公眾所知悉」384，主要影響專利新穎性以及進步性之審查。先

前技術涵蓋所有能為公眾知悉之訊息且不限於任何形式，可為文書、電子、網

際網路、口頭或展示等385。所謂「能為公眾得知」不以實際確實知悉技術內容

                                                
384 同註 348，頁 2-3-2。 
385 同前註，頁 2-3-3。另參 高行政法院 99 年判字第 366 號判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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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必要386，僅需要該「先前技術已公開而處於公眾得獲知其技術內容之狀態」

即可。 

先前技術為作為比對判斷申請專利之發明是否符合要件時之文件為引證文

件，按專利審查基準 2.2.2 以及 3.2.4 之規定，審查新穎性及進步性時以引證文件

揭露的內容為準，不僅是形式上明確記載者，尚包含未明確記載但實質隱含的內

容。而所謂「實質隱含的內容」係指「該發明所屬技術領域具有通常知識之人參

酌引證公開時之通常知識能直接無歧異得知的內容」（進步性為申請時），而「引

證文件揭露程度必須足以使該發明所屬技術領域中具有通常知識者能製造及使

用申請專利之發明387。」故雖為直接規定該先前技術內容，然而從上述規範中可

推知先前技術作為引證文件必須實質揭露技術內容，同樣必須使所屬技術領域具

有通常知識者得以據以製造或使用。 

故有論者綜合上述歸納我國先前技術比須符合形式與實質兩大要件，形式

上該先前技術資料必須是在系爭專利申請日前已公開；實質要件則為先前技術

必須實質揭露技術內容，使該發明所屬技術領域中具有通常知識者能據以實施

388，相當於美國的可實施性（enablement）之揭露。 

 

第二項 人工智慧創作發明在我國法下符合先前技術之要件 

除了刊登於研究論文中的人工智慧創作發明，如 Cloem 則是為每個自己軟

體所產生的衍生請求項配置一永久有效之網址連結，且附有時間戳記（timestamp）

作為時間證明，在客戶選擇公開時，即任何人可透過搜尋引擎搜尋取得389。而依

我國審查基準之規定，網路上之資訊包含網際網路或線上資料庫所載之資訊，「只

要網站未特別限制使用者，公眾透過申請手續即能進入該網站，即屬公眾得知」，

故在 Cloem 個案中，在客戶選擇公開時等於是對公眾開放，不論是否確實進入

網站，只要提供任何人可以搜尋取得，在我國法下即符合「能為公眾得知」的要

件。此外 Cloem 還會要加上時間戳記，故只要在目標攻擊之申請專利申請前公

開，則符合我國法下形式要件。而在實質要件上，則該先前技術揭露必須達到據

                                                
386 同前註。 
387 同前註，頁 2-3-6—2-3-7。 
388 馮達發，先前技術要件論，專利師，第六期，頁 20、23，2011 年 7 月。 
389 產品特點，Cloem，https://www.cloem.com/flat/features/（ 後瀏覽日：2016/12/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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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實施程度，若 Cloem 僅提供請求項，不包含背景資訊或是專利本文

（specification），則是否達到具有通常知識之人可據以實施之程度則有疑義。

Cloem 則表示並非每一個產出之請求項皆符合可實施性（enable），而是隨機賦

予，需個案判斷。故面對部分人工智慧創作發明揭露的內容使該技術領域之人得

以據以實施的假設下，似非不得作為先前技術。 

 

第三項 本文意見 

在現行法並未排除人工智慧創作發明結果可成為先前技術，然而若一概接受

如同 Cloem 所製造的龐大潛在請求項作為先前技術，部分不相關且無法操作的

公開資訊，等於增加專利申請人以及智財局等專利審查機關在進行先前技術搜索

時相當大負擔，且間接鼓勵 Cloem 這般為達成商業競爭目的，而特意針對先前

技術制度，大量公開無意義的請求項的行為，而造成實際的通常知識遭到稀釋、

真實的有用資訊被大量真偽不明的訊息所掩蓋，連帶使整體社會成本增加，反而

有悖於先前技術要件所希望達成的目標390。 

然而也非一概禁止人工智慧創作發明成為先前技術，而是應在個案中對於人

工智慧所產生之發明更進一步審查。若是該發明內容具有智慧、創新並對於具有

該技術領域通常知識之人得據以實施，或是對於整體產業進步具有意義，並無排

除作為先前技術適用之必要391。這可能取決於電腦產生的內容品質，若是其人工

智慧軟體可產生一套針對專利語言高品質的變化請求項，則有較高的可能性可納

入先前技術的範圍；然而，若是若僅僅是由人工智慧軟體產出大量無意義、未經

過充分引導的內容，或從技術、語法角度切入皆可用之處者，則應排除先前技術

之地位392。 

第七節  小結 

現行的「人工智慧創作力」得產出符合專利三要件—產業利用性、新穎性

以及進步性的發明已經不是假說，在美國遺傳規劃就是相當好的個案，不僅產

                                                
390 Hattenbach and Glucoft, supra note 338, at 42.  
391 Id. at 43. 
392 Id. at 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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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出過去曾取得專利權之發明，甚至可產出比現行技術更進步之發明，並以開

發者 Koza 之名義取得專利權。雖然，Koza 他們以通過 USPTO 作為圖靈測試

證明遺傳規劃的發明能力，惟在現行美國法定義下，Koza 等專利權人並非該發

明實際的發明人，故他們申請並取得專利權的行為，很可能該當不正行為而導

致該專利無法實施。這是因為現行專利制度下發明主體為自然人，但是「人工

智慧創作發明」整體過程中形成發明概念的構思、真實做出發明或實際創作發

明為人工智慧，故在缺乏自然人發明人的情形下，我國法同樣否定人工智慧創

作發明在專利權法下得受到保護。 

我國專利法立法目的「為鼓勵、保護、利用發明、新型及設計之創作，以

促進產業發展」，本文認為「人工智慧創作發明」若符合發明三性，以法律制

度保護下鼓勵公開，並得對於開發者或是使用者在使用人工智慧進行發明所付

出之成本，也會鼓勵更多、具有更進步「人工智慧創作力」的人工智慧程式出

現，對於整體產業發展也有幫助，亦可節省人類在相同技術領域創作發明的時

間與成本。如未來我國欲針對人工智慧發明物進行立法，可參考目前日本正在

研擬的方向，針對人工智慧發明技術產出之發明與發明所牽涉的相關權利，立

法規範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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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 人工智慧創作與發明主體立法上建議 

按本文第三章與第四章中之分析，透過「人工智慧創作力」所產生的作品以

及發明，其實都是一種人類創新的創作或發明方式，人工智慧介於工具與作者之

間，與人類形成一種類似合作的創作關係，也產生出更多創作上的可能性。然而，

當人工智慧從事傳統認定的產生作品內容的狹義創作行為時，有違過去認定保護

「人類精神上創作活動」的立法主旨，故與現行智慧財產權體系有所扞格。 

在我國現行法下，不論是人工智慧創作著作或發明皆非著作權法或專利法保

護之客體，如未來欲將「人工智慧創作力」所產生的結果，納入智財法制度中，

或可考慮如英國著作權法在著作權法下另為規定，或是直接針對人工智慧創作與

發明另訂新智慧財產權制度，如日本考慮採類似商標登記制度或是以修訂反不正

當競爭法，以限制擅自使用行為。若是在著作權法或是專利法架構下，可能仍適

用部分現行法之規定；如完全以新的法律制度予以保護，則可能跳脫於著作權法

與專利法框架之外，相對立法難度較高，但也可凸顯出人工智慧創作與發明作品

與人類精神上創作與發明之不同，可能是未來當人工智慧可完全獨立產生作品而

人類創作貢獻極小時，較為妥適的立法方式。由於現階段人類在人工智慧創作與

發明過程中仍佔有相當大的比例，故以下以如在現行著作權法以及專利法架構下

另訂相關規定，可採行之立法方向為討論。 

 

第一節 人工智慧創作物  

「人工智慧創作物」縱然具有與人類創作相類似的外觀，惟其終究與人類

精神上之創作有別，故並非現行著作權法下所保護之客體。然而如本文於第三

章所述，人工智慧於實務上之應用越來越廣泛，產生之作品亦具有相當經濟價

值，對於人類整體文化發展而言是有其益處，故思考如何透過法律保護給予開

發者或使用者繼續研發、使用之誘因有其必要。理論上可採行方法有二：若人

工智慧創作物與著作權本質相似，仍在著作權法體系下透過立法技術準用著作

權法規定；反之，若本質上與著作權不完全相容，則應考慮以訂立專法的方式

透過新制度予以保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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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認為，雖然人工智慧並非人類，不具有人類的情感、思想、觀察與省

