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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文摘要 

在大數據時代下，資料成為兵家必爭之地，為了擷取、分析、並

利用資料、幫助企業進行更好的商業決策，有效率且自動化擷取資料

的電腦程式工具—網路資料爬梳（Web Scraping）技術應運而生，成

為企業從外部獲取資料不可或缺的技術之一。  

然而，網路資料爬梳經常涉及未經授權擷取公開網站上載有的資

料，另作商業用途，可能因而侵害資料持有者的智慧財產權，或被指

控為「搭便車」，構成破壞競爭秩序等不正競爭行為。資料蒐集行為

的合法性與個案情況高度相關，在法律適用尚未釐清的狀態之下，恐

將阻礙網路產業與資料蒐集與分析為核心的商業模式。  

本論文聚焦在企業運用網路爬蟲擷取公開網頁資料，在智慧財產

權部分以著作權為焦點，回顧網路爬蟲涉及的 Kelly v. Arriba，Field v. 

Google與 AP v. Meltwater等實務案例，討論著作權保護之現況與侷限；

在不正競爭防止法部分，藉回顧中國著名網路企業百度、大眾點評、

奇虎 360 等公司間的爭議，及美國 Yelp 與 Google 爭議，與我國的近年

發生的房仲訴屋比案比較，梳理網路資料爬梳技術相關法律議題的發

展現況，並參考各國法院值得借鏡的處理態度，試圖平衡資訊流通自

由與市場參與者各方之利益，建立大數據環境中網路爬蟲的治理模式。  

 

關鍵字：大數據、資料擷取、網路爬蟲、不正競爭防止、著作權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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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文摘要 

In the era of Big Data, an unprecedented scale of digital data is being 

generated, which leads to an explosion of “publicly available” content on 

websites. In order to obtain those data from the Web, an automatic and efficient 

data extraction technology, commonly referred to as “web scraping”, has been 

created. It has become one of the indispensable technologies to gain access to 

data sources outside of a firm.  

Web scraping, however, often involves unauthorized use of scraped data 

for commercial purposes. Data scrapers thus face potential legal liabilities  for 

copyright infringement or considered in contravention of unfair competition 

law. As the lawfulness associated with web scraping is highly fact sensitive, 

legal uncertainty might hinder innovative data-driven business models.  

This paper examines the commercial use of web scraping technologies  

which retrieves data from public websites.  It examines copyright infringement 

claims in cases such as Kelly v. Arriba, Field v. Google, and AP v. Meltwater. 

It then reviews the leading cases in the United States, China, and Taiwan 

involving famous digital companies such as Google, Yelp, and Baidu. Lastly, 

the paper explores and provides recommendations on how to govern web 

scraping to better achieve the balance between free flow of information, and 

the interests of different market participants.  

 

Keywords：Big Data, Data Extraction, Web Scraping, Unfair Competition, Copyright 

Infringe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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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緒論  

第一節  研究動機與研究目的  

大數據正在劇烈改變我們的生活， 2014 年經濟合作暨發展組織

（The Organization for Economic Cooperation and Development, OECD）

發布報告指出 1，資料是創新的驅動力，深刻影響包含教育、公衛、醫

療、商業、司法等公私領域，並催生以資料為核心的商業模式（Data-

driven economy）。透過大數據分析所帶來的新知識，可以顛覆各個領

域的生態，有機會創造前所未見的新產品與服務。  

過去，要進行資料相關性的統計與分析，多必須倚賴人工進行收

錄，然而，這樣的資料蒐集方式需耗費大量人力成本、整理的資料規

模也有限，又可能因為人為主觀選擇，增加後續分析的母體資料客觀

性的疑慮，因此，市場亟需自動化、大量蒐集資料的技術，以利後續

資料分析，創造資料的利用價值。而網路資料爬梳（Web Scraping）

就 是 網 路 產 業 經 常 使 用 的 一 種 技 術 ， 透 過 網 路 爬 蟲

（Crawler/Scraper）等自動化程式，其以浩瀚的網際網路作為資料的

來源，研究人員、新聞工作者得應用爬蟲技術觀察人類的行為模式、

預測投票傾向等等，企業也能以網路上蒐集之資料為基礎，推出創新

服務與應用。  

                                                 