思，但是隨著技術發展與學習，人工智慧創作物完成度之高與人類創作已無法

輕易區分，且對於促進文化發展之立法目的亦有助益；再者目前為止人工智慧

創作仍需要有人類給予指示，人工智慧本身不具有主動的創作意圖，故難謂完

全未包含部分人類的創作。似非不得類推適用著作權法之規定。是故，本文以

下以前者作為未來可能之立法方向，提出幾項立法注意要點。 

第一項 創作主體與權利歸屬 

由於「人工智慧創作物」的狹義創作行為是由人工智慧所完成，故與傳統著

權法下創作主體即為著作人，如非職務上創作，則著作人於創作完成時即擁有著

作人格權與著作財產權之狀況有別，人工智慧可能是創作主體，但在現行制度下

並非權利主體，故在立法上應如何定義「人工智慧創作物」之創作主體則與權利

歸屬分配，可能是法政策的考量。雖然大部分的權利歸屬皆可透過契約約定方式

解決，惟本文認為，仍然應考量在當事人間無契約約定時之權利歸屬分配，故法

規上應存在任意規定。 

在美國法下人工智慧創作之著作有受到著作權保護的解釋空間，故過去美國

法下對於「電腦產生之作品」之作者為誰，即有許多不同面向的討論。在相關的

討論中，主要的考量對象有二，分別為撰寫軟體程式人工智慧程式設計師（開發

者）以及操作人工智慧之人工智慧使用者；這兩者可能部分工作重疊，或是由同

一人完成。另外的考量對象，尚包含人工智慧本身以及虛擬人類作者理論，本文

將之並列如下，供我國立法參考。 

 

 美國學者學說比較  

一、人工智慧開發者 

這裡所說的開發者，一般是指創造人工智慧軟體程式之人，即人工智慧電

腦程式著作之作者（著作人）。人工智慧程式如符合電腦程式著作要件，在多數

國家都受到著作權之保護。 

而人工智慧軟體的完成多數需要一個團隊的分工合作方能完成，如設計程

式架構的程式架構師（software architect）、撰寫程式的程式設計師（programm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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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碼員（coder）等，因此不限於直接撰寫程式者。原則上此處以具有人工智慧

程式著作權，對於開發人工智慧挹注資金、時間、勞力等成本之人。 

 

（一） 肯定說 

首先因為開發者設計人工智慧的程式，人工智慧創作力才能得以實現，換

言之人工智慧創作著作是開發者透過設計人工智慧程式進行真實的創作工作所

完成，具有因果關係。 

其次，如果人工智慧創作著作是重複性高且可預測，不論使用者輸入任何

元素都會產生相同結果，在美國法採固著要件下則應可認為開發者在電腦程式

著作的表達上已將作品固著393。儘管開發者無法預測人工智慧會所創作的特定

作品內容，然而是開發者決定人工智慧分析、創作所依循的標準，因此對於會產

生如何的作品是其創作程式的基礎概念之一，這些人工智慧的作品也是其概念

之表達394。 

第三，相較於使用者而言，開發者是對於人工智慧任何創作產出提供實質

貢獻之人，使用者可能只是按下按鈕、或是鍵入指示等較於受限甚至是缺乏創

作性的行為，然而開發者則是架構出人工智慧程式，賦予其分析、組織出作品的

能力，開發者提供的是實質且有意義之貢獻395。 重要在於誘因問題，如著作權

體系將著作權作為作者創作的誘因，人工智慧的技術開發往往擴日廢時，且需

要龐大投資，故透過賦予開發者著作權，是其可對該人工智慧程式創作作品享

有獨佔經濟利益，獎勵其智慧勞動並鼓勵其繼續創作396。 

此外，在衍生著作（derivative work doctrine）理論中，若從「衍生著作」角

度探討開發者對於人工智慧創作著作之著作權問題，主張任何人工智慧程式的

創作作品都是人工智慧程式著作之衍生著作，因而人工智慧程式著作之著作權

人—開發者對於基於其人工智慧程式著作「改作」為衍生著作有排他權。 

                                                
393 Andrew J. Wu, From Video Games to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Assigning Copyright Ownership to 
Works Generated by Increasingly Sophisticated Computer Programs, 25 AIPLA Q.J. 131, 173-174 
(1997).  
394 Evan H. Farr, Copyrightability of Computer-generated Works, 15 Rutgers Computer & Tech. L.J. 
63, 73 (1989).  
395 Samuelson, supra note 229, at 1205.  
396 Evan H. Farr, supra note 394, at 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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實務上，若將人工智慧創作與電玩遊戲畫面之著作權歸屬問題相比較，如美

國的 Williams Electronics v. Artic International397案中投幣式遊戲機的視聽顯示

（audiovisual display），法院肯認這些視聽顯示具有著作權，而在著作權歸屬方

面則認為不管是在沒有玩家參與、待機中的自動生成遊戲畫面的吸引模式（attract 

mode）或是玩家參與的遊戲模式（play mode），著作權都是歸屬於遊戲程式著

作權人。在遊戲模式中，雖然會因不同玩家參與而視聽顯示上會有所改變，但是

大部分仍是一系列重複序列的影像跟聲音，且不管玩家如何操作控制，遊戲間許

多顯示方面仍然保持一致，故認為不採程式著作權與玩家是共同作者之說398。而

在承認保護電腦產出之作品著作權之英國，在Nova Productions Ltd v. Mazooma 

Games Ltd399案件中，對於系爭水池主題投幣式遊戲進行中所出現的複合圖像畫

面，法院認為是電腦產出之藝術作品，而在英國法下作者為創作作品中進行必要

安排之人，法院認為程式設計師符合該項要件，因為他「設計遊戲各項元素的外

觀，以及每幅畫面（frame）出現的規則以及邏輯，且是他撰寫相關電腦程式。」 

 

（二）否定說 

採否定見解者認為若賦予開發者人工智慧創作著作之著作權則會衍生其他

問題。首先，開發者雖設計人工智慧程式，創作、產生的過程以及 後產出的形

式卻是取決於人工智慧本身，開發者並無法預測或為實際決定，且是否開發者設

計程式所投注的智慧勞動都可以反映在 後的創作作品上仍存有疑義400。 

其次，若將人工智慧當作工具，則相較於使用者透過使用人工智慧程式使創

作作品固著於有型媒介，開發者僅是創造出創作的可能性，而非實際作品本身，

這好比工具使用者與工具創造者的區別401。 

第三，在執行權利方面亦會出現困難，隨著人工智慧商品化並在市面上流通，

若要求使用者每次使用都需要告知開發者、獲得授權並支付權利金，可能造成使

用者不願誠實回報、或是無法辨認是否為特定人工智慧程式之創作作品，縱然操

                                                
397 Williams Electronics v. Artic International, 685 F.2d 870((3d Cir. 1982). 
398 Id. at 874. 
399 Nova Productions Ltd v. Mazooma Games Ltd, [2006] EWHC (Ch) 24, [105], available at 
http://www.bailii.org/ew/cases/EWHC/Ch/2006/24.html (Last visited: 2017/1/6).  
400 Sorjamaa , supra note 141, at 47.  
401 Samuelson, supra note 229, at 12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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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上的問題可透過其他科技技術解決，然而卻不利於產業利用與操作，可能大幅

降低使用者購買人工智慧產品的意願而折損其經濟價值402。 

第四，若以創作作品之著作權作為獎勵開發者創作與投資之誘因，然而開發

者不論是以買賣或是授權的方式供使者者使用人工智慧程式，其都將收到一筆收

入作為所有權亦或是使用權之對價，而這筆對價已經是開發者完成設計人工智慧

程式的報酬（reward），學者認為開發者亦可選擇自行使用人工智慧程式享有所

有創作作品之著作權，然而如既已取得使用（或所有權）對價，如又將創作作品

之著作權分配給開發者，等於獲取兩次報酬，且使用者也會面臨使用上缺乏誘因

的問題403。 

後針對「衍生著作理論」，若人工智慧創作著作是基於人工智慧之電腦程

式著作另為創作，則可能符合衍生著作之定義。人工智慧程式為電腦程式著作，

電腦程式著作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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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我國電腦程式著作之保護除文字指令部分，尚包含非文字部分如結構

（structure）、次序（sequence）與組織（organization）等404。因此如果人工智慧

創作著作同樣為電腦程式著作，並就原人工智慧程式再為創作者可能會該當衍

生著作學說；然而人工智慧創作著作可能是音樂著作、語文著作、美術著作等其

他著作，既非基於人工智慧之電腦程式著作本身，若表達上無任何實質相似性，

著作內容也不包含任何人工智慧程式中文字或非文字的部分，而是全新之創作，

因此就定義而言，美國學者亦認為人工智慧之創作作品並非是人工智慧之電腦

程式著作之衍生著作405。 

 

二、使用人 

（一）肯定說 

許多學者如 Pamela Samuelson 以及美國 CONTU 報告中都採此說，認為操

作人工智慧之使用者為人工智慧創作著作之作者，故應取得著作權。 

首先，如果把人工智慧作為一個工具，則使用者透過操作人工智慧實現其

創意，具有創作意圖，故使用者無疑應是人工智慧創作著作的唯一著作權人選。

                                                
402 Id. at 1208; Wu, supra note 393, at 171-172.  
403 Samuelson, supra note 229, at 1207-1208. 
404 同註 281。 
405 Bridy, supra note 237. ¶ 64; Samuelson, supra note 229, at 1214-12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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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工智慧因使用者輸入初始指示而開始運作，相較於開發者，使用者的貢獻與

後創作作品的實現間因果關係更為直接且即時。此外，使用者可能會以開發

者所未能預見、具有創意的方式使用人工智慧，例如開發者雖具有能力研發人

工智慧，但是各專業領域的人工智慧仍在專業人士如建築設計師或是音樂家使

用下方能創作出建築設計圖或是樂譜406。肯定說下人工智慧似乎成為使用者實

現創作的工具，開發者賦予創作的可能性，但是是使用者的決定與操作才創作

出作品。 

然而人工智慧並非只是單純的工具，其自主性逐漸增加，在整體的創作過

程中佔有一定比例。而這也點出使用者為著作權人論點的主要問題—相較於開

發者撰寫人工智慧程式、以及主要從事創作工作的人工智慧，使用者在整體創

作過程中的貢獻可能是相對較為微小而不重要。針對這個質疑，Samuelson 基

於理論以及政策的觀點，認為縱然使用者的貢獻是微小的，仍應將著作權歸屬

於使用者。首先，使用者縱然只是按下按鈕或鍵入指示，在 低限度創作性要

件下仍應符合，且使用者通常對於人工智慧原始創作作品仍會挑選、安排、編

輯以及錘鍊以加強其原創性以符合著作權法之標準，故使用者在將原始作品塑

造為具有商業價值的作品的過程中扮演重要角色；其次，使用者對於使用人工

智慧的創作能力已向開發者支付對價，不論是以買賣契約下的價金、租金亦或

是權利金，而在使用人工智慧下產生之創作作品應由使用者取得著作權，否則

即喪失其支付對價使用人工智慧之目的，如上述第一項否定說之見解，這會造

成影響使用者使用人工智慧進行創作之意願407。 

 

（二）否定說 

然而，使用者的貢獻度問題仍是一個重要的考量因素，如而前文所提及 Nova 

Productions Ltd v. Mazooma Games Ltd 案中，法院認為玩家（即使用者）的貢獻

部分，雖然特定的遊戲畫面是取決於玩家的遊玩方式，例如扭轉搖桿則提示會繞

提示球旋轉、或是在精準時刻按下按鈕將影響射擊力量等，但是「玩家的輸入本

質上並非藝術性，且他無貢獻藝術類的技能或勞動。亦未對於遊戲畫面（frame 

                                                
406 Samuelson, supra note 229, at 1204. 
407 Id. at 1203-12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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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mages）的創作為任何必要安排。」玩家只是單純遊玩遊戲，因此並非是遊戲連

續畫面的作者408。 

相對貢獻較少的前提之下，有學者認為，若賦予使用者著作權相當於犧牲開

發者之付出以獎勵使用者，可能會變相鼓勵搭便車的行為。使用者從開發者以及

人工智慧對作品的創作工作上獲利，但未提出相似程度的努力，如此一來將抑制

科技產業的投資409。 

Samuelson認為使用者對於人工智慧原始的創作結果經由「挑選、安排、編

輯以及錘鍊以加強其原創性以符合著作權法之標準」，其所為的前提即人工智慧

創作著作本身可能不具有原創性，而需使用者事後加工的方式才能使該作品符

合著作權保護要件。但是如經使用者事後投入創作貢獻，則使用者應為加工後

作品之作者並無疑義，然而本文定義下之人工智慧創作著作是未經自然人干涉

下直接經由人工智慧創作之原始作品，故如再經事後加工可能較接近就人工智

慧創作著作作為元素再為創作之衍生著作之問題。且現在部分人工智慧原始的

創作作品已具完整內容或商業性外觀，不一定需要使用者的事後加工，且正是

因為是「由人工智慧所創作之作品」才存在特殊經濟價值。 

 

三、人工智慧 

相較於開發者、使用者，人工智慧程式本身是實際上且直接從事狹義創作

行為之作者，不同於相機、打字機甚至是一般電腦等工具，人工智慧創作 大

的特色在於其並非完全按照開發者或是使用者設定好的路線、指示運作，單純

將他們的思想、情感等概念實現，反之，可能是透過隨機性、依照設計師給予

的條件於資料庫中選擇，或是機器學習後自行找到特徵量建立新的模式，其創

作過程有許多開發者或是使用者無法掌握的可能性存在，以致於不論是開發者

或是使用者都無法預知 後創作作品內容為何。如以 Slater 自拍的猴子照片比

喻之，人工智慧就像是操作著相機的猴子，可能透過訓練、攝影師設定好一切

裝置，但是在沒有腳架的束縛，人工智慧可能完成出連攝影師都無法預知的成

熟作品。 

                                                
408 Supra note 399, [106].  
409 Sorjamm, supra note 141,at 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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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者 Andrew J. Wu 認為在下列要件達成時，人工智慧即為其創作作品之單

獨的作者：1. 人工智慧創作著作並非重複且可預測的；2. 沒有使用者，人工智

慧獨立創作；3. 對於是否製作未來的作品有裁量權410。然而就目前學界的共識認

為人工智慧並不得成為法律上之作者，主要還是權利歸屬之考量。 

首先，目前為止人工智慧不具有法律上人格，如承認其為作者，原則上人工

智慧即擁有著作權以及相關義務，等於是將著作權歸屬於一個不具有法人格的實

體上。其不再僅是產品、工具，而可能是人類的代理人或是受僱人，其所要處理

的不只是法律還有哲學上的問題411。 

其次，人工智慧對於是否要進行創作，決定權是由使用者所掌控，故至少現

在的人工智慧對於未來是否要進行新的創作並無動機亦或是決定裁量權。而這與

著作權法立法目的相牴觸，著作權的目的即在於促進文化進步，因此透過給予著

作財產權作為誘因鼓勵其繼續創作、創新而有益於市場與公眾，然而人工智慧等

機器並不會因為取得著作權而受到激勵，其不需要經濟、名氣等人類需要的誘因，

反而剝奪可能屬於開發者以及使用者之著作權，不利於人工智慧技術產業發展，

因此將權利歸屬於人工智慧機器身上並不切實際412。 

雖現行法下人工智慧不具有法人格，然而隨著技術複雜化、人工智慧的發展

也持續突破，也許有一天在綜合其他權利義務的考量下，立法者會面對是否賦予

人工智慧法人格的問題，例如賦予非人類之公司企業、政府機關法人格一般。當

初 Turing 提出圖靈測試，認為通過圖靈測試之人工智慧相當於是具有「思考」能

力的機器，是否這些會思考的人工智慧也會產生如自然人一般的主觀經驗，學者

James Grimmelman 即認為若通過圖靈測試的人工智慧，上述不具誘因的觀點將

被反轉，若人工智慧可以與人類在行為上表現地不分軒輊，應該也可預期人工智

慧對於法律壓力的反應上也與人類毫無差別413。 

 

四、虛擬人類作者（Fictional Human Author Theory） 

對於解決人工智慧創作著作著作權歸屬的問題，學者 Timothy l. Butler 提

出「虛擬人類作者」理論，提供法院一個解套的作法。在每個個案中，當法院

                                                
410 Wu, supra note 393, at 176. 
411 Sorjamm ,supra note 141, at 51; Bridy, supra note 237, ¶ 51. 
412 Pamela Samuelson, supra note 229, at 1199-1200. 
413 Grimmelman, Copyright for Literate Robots, 101 Iowa L, Rev. 675, 679-680 (20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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發現系爭作品的創作者是人工智慧等機器時，法院應假設有一位虛擬人類作者