1 See generally, OECD, DATA-DRIVEN INNOVATION FOR GROWTH AND WELL-BEING  (2015), 

https://read.oecd-ilibrary.org/science-and-technology/data-driven-innovation_978926 

4229358-en#page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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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運用爬蟲技術來取得資料，與許多網路所孕育的新興商業

行為一樣，尚未有完整的法律加以應對，也因為其利用模式不斷推陳

出新，創造新的法律爭議。  

隨著資訊科技與網際網路發展，資料對於網路企業的重要性日漸

提高，網路資料爬梳技術的採用不僅有助於公開資訊的自由流通；擷

取公開網站上的資料加值利用，產出具有商業價值的新資訊，還與過

去逐字抄襲他網站之網頁內容，不啻構成智慧財產權侵害或不正競爭

行為之利用模式，有所不同。在科技發展下，是否可以在未經同意或

授權，自由擷取公開可獲得的／公開可存取的（Publicly Accessible） 2

的網頁內容，挪作己用？究竟何種資料利用模式才是爬蟲行為的合理

法律界線、我國的法制又要如何面對資訊時代下資料取用的法律議題？

此疑義對資料擷取方，與網站經營者都帶來法律上的不安定性。  

由此，讓本文好奇，法律如何面對資訊社會與此相關的系列爭議

—現在的界線是什麼樣（what）、未來的界線怎麼劃（ how）、以及

為什麼如此（why）？為回應以上問題，本文首先將介紹網路爬蟲擷

取網頁資料的運作模式與其影響，進而討論以著作權法主張網路資料

爬梳構成侵權行為的管制現況與其界線，而後探討以不正競爭法制規

範網路資料爬梳之案例，以及最後，探討管制的適切性，以供我國立

法與司法解釋實務參考。  

 

 

                                                 

2 Teresa Scassa, Sharing Data in the Platform Economy: A Public Interest Argument for Access to 

Platform Data, 50(4) UBC L. REV. 1017, Fn. 119 (2017). 該文特別強調 Public Accessible 和

Public Available的差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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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  研究方法  

本文採取之研究方法以案例探討為主、文獻回顧為輔，試圖歸納

出爬蟲行為的合法界線。  

在案例探討部分，主要選擇網路產業較為活躍的美國、中國，與

歐盟，探討有關自動化資料擷取程式的案例，觀察主管機關或法院對

此一行為的規範趨勢，兼及論述相關內國法規範，討論規範之共同之

處，並分析判斷標準，歸納法制之優缺點，藉此與我國最新案例發展

相互比較，以期作為我國立法與司法實務之借鏡。  

在文獻回顧部分，將研讀與整理國內外對於網路爬蟲與第三方資

料蒐集相關之研究報告、期刊論文，釐清第三方資料擷取所涉及的法

律議題、其規範現況與學說爭論，試圖建立一系統性論述，以回答本

文提出的核心問題。  

 

第三節  研究範圍與限制  

大數據 3相關法律議題包含巨量資料的取得、儲存、分析，及其所

使用的技術、資料分析結果的利用等 4；本文主要欲聚焦於大數據分析

                                                 

3 Big Data 亦有翻譯為「巨量資料」，根據美國國家標準技術研究所（NIST）定義，大數據的

特徵包含聚集龐大資料量（Volume）、即時性（Velocity）、多樣性（Variety）、變化性

（Veracity）的資料。何謂大數據概念下的巨量規模，未有明確定義，可能是指大量到兆位元

組（TB）、千兆位元組（PB）的規模，重點在強調經過大數據的儲存、處理與分析，可以挖

掘出未知的新資訊；See, NIST Big Data Public Working Group, NIST Big Data Interoperability 

Framework: Volume 1, Definitions, 4 (2015), https://bigdatawg.nist.gov/_uploadf iles/NIST.SP.1500-

1.pdf. 