的存在，並依照事實適當地將部分的著作權歸屬於人工智慧之電腦程式著作權

人、電腦所有權人或是指定問題之人，不論以歸屬於個人、共有或是其中部分

之人的方式為之414。 

學者指出此理論的兩大缺點， 明顯的缺點在於該理論需要每一個個案作品

以進行訴訟的方式進行著作權的分配，事實調查人（fact-finder）必須在每一個個

案中分析每一位作者貢獻的質與量，對於耗費大量司法資源，並非經濟的做法。

其次，這個理論並沒有處理應該有誰提起必要訴訟，當著作權歸屬於虛擬人類作

者時，在著作權執行上也會面臨問題，只有虛擬人類作者有執行權利之資格415。 

之後學者 Andrew Wu 簡化虛擬人類作者學說，直接將著作權分配給人工智

慧電腦程式之著作權人，即人工智慧之開發者，假設其通常為決定人工智慧程式

是否應產生未來作品之人。如此一來即解決上述必須依個案而定的缺點，而執行

的問題則可透過移轉著作權，而新的著作權人即享有與原著作權人相同的保護以

及救濟方式。其優點在於這些人工智慧創作著作是可以受到著作權保護，且著作

權歸屬於自然人使用者、開發者或是電腦所有權人，可解決誘因的問題。其次也

不需處理人工智慧是否應被視為人類等哲學與道德上問題。然而，該理論 主要

的問題，在於目前仍缺乏法律上理由（statutory justification）以建立此種虛擬人

類作者416。 

 

五、公眾領域 

有論者認為當上述各種分配著作權的方法都無效率時，不應只為了分配而分

配，此時歸屬於公眾領域可能是 效率的選擇，可避免法律上的不確定性、移轉

成本（ transactive cost）的提升，以及市場失靈問題417。持反對見解學者如

Samuelson 則從激勵原則出發，認為若人工智慧創作著作缺乏自然人作者，則智

                                                
414 Timothy l. Butler, Can a Computer be an author? Copyright Aspects of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4 
CommEnt L.S. 707, 744-747 (1982) 
415 Farr, supra note 394, at 79.  
416 Wu, supra note 393, at 160-161. 
417 Mark Perry and Thomas Margoni, From Music Tracks to Google Maps: Who Owns Computer-
generated Works?, Computer Law & Security Review Vol. 26 Iss. 6 621, (2010), available at 
http://ir.lib.uwo.ca/cgi/viewcontent.cgi?article=1026&context=lawpub (Last visited: 2017/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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慧財產權體系將假設沒有人應為此受到獎勵，則同樣造成沒有人受到激勵而為創

作418。 

 

 本文分析 

一、 與職務上創作同一法理 

在判斷創作主體方面，雖然不同「人工智慧創作」過程中人類的貢獻程度有

別，但主要的創作內容都是由人工智慧完成。以第三章中列舉日本所提出三種互

動類型中，第一種人工智慧作為內容創作者，受到人類所設計之架構或是使用者

所為之指示之拘束，影響人工智慧 後的創作結果影響，相對人工智慧自主空間

較少，在此情形下人工智慧較接近於新世代的創作工具；第四種類型的人工智慧

是人類賦予人工智慧一個角色，讓人工智慧根據這個角色開展出作品內容。在此

狀況下，人工智慧與人類是類似合作關係，人工智慧有較大的自主空間，非按照

開發者與使用者的指示機械化完成工作，而是具有較高的自主性，開發者或使用

者皆無法預見 後的成果，人工智慧亦不受開發者與使用者之支配。 

故本文認為，在判斷創作主體時不宜忽視人工智慧參與貢獻的質與量，或將

人工智慧當作一般傳達人類思想的工具而已，因為人工智慧從事的是過去人類認

為只有具有智慧的人類才能完成的「內容創作行為」。然而，人工智慧並不具創

作意志或動機，需要由人類賦予、操作，故較類似於人類的助手，與「職務上創

作」關係較為類似。換言之，人工智慧之於開發者或使用者之關係，如同受僱人

之於僱用人，且人工智慧從事狹義的創作內容行為是事實上的作者，但其並非權

利義務主體，故透過法律擬制（legal fiction）的方式將著作權歸屬於相當於「僱

用人」之法律上之作者，應較為適當。故在立法上因人工智慧創作與「職務上創

作」同一法理，故條文制定得參考我國法職務上創作之規定。 

採類似見解的學者如Annemarie Bridy，Bridy較傾向認為「開發者」應取得著

作權，但認為「人工智慧創作物」的「事實上作者」為人工智慧，然由於人工智

慧不具法律人格，故無法成為「法律上之作者」，因此在分配著作權上若直接將

著作權歸屬於開發者，等於是忽略人工智慧創作著作之機器性起源（machinic 

origin），以及與人類作者及創作性間根本上間接的關係，是故Bridy主張以「職務

                                                
418 Samuelson, supra note 229, at 1224-12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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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創作」法理解決將著作權以及誘因歸屬於機器的問題，亦避免以權宜之計將「作

者之作者」（開發者）與事實上之作者混為一談419。學者Pamela Samuelson則是從

人工智慧創作物之著作權應歸屬於「使用者」之立場出發，同樣引用「職務上創

作」法理，認為使用者經買賣或經授權使用人工智慧，相當於是類似「僱用」人

工智慧以及其創作努力（creative endeavors），故在與「職務上創作」相同概念下

人工智慧所為之創作之著作權應歸屬於使用者420。兩位學者雖採立場不同，但同

樣都認為應以「職務上創作」之法理，將著作權歸屬於自然人。 

但也因為創作主體為人工智慧，只是透過法律擬制的方式將著作權歸屬於人

類，人類終究並非創作內容之作者，故不具有著作人格權，與英國法之規定相同。 

 

二、 權利主體應個案判斷 

從上述各個立場的見解，本文認為，如果人工智慧創作著作完整、具有經濟

與文化上的價值，給予付出創作貢獻之開發者或使用者權利作為獎勵，是有助於

鼓勵開發者繼續研發，以及更多使用者投資參與，因此應賦予從事廣義創作行為

的自然人著作財產權之權利。既然在著作權法框架之下，權利歸屬應還是著重在

整體創作過程中之貢獻程度，以及對於人工智慧 後產出作品影響程度。 

本文認為，在人工智慧於創作應用上每個個案情形不同，權利主體應就創作

貢獻個案判斷。如反對說所述，開發者的精神貢獻已透過「人工智慧電腦程式著

作」受到保護，故已取得一定經濟上的獎勵。如將人工智慧程式產品化之後，人

工智慧就如同一般工具一般，使用者既已支付相當對價與開發者而取得人工智慧

使用權限，倘仍一概將使用者操作人工智慧所產生之著作著作權歸屬於開發者，

確實有過度獎勵的問題，實務上也難以操作更難以預期。反之如果是開發者完成

創作架構設計、規則制定，而使用者僅付出微小貢獻（如按下按鈕）或是缺乏創

作性貢獻，則真正影響 後創作成果者為開發者，則人工智慧所產生的成果之相

關權利應將歸屬於開發者較為合理。  

再者，若使用者有創意性貢獻，如依照自己的需求額外訓練人工智慧、在操

作人工智慧時給予指示等，例如在《跨越欄杆》的音樂劇創作中，劇本雖然是由

人工智慧所完成，但是故事發展的動機以及部分要素須由人類事先決定。在使用

                                                
419 Bridy, supra note 237, ¶ 62、¶ 66. 
420 Pamela Samuelson, supra note 229, at 12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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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有創作投入情況下，真正直接影響人工智慧創作個別著作內容的是使用者，故

在使用者有實質貢獻時，「人工智慧創作著作」相關權利應歸屬於使用者較為合

適，同時也能鼓勵使用者利用人自己的創造力與人工智慧合作進行更多不同的創

作。 

若採前開立場，便十分接近英國法之規定，即「作出創作該作品必要安排之

人被視為作者」，同樣是需要視個案情形而定，以擬制的方式將權利歸屬於開發

者或使用者，可能是自然人、法人或是共有，取決於廣義人工智慧創作行為中，

開發者以及使用者的貢獻程度而決定誰適合作為權利歸屬主體。 

著作人格權是基於著作權為作者之自然權利，認為著作是作者人格之展現，

故作者對於其著作享有人格上之權利421。然而，人工智慧創作物之保護是傾向功

利主義的考量，人工智慧創作著作本身並非人類精神上之創作，縱然開發者與使

用者有投入創作貢獻，但經人工智慧自主性、隨機性編排之後，也難以認為是開

發者或使用者人格之展現，因此本文認為，人工智慧創作物不具有著作人格權。 

 

第二項 權利存續期間 

如第三章中所提及，在著作權法下人工智慧創作之著作權利存續期間應以多

長為較為妥適的問題。本文認為，在創作主體為人工智慧，並透過法律擬制的方

式賦予人類著作財產權之情形下，不應與自然人為著作人之著作等同視之，即不

應同以著作人死亡作為計算權利存續期間之參考。較妥適之作法，如參考 TRIPS

第 12 條之規定422，著作保護期限不以自然人之生存期間為計算標準之情形下，

自該著作授權公開發表之年底起計算應不得少於 50 年，若著作完成後 50 年未

授權公開發表，則以著作完成該年之年底起算 50 年，另外考量人工智慧創作物

不宜給予過度保護，故以著作公開發表或是創作完成時起 50 年作為人工智慧創

作物之權利存續期間較為妥適。在未來如人工智慧獨立性更高情況下所產生的作

                                                
421 謝銘洋，同註 190，頁 18—19。 
422 Article 12 Term of Protection “Whenever the term of protection of a work, other than a 
photographic work or a work of applied art, is calculated on a basis other than the life of a natural 
person, such term shall be no less than 50 years from the end of the calendar year of authorized 
publication, or, failing such authorized publication within 50 years from the making of the work, 50 
years from the end of the calendar year of making.” 



‧
國

立
政 治

大

學
‧

N
a

t io
na l  Chengch i  U

niv

ers
i t

y

 131 

品，考量其為快速且大量的產出結果，且應與人類創作為區別，其權利期間甚至

可考慮低於 50 年。 

我國法下同樣非自然人之著作人為法人，當法人為著作人時，其著作財產權

存續期間同樣是以著作公開發表後 50 年，或在未公開發表時以著作完成時起 50

年為計。 

 

第三項 權利發生要件 

現行著作權法採創作保護主義，即創作完成時即取得著作權，然而對於人工

智慧創作著作是否應同樣採創作保護主義，不無疑問。「人工智慧創作著作」之

所以會考慮以智財制度為保護，係因為該人工智慧創作物與人類所為之創作具有

類似的外觀或是一定的經濟上價值，故在客觀要件上即須考量著作完成度、內容

完整性等，應明確設計。而人工智慧得於短時間內產出大量創作結果，若同樣採

創作保護主義可能導致著作權數量呈爆炸性增加，因此需考慮是否人工智慧創作

物應改採「登記制度」，經審查是否具有一定創作性，並非無意義的文字推疊，

且登記制度對於權利的主張，以及人類的參與貢獻度的證明也有幫助423。如第三

章所述，日本有論者提出保護對象僅限於「獲得歡迎等具有一定市場價值」的作

品，但是對於歡迎程度、市場價值應如何評估，且相當於如非商業化的作品則無

受到權利保護之餘地，可能並非妥適的評量標準。 

然而，縱然採登記制度，仍應保護「平行創作」，若人類非經抄襲，而創作

出具有與人工智慧創作物實質相似之作品，仍然應該受到著作權之保護。 

 

第四項 使用學習資料之所涉及侵權問題 

機器學習時代，早期訓練人工智慧之方式，可能是透過開發者搜集前人之

著作作為學習資料；然而，在大數據時代人工智慧則是可透過網路大量搜集資

料並學習， 後人工智慧被活用於商業行為中產生巨大的影響。而當使用他人

著作作為學習資料，經人工智慧分析、學習，或儲存於其資料庫中，可能構成

                                                
423 同註 184，頁 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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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製；人工智慧運用這些學習資料再為創作可能構成改作，故應如何評斷這些

透過使用他人著作作為學習資料的行為，是否構成侵權；是否應取得著作權人

同意，並支付一定授權金；若構成侵權則責任主體是否為輸入資料之人？皆應

明確予以規範424。 

其他著作的著作權人之保護應納入考量，人工智慧機器學習十分仰賴其他

著作人之著作作為學習資料，他們的作品影響人工智慧表現的好壞，故若是一

概以合理使用解釋使用學習資料的行為，則可能著作人會傾向向海外發展，以

避免自己的作品被人工智慧重製、改作，運用於商業行為之上，卻無法主張權

利425。然而若皆要求需經授權方可使用，若使用學習資料數量龐大，在執行上

可能也難以落實，應如何取捨及採取的應對措施，需要更進一步分析。 

 

第五項 侵權責任主體 

第四項是在學習階段使用其他著作人之著作，當人工智慧創作出與其他著作

人之著作類似之作品，應如何處理人工智慧侵害人類著作權之行為同樣是立法上

的重點。如前所述，現在「人工智慧創作」多是透過輸入他人的著作進行訓練與

學習，若是因此產生與學習資料相同或片段相同的作品，是否構成抄襲要件之「接

觸」要件？若是人工智慧從未接觸、或使用係爭被侵權之著作為使用資料，似乎

同樣可主張「平行創作」並無侵權之疑慮。此外，責任主體也是需要明文規定，

人工智慧雖為創作主體，但即然非權利義務主體，故對於人工智慧自動產出相同

結果，是否應由取得著作財產權之人負擔侵權之責？相關的侵權態樣以及責任歸

屬同樣需要更細緻化設計426。 

 

第二節 人工智慧發明物 

相較於著作權，專利權較不強調必為「人類精神上之創作」，因此雖然是人

工智慧產生之發明，對於實體要件上並無太大影響。且雖然人工智慧從事狹義的

                                                
424 同上註，頁 10。 
425 同上註。 
426 同上註，頁 10—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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發明行為，但人類在發明過程中仍佔有相當重要之角色，只是並非傳統認為構思

發明概念之人。然而，只要發明物仍符合專利實體要件，其透過專利權制度予以

保護並鼓勵公開，有助餘整體產業技術發展，且未來人工智慧發明技術可能是發

明的有利工具。惟既然發明主體並非人類，在現行專利法下即無適用之餘地，故

本文認為同樣可透過立法技術準用專利法之相關規定予以保護。 

第一項 發明主體與權利歸屬 

在廣義的人工智慧創作發明過程中參與的人類，類似於人工智慧創作著作，

包含撰寫人工智慧程式之開發者以及賦予人工智慧發明任務的使用者。相較於人

工智慧創作著作，或許是因為人工智慧創作發明的案例較少，故目前相對討論較

少，以下列出學者所提出的權利歸屬的學說，供我國未來立法參考。 

 美國學者學說比較 

一、 使用人發明人說 

學者 Robert Plotkin 在其《The Genie In The Machine》中將人工智慧比喻為

神燈精靈（genie），人類以電腦可以理解的方式撰寫抽象的描述向人工智慧「許

願」（wish）， 後人工智慧「實現願望」產出目標成果，而這就是「人工智慧

創作發明」的過程427。 

在「人工發明技術（artificial invention technology）」發展下，人工智慧技術

作為人類發明時的新「工具」，只是完成過去被認為是由發明人所完成的工作。

一如歷史上人類不斷透過發明新的工具提升自己的發明能力，完成過去需要人類

事必躬親的工作。故整體而言，發明人（即使用者）與其工具（即人工智慧）為

一整合的發明系統，彼此之間為合作關係（partnership），而非相互隔絕428。透

過使用人工智慧作為發明的工具，可以有效地提升使用人工智慧的發明人的發明

能力。此外 Plotkin 認為，無論是人工智慧程式本身、人類所下的指令亦或是

後產出的成果，因為對於促進「人工智慧發明技術」發展都有相當貢獻，故皆應

具有可專利性429。 

                                                
427 Plotkin, supra note 326, at 3、5. 
428 Id. at 86-87. 
429 Id. at 7-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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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出反對見解學者則以「創作機器」為例，認為法律所定義之發明人為實際

從事發明之人，故只有「事實上之發明人」得申請專利。然而在人工智慧發明過

程中，無論是發明概念的「構思」或者是 後將發明概念「付諸實行（reduction 

to practice）」，皆非使用者所完成，是機器在從事發明，而非人類，故使用者並

無專利申請權，該發明應歸屬於公眾領域430。 

 