4 See generally, Daniel L. Rubinfeld & Michal S. Gal, Access Barriers to Big Data, 59 ARIZ. L. REV. 

339 (2017). 本文從大數據產業的價值鏈點出各階段的法律議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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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過程中的第一步—資料的取得階段，探討第三方透過爬蟲技術擷

取資料，並加以利用時所涉及的法律議題。本文設定之主要研究目標

為網站內容提供者可能提起的法律主張，以及相對地，哪一種網路爬

蟲利用類型較可能獲得違法的評價，藉以勾勒網路資料爬梳的合法性

邊界。  

一、  網路爬蟲擷取的資料標的為網頁上的資料，為呈現雙方的相對

關係，本文將網頁內容的提供方 5稱為資料持有者（Data Host）

或是網站經營者（Website Operator）；而網路資料爬梳技術的

採用方，稱為資料擷取者（Data Scraper） 6。  

二、  本文將聚焦於網站經營者關於著作權法、與不正競爭防止法的

法律主張，以適用法律時之爭議為主軸，輔以不同國家之案例

加以討論。網路爬蟲擷取資料的行為亦可能涉及違反網站所載

使用者條款，或類似的線上定型化契約，惟本文不擬討論線上

契約有效性等契約法問題。  

三、  本文擬僅聚焦於民間企業如何利用爬蟲技術這種自動化資料搜

集工具，最大化其競爭力，以及隨之而來的法律風險。因此，

擷取資料的目的如為學術研究等非商業利用，以及資料持有方

                                                 

5 網路內容服務業者（Internet Content Provider／Host Providers）可以包括營業機構或個人，利

用網路服務提供者（ISP）提供之網際網路通路，提供網際網路儲存空間給自己或其使用

者；ICP之定義與類型請見 Jan Bernd Nordemann, Liability for Copyright Infringements on the 

Internet: Host Providers (Content Providers) — The German Approach, 2(1) J. INTELL. PROP. 

INFO. TECH. & ELEC. COM. L. 37 (2011). 

6 此稱呼係參考 Jeffrey Kenneth Hirschey, Symbiotic Relationships: Pragmatic Acceptance of Data 

Scraping, 29 BERKELEY TECH. L.J. 897 (2014) 一文的用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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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於資料擷取的反制行為，是否有濫用市場優勢地位等競爭法

上疑慮，即非本研究討論的範圍。  

四、  網路爬蟲的運用，基本上可分為三個階段，分別是在目標網頁

擷取資料、存取到自己的資料庫、以及後續利用 7，在不同的程

式語言設計下，網路爬蟲可能尚有不同強度與功能，然簡化為

此三步驟已足夠進行法律分析、討論其主要爭議。  

五、  本文在探討爬蟲行為是否構成智慧財產權的侵害與不當競爭等

議題上，暫排除對於個人資料的討論，僅探討非個人資料作為

本文爬蟲行為擷取標的，特先敘明。  

 

第四節  本文架構  

本文之研究架構以網路爬蟲擷取資料為中心，共分為五章；第一

章為緒論，闡述本文的研究動機、目的，並界定研究範圍，說明研究

所遇限制，並介紹本文論述架構，俾使讀者對本文有一概略了解。  

第二章進入網路資料爬梳之介紹，歸納常見的網路爬蟲商業利用

型態，並於第二章第二節說明其所帶來的商業價值，與利弊影響；又，

對於擷取網頁資料的管制由許多不同法規形塑而成，故於第二章第三

節點出相關的管制法規—包含著作權法與不正競爭防止法。  

本文以第三章及第四章分析目前處理網路資料爬梳的法律框架：

第三章主要聚焦於網站經營者主張智慧財產權相關規定保護網頁資料

                                                 

7 將搜尋引擎的網路爬蟲技術拆解步驟分別討論，可見於廖先志、金鍾誠，論搜尋引擎以程式

在網路上自動抓取資料時可能面臨之法律問題及其解決之道，圖書館學與資訊科學，33 卷 1

期，頁 58，2007年 4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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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 

的可能性，第三章第一節指出探討實體財產權主張的侷限；並特別在

第三章第二節，討論設有「不具原創性」資料庫保護法制的國家對網

路爬蟲的規範情況；而在第三章第四節、第五節討論與網路資料爬梳

技術相關的著作權法律的保護範圍與例外，最後帶出主張著作權法在

保護不具原創性網頁資料的困境。  

第四章則以不正競爭防止法規制為中心，第四章第一節至第五節，

以網路爬蟲資料利用的實務案例為出發，探討美國、中國等資料分析

產業蓬勃發展的國家所衍生的案件與法律適用，也回顧我國對於此技

術的規範趨勢；並在個案介紹之後，提出本文之觀察與分析。在第四

章第六節比較各國規範，並提出本文對網路爬蟲相關案例的分類處理

的必要，以及判斷標準的建議。  

第五章為本文的結論，統整前述各個章節，並點出網站經營者可

以採取的經營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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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網路資料爬梳與法律疑義  