二、 電腦發明人說 

學者 Ryan Abbott 認為在現行美國憲法解釋下應包含「電腦發明人」

（computer inventor），承認「電腦發明人」亦得以在激勵理論下鼓勵發明。「人

工智慧創作發明」獨立於人工智慧本身以外，具有相當大的價值，因此若得將「電

腦」列為發明人，則得透過電腦的發明活動獎勵廣義發明行為中人類創作活動。

換言之，雖然電腦本身不會被專利權所激勵，但是對於人類開發者而言，專利權

可能是開發具有「人工智慧創作力」的機器之誘因。開發人工智慧程式需耗費大

量資金，透過專利所帶來的經濟誘因對於相關人工智慧創作技術發展而言，十分

重要。Abbott 指出，如果認為人工智慧創作發明具有可專利性，但電腦並非發明

人，而是固守於僅有人類可以成為發明人的想法，本質上就是一種法律擬制，而

將會因為邏輯、公平性以及效率等問題減弱激勵效果431。此外，承認電腦發明人

也有利於促進公開與將專利技術商業化。 

然而，電腦無法擁有權利，就發明歸屬之問題，Abbott 提出三位候選者：電

腦所有權人、開發者與使用者。結論上，Abbott 認為應由電腦所有權人作為預設

的發明所有權人，原因在於與在美國對待個人財產（包含電腦與專利）的方式

為一致，也 能激勵人工智慧發明432。 

若是歸屬於使用者，Abbott 以 IBM 為例，IBM 雖然提供 Watson 給無數的

開發者，但從未移轉 Watson 的所有權。若是讓使用者成為預設的發明所有權人，

可能導致電腦所有權人如 IBM 限制使用者接觸，反之若是將發明歸屬於電腦所

有權人則會促進 IBM 開放更多使用者接觸433。若是使用者經授權使用 Watson，

可透過契約約定的方式以使用者支付額外費用以取得申請該發明之權利，或是

                                                
430 Clifford, supra note 230, at 1698. 
431 Abbott, supra note 325, at 1103-1104. 
432 Id. at 1114-1115. 
433 Id. at 11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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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BM 堅持採預設規定但提供折扣。此外，若是在 Watson 與使用者共同發明的情

形，則 IBM 與使用者針對結果發明為共有關係434。 

若是歸屬於開發者，則可能干擾個人財產（如電腦、機器）的移轉，並導致

變相鼓勵開發者監控他們非他們所有之機器使用情形。針對電腦所有權人發明貢

獻微小，以及開發者為了保留權利而導致阻礙創意機器發展以及分享的問題，

Abbott 認為，開發者可透過將機器未來可能產出的發明納入取得所有權的對價計

算之中，抑或是以授權使用取代買賣435。 

 

 本文見解 

一、 擴張發明概念或是採職務上發明之法理 

本文認為，人工智慧創作著作與發明的差異在於發明的出發點在於「解決問

題」，故人工智慧有一個人類設定欲達成的目標。「發明」本身是解決問題、可

達成目標的設計，等於是「實現人類的願望」，人類雖無法預見 後發明內容，

但是得透過輸入的內容得控制發明方向。況且要創作出具有技術性，並符合進步

性、新穎性與產業利用性等要件的發明，比起著作權要件要求更高，人工智慧不

只是要產生與人類創作相同的成果，而是須超越人類既有的發明，故在人工智慧

本身技術要求之外，人類於廣義發明過程中所為之努力也十分重要。 

至少至目前為止，人工智慧雖從事發明過程中 重要的「物理設計」、形成

發明概念，遺傳規劃技術甚至已可達到「功能設計」階段436，相當於是美國專利

法下形成發明概念的「構思」階段。然而，人類也參與發明中其他重要階段，如

定義問題、搜集現有發明的數據資料、再以人工智慧可理解的方式輸入電腦中，

現階段人工智慧無法取代人類完成這些工作。在人工智慧創作發明中，人類參與

的部分具有決定性的意義且影響重大，並非單純輸入指令。故未來立法上，如何

決定發明主體為誰，本文提出兩個可能解釋方法： 

 

（一） 擴張解釋「發明」行為： 

                                                
434 Id. 
435 Id. at 1116-1117. 
436 Plotkin, supra note 326, at 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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採 Robert Plotkin 所主張使用人發明人說，「人工智慧」為人工智慧發明時

代的新工具，擴展人類發明人之感官與思考能力，完成過去被認為只有人類才能

完成的狹義發明階段，就如同過去其他工具一般，僅是發明人發明能力的延伸。

過去可能需曠時費力的研究，利用人工智慧可更有效率地解決問題，故當人類使

用「人工智慧發明技術」進行發明時，應擴張解釋「發明」的定義，將人類使用

者輸入抽象問題的描述、目標機器的功能設定等行為亦包含於發明行為中，如擴

大發明之定義，則在機器接手發明之前完成廣義發明行為者為發明人，故發明人

仍然為自然人。 

 

（二） 採用職務上發明之法理擬制發明人： 

較傾向電腦發明人說，人工智慧從事狹義的發明行為，即孕育出發明的實際

內容，提出解決問題的方法，人工智慧完成整體發明過程中 關鍵的部分，且是

傳統上判斷誰是發明人的依據。雖然人類自行發明，假以時日可能可發明出相同

的成果，但也可能發生該發明只能透過人工智慧才可達成的情形，可見人工智慧

不僅是提升人類五官能力的工具，而是完成過去需要人類智識的工作。人工智慧

與人類是合作的關係，更類似於發明人之助手。因此，如果人類的貢獻只是前端

抽象描述問題、輸入指示即可成為發明人，是否過度評價人類的貢獻？使用者並

非實際發明之人，畢竟與一般未使用人工智慧技術，自己實際從事發明之發明人

有別，立法上仍應予以區分。 

然而，人工智慧並不具發明意志，且仍須人類從事廣義發明行為如定義問題、

數據分析或功能設計等，故較妥適的做法，一樣是採「職務上發明」之法理，人

工智慧雖為「事實上的發明人」，惟人工智慧不具有權利能力，且人工智慧仍受

自然人之指示進行發明，故退而求其次，以廣義發明行為中賦予人工智慧發明意

志、從事定義問題、功能設計等行為之人視為發明人，以擬制的方式將人工智慧

產出之發明所產生之專利申請權與專利權歸屬於「使用者」。 

在「人工智慧發明」時代，人類在發明過程中需要完成的工作相對減少，過

去需要勞力的工作可利用機器取代，人類僅負責需要智慧的工作，現在人工智慧

也分擔人類的智慧工作。在人工智慧發明技術發展下，人工智慧未來可能可以涵

括發明過程中更上位行為，例如現在尚需人類以人工智慧可以理解的程式語言向

人工智慧描述問題與目標，來可能僅需以人類的語言輸入想要完成的目標，其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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則交由人工智慧所完成。以「遺傳規劃」現在的技術，即可接受高階語言描述，

且不僅完成物理設計，也開始從事功能設計。意即人工智慧在可預見的未來逐漸

完成過去只有人類可完成的發明工作，當人類的貢獻程度相對降低時，第一種解

釋方式可能又會面臨需要解釋擴張的問題，因此立法上可考慮採第二種解釋方式，

可能是較符合未來技術發展趨勢。 

故立法上因與「職務上發明」同一法理，因此應參考職務上發明之規定訂立

條文，透過法律擬制使用者等自然人為「法律上之發明人」，享有專利申請權等

權利。 

 

二、 權利歸屬 

若是採第一種解釋方式，認為使用者為發明人，其他規定則仍適用專利法之

現有規定，使用者享有專利申請權、專利人格權等權利。 

若採第二種解釋方式，適用職務上發明原理，本文認為，根本上決定人工智

慧創作發明的歸屬，仍應就個別發明結果的創作貢獻而定，其餘面向的考量可透

過契約方式解決，若規定直接歸屬於所有權人，雖無須個案判定故較無爭議，但

若由單純具有所有權但沒有任何發明貢獻者成為專利申請權人似非妥適。 

在人工智慧發明過程中，使用者擔任的角色相較於在「人工智慧創作」更為

重要，就如同使用人發明人說之見解，人工智慧與使用者整體是一個發明系統，

各司其職合力完成發明，需要人類發現問題、分析數據、將所需達成的抽象目標

以人工智慧可理解的方式輸入人工智慧中， 後由人工智慧產出的發明成果。故

使用者在「許願過程」對於 後的發明成果具有相當影響力，其賦予人工智慧發

明的意志，甚至是領導整體發明過程朝向 後的終點前進。故就發明貢獻而言「使

用者」相較於開發者或是電腦、軟體所有權人而言是 具關鍵性，應由其取得發

明相關的權利較為合理。故原則上應由賦予人工智慧發明意志以及發明目標者，

從事廣義的發明行為，透過輸入指示啟動發明過程之使用者，取得專利申請權。 

專利人格權的部分，若是直接以使用者為發明人則無疑義；惟若認為人工智

慧為事實上之發明人，則如上所述，本文同樣認為，人工智慧發明並非人類精神

創作，故不具有專利人格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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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項 對於進步性判斷影響 