第一節  爬蟲技術  

第一項  定義與背景  

未經處理的原始資料（Raw Data） 89本身只是毫無使用價值的雜訊，

唯有對資料進行分析、計算，找出資料之間的規律或是相關性，才能

將資料（Data）能轉化為資訊（ Information）、知識（Knowledge）及

行動（Action） 10；換言之，處理過的資料才有使用上的價值。這種在

大量資料中自動搜尋先前未知的、具有關聯性知識的分析過程，稱為

資料探勘（Data Mining） 11；例如，企業蒐集大量消費者在網頁點擊

購買的習慣，分析之後發覺消費的行為模式，藉此得知消費者真實的

喜好，甚至能預測消費者行為，進而用以提升行銷的精準度與廣告成

效；這種規模與效用是單憑人工整理與肉眼觀察所難以達到的。如圖

                                                 

8 Data 亦有譯作「數據」，本文為求用詞一貫，除 Big Data 在我國通稱為「大數據」以外，都

使用「資料」一詞翻譯 Data。 

9 資料（Data）可以廣泛指稱各種可以以數位形式收錄於資料庫的檔案，包含文字、圖像、聲

音、影像、事實、數字、數據等等，詳細討論請見下述第一章第三節第二項；See, Jean-Paul 

Triaille et al., Study on the legal framework of text and data mining (TDM), 8 (2014), 

http://ec.europa.eu/internal_market/copyright/docs/studies/1403study2en.pdf. 

10  See, Indranil Bose & Radha K. Mahapatra, Business Data Mining — A Machine Learning 

Perspective, 39 INFO. & MGMT. 211, 211 (2001); Ali M. Al-Khouri, Data Ownership: Who Owns 

“My Data”?, 2(1) INT’L J. MGMT. & INFO. TECH., 1 (2012); Chaim Zins, Conceptual approaches for 

defining data, information, and knowledge, 58(4) J. AM. SOC’Y FOR INFO. SCI. & TECH. 479, 485 

(2007). 

11  Data Mining 又常譯作資料採礦、資料挖掘；將此技術應用到全球資訊網上，又可稱為網路

探勘（Web Mining），亦即針對網站內容、網頁架構、網站使用度等面向進行分析與統計，

得以了解資料潛藏的關聯性，或更了解使用者行為。參見陳惠貞，2017新趨勢計算機概論，

頁 14-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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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所示，資料探勘屬於資料庫知識發現（ Knowledge Discovery in 

Databases, KDD）中的重要步驟。  

圖一  資料庫知識發現流程圖 12 

圖一顯示的是資料分析與應用的基本架構，簡而言之，進行資料

分析前，首先必須有資料來源；接下來選擇所需要的資料之後，需進

行資料的前置處理與資料轉換，是為資料清理（Data Cleaning）的過

程 13，包含資料合併、堆疊、刪除不需要的變數，調整資料的單位為

一致等等；然後才能進行資料探勘，整理出分析的結果。然而一整張

的數據報表含意是難以理解的，所以需要經過解釋、與視覺化資料來

呈現隱含的知識與意義。  

在整個資料分析的過程中，第一步驟即是取得欲處理與分析的目

標資料。取得資料的方式可能來自事業內部或是外部：如果事業內部

有許多資料來源，例如電子商務平台從客戶交易與互動中蒐集大量資

料，自然透過資料庫管理，進行大數據分析、加值利用資料就不成問

                                                 

12 Usama Fayyad et al., The KDD Process for Extracting Useful Knowledge from Volumes of Data, 

39(11) COMM. OF THE ACM 27, 29 (1996).  

13 Id. at 28, 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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題；但是對於尚未吸引足夠使用者，又無完整資料庫的新創事業，如

何從外部取得資料來源即是一個重要的問題。  

其中，網際網路成為人們獲取外部資料的重要管道 14。網際網路

上的公開網頁 15（Public Website）含有大量的資料，其涵蓋新聞、商

品資料、財金資料、商家評論、活動與交通票券，甚至公告、各種文

書等生活各方面的資料，如果能進一步善加利用、分析，將可以產生

巨大的商業價值、催生新的商業服務。  

而欲取得他人經營的網站上的資料，可採用不同種資料採集的方

式：其中一種是直接和目標網站內容提供者請求利用，介接該網站經

營者自行開放的應用程式介面（ Application Programming Interface,  

API），即可取得便於使用的標準化格式資料 16。提供 API 是一種網站

經營常見的資料使用策略，以 Facebook 的「開放平台」 17功能為例，

讓用戶或第三方業者可以介接 Facebook 的 API，以 Facebook 的資料為

基礎，另行開發應用程式與加值服務，例如，在 Facebook 網站上提供

遊戲應用程式、心理測驗，或在第三方經營的網誌上加入按讚、分享

到 Facebook 頁面的按鈕等，使 Facebook 可執行的服務更加多元。然

                                                 

14  Pamela Samuelson, Mapping the Digital Public Domain: Threats and Opportunities, 66 L. 

& CONTEMP. PROBS. 147, 167 (2003). 

15 根據 The Computer Desktop Encyclopedia的定義，「公開網頁」是指任何有網路連線與瀏覽器

的人都可以訪問的網際網路位址；相對而言，私人網頁則是指特定人士，或經過註冊的人輸

入密碼始可訪問的網站，例如企業內部的網路（Intranet）架設防火牆與網際網路相隔，參見

THE COMPUTER DESKTOP ENCYCLOPEDIA, http://lookup.computerlanguage.com/host_app/search?ci 

d=C999999&term=public+website&lookup.x=0&lookup.y=0 (last visited July 3, 2018). 

16 RYAN MITCHELL, WEB SCRAPING WITH PYTHON: COLLECTING DATA FROM THE MODERN WEB, 49 

(2015). 

17  FACEBOOK FOR DEVELOPERS, https://developers.facebook.com/policy/?locale=zh_TW (last visited 

July 3, 20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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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API 是資料持有者所設定，各該網站經營者可以控制第三方所能

接取的資料內容、種類與數量，所以在目標網站 API 所提供的資料格

式不合使用目的，或根本沒有開放 API 等情況下，就無法取得資料。  

此時，技術上不待資料持有方同意或事先取得授權，即可進行資

料採集的一種方法，就是網路資料爬梳（Web Scraping） 18。  

 

圖二  網路爬蟲簡易架構（筆者自繪）  

一般使用者瀏覽網頁的原理，簡單來說，是使用者透過網際網路

連線到網站，向網站的伺服器發出請求（ request），伺服器回傳

（ response）並發送給使用者瀏覽器，瀏覽器就依據該網站的原始碼

（例如 HTML 檔案 19），呈現網頁的圖案與文字；而「網路資料爬梳」

                                                 

18 Web Scraping 中文也有譯作網路資料爬梳、網頁資料抓取、網頁擷取、網頁抓取、網頁爬

蟲、網絡爬蟲、網頁挖取等，未有統一的正式翻譯；網路爬蟲的技術，英文也有稱為 screen 

scraping（螢幕擷取）或 web harvesting（網頁收割）等，參見 supra note 16, at Preface, x. 

19 超文字檔案標記語言（HyperText Markup Language, HTML），是一種主要用來製作網頁內容

與外觀的標記語言，用來定義網頁與文件的結構，瀏覽器接收到HTML文件，就會轉譯為使

用者看得懂的網頁；參見陳惠貞，前揭註 11，頁 8-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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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術，如上圖二所示，係透過普遍稱為「網路爬蟲」的網路程式

（Scraper 或 Crawler） 20，快速且自動化地從網際網路上搜尋、篩選，

向目標網站的網址（Universal Resource Locator, URL）的伺服器溝通、

要求資料，在分析後，大量擷取特定資料，儲存於自己的資料庫的技

術 21。網路爬蟲程式可以設定擷取資料的來源，可以不設定特定對象，

擷取全網際網路的網頁；也可以設定特定幾個網頁，擷取特定的資料。  

換言之，網路爬蟲擷取資料的方式其實就像一般使用者一樣，經

由對網站請求（ request）—回傳（ response）的過程訪問網站，只是

利用程式自動化操作。本文整理網路爬蟲技術之特點如下：  

1. 網路爬蟲之技術門檻易跨越  

依據 Distill Networks 的 2016 年報告 22，網路爬蟲技術技術發展得

越來越成熟、利用範圍與規模也持續擴大，成為普通人也都能輕易下

載並操作擷取網頁資料的新產品，學習寫作爬蟲程式也在開發者社群

非常流行 23，在網路上不僅有許多開發好的程式供自由運用，還有許

                                                 