學者 Robert Plotkin 另外在書中提及在「人工智慧發明技術」越來越進步的

現在，對於專利進步性的判斷也會產生影響。進步性審查重點在於，是否為「其

所屬技術領域中具有通常知識者依申請前之先前技術所能輕易完成」，不僅考量

通常知識者的智識（mind），也要考量其所使用的工具（tool）即人工發明技術，

故應將「公開可用的人工發明技術」對於具有通常知識發明人而言產生的創作性

知識提高（inventive skill-boosting）的效果也納入進步性的判斷，否則將導致少

數的投機主義者，僅以不具進步性的通常技術就取得大量專利，Plotkin 稱之為

「專利洪水（patent flood）」437。如一位具有通常知識之自動工程師輸入已知的

「願望」（例如舊的氣流方程）至一個有名的人工智慧發明軟體中，則產生的發

明結果應被認為不具有進步性，故不具可專利性438。 

簡而言之，隨著技術發展，進步性的判斷，應將人工智慧發明技術對於人類

發明知識的影響考量在內，但是實務上應如何執行，則需要再更一步研究。是否

專利審查也必須搭配人工智慧發明技術，可能須待人工智慧發明技術更成熟、更

普遍被適用於人類的發明行為時，若有必要性，應於專利審查時一併搭配使用人

工智慧技術。 

 

第三節 小結 

人工智慧創作與發明力將會影響未來的社會以及經濟發展，其創作物與人的

互動造就不同的商業模式，人工智慧參與發明不僅提升人類的發明力，甚至是延

伸至其原本人類無法到達的境界，且人工智慧特色之一在於短時間內可能可產出

大量的成果，雖可能仍須經人類操作與挑選，但是也造就龐大的經濟效益，因此

這些人工智慧創作物與發明物應更明確受到法律規範，不僅是權利歸屬之間題，

還有與人類權利發生衝突時之責任歸屬。雖然與現行法規範有所扞格，但是人工

智慧創作與發明物仍與著作權與專利權本質近似，應得以在現行法之下以立法技

術準用現行法之規定。然而立法上也需考量將人工智慧創作與發明納入法律規範

                                                
437 Id. at 106-108. 
438 Id. at 110-1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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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於現行制度以及人類創作與發明的衝擊，因此相對保護效力與期限應有所限制，

與人類創作與發明物有所區隔。 

在人工智慧創作物的部分，雖然在廣義的創作過程中人類創作貢獻、以及對

人工智慧產生創作的行為限制程度有別，但由於狹義產生創作內容的創作主體還

是人工智慧，故應該採「職務上創作」之法理以擬制的方式將「法律上之著作人」

以及著作權利歸屬於自然人，對於權利歸屬可參考英國法以「必要安排」為方針

個案而定，參考個人創作貢獻以及對於 後創作作品之影響。如當使用者的貢獻

極度微小時，應歸屬於設定創作架構之開發者；反之，若使用者依自己需求對人

工智慧進行訓練、輸入具有創作性之指示與限制，對於個別創作的內容而言具有

決定性影響時，原則上應以使用人為法律上之著作人。此外，也不排除發生開發

者與使用者共有的情況。 

然而，這只是粗略的分類方式，參與的人員眾多也許須更細緻化分析，此外

多數的情況當事人間也會以契約約定決定權利歸屬，因此以任意規定上可參考英

國法提供權利歸屬原則方針。另外，其他衍生問題也應明文規定，如權利存續期

間應以著作公開發表後或著作完成後為計算基礎、權利之發生應考慮以登記制度

進行初步審查是否符合保護要件，與人類著作人之著作權發生衝突的情形也應一

併規範，如使用他人著作做為學習資料以訓練人工智慧，可能侵害訓練資料之著

作權，以及人工智慧創作物本身與其他人類著作實質近似時時應如何處理等問題。 

在人工智慧發明物之部分，從第四章的比較中，可發現目前整體的發明過程

當中，人工智慧就像是神燈精靈，以產出發明實現使用者以問題描述、發明功能

設計所組成的「願望」。人工智慧從事傳統認為發明人所為之狹義發明行為，但

人類仍從事前端重要的廣義發明行為如定義問題、數據分析、功能設計等，因此

針對人工智慧發明可以採取「擴張解釋發明行為」或是與人工智慧創作相同「採

職務上發明法理」擬制自然人為法律上之發明人的方式。若是採前說，則使用者

即為發明人，其他規定仍依照專利法現行規定。若是採後說，則同樣須視發明貢

獻決定權利歸屬，原則上應是以設定問題、搜集分析數據以及以人工智慧理解的

方式輸入之「使用者」為法律上發明人，取得專利申請權等相關權利較為合理。

專利制度客觀要件上較重視發明本身，因此若人工智慧發明符合專利要件、通過

專利審查，則與一般之專利發明並無差異，因此相較著作權影響較小。但有論者

提出，當人工智慧發明技術普遍之後，可能也會影響進步性等專利要件的判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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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人工智慧發明技術更為成熟與普遍之後，在專利審查時可能須一併使用人工智

慧發明技術協助審查。 

因為人工智慧創作著作與發明，終究並非人類精神上之作品，非人類人格之

展現，會納入法律保護主要是基於功利主義的考量，故本文認為，人工智慧創作

與發明，皆不具有著作或專利人格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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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章 結論與建議 

第一節 結論 

人工智慧隨著機器學習技術的發展、電腦運算快速以及儲存成本降低，人工

智慧可快速處理海量的資訊，結合 3D 列印、大數據等新科技，在各產業領域中

應用層面越來越廣泛，科技公司不論是透過併購的方式，或是以自行成立研究室

研發技術，將人工智慧技術結合於自家的服務以及產品之中，例如無人車、Watson、

Amazon Go 等等。世界各國除加強對於機器人、人工智慧的投資與發展，同時也

正視人工智慧對於經濟以及社會所造成的影響，如美國白宮於 2016 年 12 月所

提出的《人工智慧、自動化與經濟》研究報告中即預測未來 20 年至 40 年人工智

慧以及自動化將造成美國 47%的工作可能取代的危機439，同時人工智慧也會製

造新的相關工作，可看出人工智慧帶來自動化對於整體社會所造成的衝擊，需要

政府政策輔導與因應。新的科技總是為法律帶來新的挑戰，科技與法律彼此間相

互影響，給予保障也給予限制，如道路交通、產品安全等法規因應無人車出現，

又如「人工智慧創作力」對於智財制度的衝擊。 

智慧財產權以保護人類的精神活動成果為當初設立的宗旨，預設的創作主體

為人類，立法者無法預見有日人工智慧會具備「創作」的能力，可以產出生過去

認為只有人類的智慧才能完成的創作或是發明。人類利用機器參與創作行之有年，

過去人工智慧作為創作的工具，經著作人投入創作理念與貢獻，實現人類的思想

與感情，則該作品之著作權並無疑義。但「人工智慧創作」是一人類與機器連續

創作的過程，在廣義創作行為中由開發者設定規則、程式架構、建立資料庫並設

置一定的隨機機制，在機器學習下人工智慧亦會經由學習資料予以訓練，使用者

輸入創作的指示或限制於人工智慧中， 後由人工智慧完成狹義的創作內容行為

產出作品，人工智慧創作的過程並不受人類創作力所支配，其中不乏完整度高並

具有商業價值的作品。這些具有與人類著作外觀的作品，是否得受著作權保護？

英國法明文保護無自然人著作人環境下「電腦產出之作品」，美國法 CONTU 提

                                                
439 Executive Office of the President,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Automation, and Economy, 13-14, 
December 20, 2016, available at 
https://www.whitehouse.gov/sites/whitehouse.gov/files/documents/Artificial-Intelligence-Automation-
Economy.PDF (Last visited: 2017/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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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的報告中認為電腦產出之創作已包含於著作權規範中，若是無著作人之人工智