20 Crawler 與 Scraper 指稱的網路爬蟲功能稍有不同，簡言之，網際網路彷彿是一張互相連結的

大網，搜尋引擎經常使用 Crawler，首先給定一個或是多個起始的網址，Crawler 再透過該網

頁含有的 URL 不斷連結、擴散到其他網頁，尋找各網頁上相關的資料、建立索引；而

Scraper 網路爬蟲是針對特定的網站分析、並擷取網頁的 HTML 原始碼，得以獲取所需要的

資料。 

21 Hirschey, supra note 6, at 904-05. 

22  The 2016 Economics of The Rise of Advanced Persistent Bots Web Scraping Report, DISTILL 

NETWORKS, 7, https://forum.equinix.com/assets/images/files/distil-networks-2016-economics-of-we 

b-scraping.pdf (last visited July 3, 2018). 

23 See, Hirschey, supra note 6, at 9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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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免費教學資源 24，也有第三方公司提供的爬蟲程式產品 25，所以接近

利用爬蟲技術的門檻並不高。  

2. 效率高  

運用網路爬蟲，使用者可以自動分析並下載特定的資料。使用者

只要設定一網址，對於目標伺服器要求（Request）特定資料，並取得

回應（Response），接著透過不同的程式寫作技巧 26，即可篩選出自己

想要的資料內容，自動下載檔案。功能上，爬蟲程式可以設定機器人

「自動登入」網站，開始擷取資料；或是在使用者必須按「下一頁」

類型的網站，網路爬蟲也能做到自動翻頁 27，節省使用者一一點選網

頁的時間。另外，可以設定擷取資料的頻率，一次爬取數千個網站資

                                                 

24 搜尋網路爬蟲教學資源，即可尋找到例如：附範例與完整程式碼！手把手帶著你用 Python做

出爬蟲、抓取網頁資料，科技報橘，https://buzzorange.com/techorange/2017/08/04/python-

scraping/（最後瀏覽日：2018/07/03）；大數學堂網站提供 Scrapy爬蟲、Crawler爬蟲多個入

門與實戰演練教學影片，http://www.largitdata.com（最後瀏覽日：2018/07/03），甚至出版商

O’Reily直接將 Ryan Mitchell所著 Web Scraping with Python, 2nd Edition 免費提供於網站，

https://www.safaribooksonline.com/library/view/web-scraping-with/9781491985564/ch01.html

（最後瀏覽日：2018/07/03）。 

25 例如Kimono、import.io等網站提供網路爬蟲產品，使用者無須自己寫出程式碼，只需要按照

操作指令鍵入，即可開始運用網路爬蟲爬梳資料。 

26 參見 Engine Bai，Python x 網路爬蟲，http://enginebai.logdown.com/posts/834887/webcrawler

（最後瀏覽日：2018/07/03）提到搜尋、正則、字串處理、切分、取代等程式寫作技巧，可

以達到篩選資料的功能。 

27 詳細翻頁技術操作方式可參考 UncleChen的博客，python利用 beautifulsoup+selenium 自動翻

頁抓取網頁內容，http://unclechen.github.io/2016/12/11/python 利用 beautifulsoup+selenium 自

動翻頁抓取網頁內容/（最後瀏覽日：2018/07/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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料庫，並在各個網站資料庫中篩選、擷取想要的特定資料 28，可見網