慧獨立創作內容則不具可著作性，雖然美國 USPTO 以及法院並未明確表達立場，

然目前人工智慧廣義創作行為中，人類撰寫人工智慧程式、訓練、給予指示等創

作投入仍佔有相當大的貢獻比例，故並非完全自動機械化行為，故是否為著作權

保護之客體有解釋的空間。然而，在機器學習的時代，人工智慧可透過網路、大

數據自行學習、取得特徵量，形成創作的規則，自主性越來越高，相對人類的參

與程度將逐漸降低，按 CONTU 之解釋，未來這些人工智慧獨立創作的作品將不

受著作權之保護。我國法承襲大陸法系，其他大陸法系國家如德國與日本深受「自

然權利理論」之影響，認為著作必須是人類精神上之創作，我國法也採相同的要

件，並認為應具有作者之個別性，在此要件下，人工智慧創作是由人工智慧完成

狹義創作行為、產出內容，在我國法及其他大陸法系皆不受著作權保護。 

人工智慧發明物遇到相同的困境，人工智慧發明與創作類似同樣是一人類與

機器連續創作的過程，不同之處在於其目標在於「解決特定問題」，而人類在廣

義的發明行為中除撰寫程式、訓練之外，尚需定義個別問題、搜集數據資料、設

定發明須達成目標，並以人工智慧理解的方式輸入，由人工智慧進行狹義的發明

行為如物理設計，構思發明概念，並提出具有可專利性之解決方法。故有論者認

為人工智慧發明技術是一個由人結合人工智慧之發明系統，人工智慧就像是新一

世代的發明工具，是實現發明人願望之精靈。但是無論是美國專利法、日本特許

法與我國專利法下，縱然在審查實體要件較重視發明本身是否符合產業利用性、

新穎性與進步性，但是發明人都以自然人為限，美國法發明人以專利概念構思者

為判斷基準，不以付諸實行為必要，我國法與日本法也要求須「實際從事發明之

人」，結果縱然人工智慧發明物符合專利要件，但卻無適格之發明人，無論是開

發者或使用者皆無專利申請權，若是由不具有專利申請權人申請專利，可能導致

專利被撤銷、無法實施，在日本還有可能構成詐欺專利行為而負有刑責。 

雖然不受著作權、專利權保護，仍可能透過營業秘密或授權契約方式保護之，

但造就技術不會公開，人類可能要耗費勞力、時間、成本在相同的發明之上，無

助於整體產業技術進步與發展。再者，若不符合營業秘密法之要件、或無授權契

約，則屬於公眾領域，任何人皆可無償使用該創作物，可能導致企業不願意使用

人工智慧進行創作與發明，開發者投入開發人工智慧創作或發明技術之成本無法

回收，缺乏研發動機；且在缺乏法律規定下，當人工智慧創作構成侵權時，責任



‧
國

立
政 治

大

學
‧

N
a

t io
na l  Chengch i  U

niv

ers
i t

y

 143 

歸屬也是問題。人工智慧是否具有法律保護必要性，本文認為人工智慧創作對於

促進文化發展而言是有所助益的，而人工智慧與人類合作未來可成為新興的商業

模式，人工智慧創作產物本身亦具有相當經濟價值；另一方面，人工智慧發明符

合專利要件，有助促進於產業技術進步，人工智慧發明技術成為未來重要的發明

「工具」，則基於對於開發者與使用者的投資獎勵與未來繼續研發或使用的激勵

作用。本文認為，「人工智慧創作力」下產出之創作與發明有納入法律規範的必

要性存在，然而也不得不考量若給予人工智慧創作與發明物法律保護，是否有過

度保護之疑慮，故可能的解決方式是採折衷方式與人類之創作與發明相區隔，給

予保護要件嚴格、效力較低、保護範圍較小、或是保護期間較短之權利。 

「人工智慧」為世界各國近年來重點發展技術，且各科技大廠積極進行相關

專利佈局，我國在人工智慧技術發展上稍嫌落後，但在人工智慧創作力對於全世

界皆會造成影響，我國亦無法置身事外。如未來我國考慮針對人工智慧創作物與

發明物進行立法，考量人工智慧創作與發明也是源自於人類的貢獻，且單就成果

外觀而言，部分已與人類之創作不相上下，故可在現行法規下以專章方式予以規

範，部分可準用現行法之規定；或如考量現行制度是以人類精神創作作為規範主

體，可能可採行針對人工智慧創作與發明建立新的智財制度。而本文認為，時至

今日，之於人工智慧創作與發明，人類的創作貢獻在整體的創作過程中仍佔有相

當高的比例，故與著作權與專利權制度仍有部分相容之處，故在立法建議上以前

者作為立法前提，也是本文立法建議所採之立場。未來，如人工智慧具有高度的

獨立性，甚至是主動具有「創作動機」時，則可能改以專法的方式，賦予新的智

財權利類型較為適當。 

第二節 建議 

在立法建議上，本文主重要著重在創作與發明主體的判斷與權利歸屬，雖然

權利歸屬多數可透過當事人契約約定的方式解決，但仍應考量在當事人間未為約

定時，權利歸屬之判准。 

在人工智慧創作物方面，雖然人類貢獻、干預程度有別，但是人工智慧都是

內容創作者，不單純僅是一般表現人類思想的工具，故應以人工智慧為事實上作

者，採「職務上創作」之同一法理，以法律擬制的方式將著作財產權歸屬於人類。



‧
國

立
政 治

大

學
‧

N
a

t io
na l  Chengch i  U

niv

ers
i t

y

 144 

則權利歸屬部分則視人類之創作貢獻以及對於個別作品之影響個案判定，如參照

英國法織規定，以「為必要安排」者視為作者，取得著作權。如使用者的貢獻極

度微小時，應歸屬於設定創作架構之開發者；反之，若使用者依自己需求對人工

智慧進行訓練、輸入具有創作性之指示與限制，對於個別創作的內容而言具有決

定性影響時，原則上應以使用人為法律上之著作人。其他衍生問題也應明文規定，

如權利存續期間應以著作公開發表後或著作完成後為計算基礎、權利之發生應考

慮以登記制度進行初步審查是否符合保護要件，如有侵害人類著作人之著作權之

情事相關責任歸屬也應一併規範，如使用他人著作做為學習資料以訓練人工智慧，

可能侵害訓練資料之著作權，以及人工智慧創作物本身與其他人類著作實質近似

時應如何處理等問題。 

而在人工智慧發明部分，由於整體發明過程人類仍佔有重要地位，透過「許

願」賦予人工智慧發明意志並影響發明的方向。故在立法上，對於發明主體可能

可採行之解釋方法有二，一為「擴大發明行為之定義」，將人工智慧當作新時代

發明工具，故從事廣義發明行為之使用者為發明人；二則與人工智慧創作為相同

解釋「採職務上發明同一法理」，則人工智慧雖為事實上之發明人，但因其不具

有權利能力，故透過法律擬制的方式將使人類成為「法律上之發明人」，並取得

專利申請權等權利。另外，人工智慧發明技術也會影響申請專利之發明所屬技術

領域中具有通常知識者之「知識」與「技能」之判斷，影響進步性之審查，日後

人工智慧發明技術成熟並更為普及，可能在審查時須將人工智慧發明技術產生之

影響一併評估。會將人工智慧創作與發明納入法律保護，主要是基於功利主義，

而人工智慧創作著作與發明，終究並非人類精神上之作品，非人類人格之展現，

故本文認為，人工智慧創作與發明，皆不具有智慧財產法下之人格權。 

立法時也應考量公眾利益，由於人工智慧技術多掌握在科技公司手中，將人

工智慧創作與發明列入法律保護範圍之中，可能造成科技公司手中智慧財產權數

量呈爆炸性增加，也影響人類創作或是發明的動力，甚至是過度依賴人工智慧，

因此其中私利以及公益衡平、放寬與限縮之間拿捏需立法政策上更深入研究與探

討。 

人工智慧在地位上也許是輔助人類工作之「工具」，但是其已可完成過去認

為是人類的智慧方可達成之創作行為，甚至成品與人類的著作完成度不相上下，

或許稱之為人類的「助手」更為合適。以機器人記者為例，其所發布的新聞與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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類撰寫的新聞相比較，讀者幾乎無法分辨，可說是通過創作領域的「圖靈測驗」，

而過去 Turing 所設想具有「思考」能力的人工智慧似乎正在逐漸實現。雖然可能

必須承擔人類因為人工智慧產出的創作與發明被保護，而失去創作的意願或是動

機。然而，人工智慧創作與發明，並非取代人類，而是作為人類創作力的翅膀，

將人類帶往更高的層級與境界，憑藉人工智慧之力，人類也許可完成只有人類所

無法完成之事。人類精神上的創作仍然有其不可撼動的價值與保護的意義，是人

工智慧所永遠無法取代，故人類精神創作透過智慧財產權法予以保護，人工智慧

產生之創作則是與之區隔再為立法，不論是在現行制度下或專法保護之。透過人

工智慧參與可有助於豐富文化與技術的多樣性，與人類創作互動下可激發更多創

意火花。 

對於新科技，不宜一昧恐懼與排斥，而是應正面積極因應新技術對於現行法

制帶來的衝擊，享受並開發人工智慧所帶來的好處，另一方面以立法或擬定政策

的方式謹慎、細膩地處理人工智慧對於社會與經濟帶來的影響，如多數的科技大

廠在把人工智慧當作未來技術與產品服務的新戰場的同時，也體認到人工智慧若

無限制發展的可怕之處，故以呼籲成立「道德和倫理委員會」或是聯合簽署人工

智慧發展原則等方式，以掌控人工智慧技術發展，及早預防可能的風險。當真正

「人工智慧可以自行創造出超越自己能力的人工智慧」的「奇點」來臨之前，人

類可以更從容不迫的態度預先妥善處理並積極面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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