路爬蟲蒐集資料的規模與速度，遠遠超過人力所能及。  

舉例而言，Google搜尋引擎的「GoogleBot」就是一廣為人知的網

路爬蟲 29，之所以 Google能夠提供好的搜尋服務，係建立在 GoogleBot

強大的爬蟲程式設計與演算法，使其有辦法「爬」過最多的網頁、篩

選出最具相關性的網頁內容，提供給使用者。  

3. 節省成本  

運用爬蟲蒐集資料可以大幅降低資料蒐集的成本，例如，常見的

聚合網站（Aggregator） 30，並非自己重新產生網站內容，甚至不需要

經過目標網頁的同意，技術上仍可以做到直接擷取他人網頁的資料，

節省與目標資料網站洽談合作的交易成本，也避免技術整合的困難。  

綜合以上特點，可得知爬蟲技術的應用有助於提高資料採集的效

率，使用者可以尋找到更多資料分析所需的原料，在網路上，自動蒐

集資料的技術已有悠久的運用歷史，資料經濟的浪潮越發蓬勃，由於

此工具進入門檻不高、成本較低，且越發精準的資料分析技術是市場

所需，在可預見的未來，仍會繼續為市場廣泛利用。  

 

 

                                                 

28 MITCHELL, supra note 16, Preface, x.; Sean O'Reilly, Nominative Fair Use and Internet Aggregators: 

Copyright and Trademark Challenges Posed by Bots, Web Crawlers and Screen-Scraping 

Technologies, 19 LOY. CONSUMER L. REV. 273, 274 (2007). 

29  Google 網站對於 GoogleBot 的說明，請見 https://support.google.com/webmasters/answer 

/182072?hl=zh-Hant（最後瀏覽日：2018/07/03）。 

30 詳如下述第二項第二款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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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項  爬蟲技術常見利用類型  

網路爬蟲的用途十分廣泛與興盛，根據統計，網路爬蟲資料擷取

行為占據了網際網路總流量的 46%31，而在大數據技術不斷演進下，可

以想見未來可能出現的網路爬蟲商業模式難以窮盡列舉，以下僅整理

目前利用網路爬蟲技術常見的幾種商業模式：  

第一款  搜索引擎類爬蟲  

人的時間與注意力有限，要求使用者記得數個網址，直接造訪個

別網站尋找想要的資訊並不實際，此時搜尋引擎的功能是依據使用者

輸入的特定詞彙（Query），準確地引導使用者到含有相關資訊的網站。  

網路爬蟲是搜尋引擎的重要構成部分，主要使用 crawler 爬蟲為架

構。運作上，搜尋引擎使用的這種類型的爬蟲，係從固定的網址

（URL）為始點，找出網頁中所含的超連結（ hyperlink），再不斷分

別沿著各個超連結，繼續剖析下一個網頁，取回資料，不斷遞迴重複

這個過程 32。在每連結到一個網頁時，搜尋即儲存該網頁內容於自己

的資料庫，以建立索引（ index）因應使用者搜尋的需求 33。搜尋引擎

亦可依其功能細分為不同種類，以常見的進行文字搜尋與檢索的搜尋

引擎，搜尋引擎的運作為「取得資訊—儲存—建立索引」的過程 34。  

                                                 

31 John Delaney & Aaron Rubin, Morrison & Foerster's Predictions on Intersection of Technology and 

Law — From Web Scraping to Blockchain, INTELLECTUAL PROPERTY WATCH (Jan. 4, 2018), 

http://www.ip-watch.org/2018/01/12/morrison-foersters-2018-predictions-intersection-technology-l 

aw-web-scraping-blockchain/. 

32 MITCHELL, supra note 16, at 31. 

33  Niva Elkin-Koren, Let the Crawlers Crawl: On Virtual Gatekeepers and the Right to Exclude 

Indexing, 26 U. DAYTON L. REV. 179, 187 Footnote 23 (2001). 

34 廖先志、金鍾誠，前揭註 7，頁 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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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款  聚合網站類爬蟲  

聚合網站（Aggregator）簡而言之，是整合散見在各網站的內容

或服務，讓使用者降低一一訪問數個網站的時間成本，可以在單一網

站上得到所需資訊 35。聚合網站上所聚集的資料可能是任何網頁上的

資料，端視市場的需求而有各種可能，例如新聞報導、金融資料、股

票收盤價格、商品價格等。  

常見的新聞報導聚合網站如 Google 新聞 36、美國赫芬頓郵報

（Huffington Post） 37等，或我國的 LINE TODAY38，通常本身沒有組

織建立記者團隊、也不提供第一手採訪取得的內容，而是從不同的來

源擷取其他傳媒所產生的新聞，以「轉載」的方式呈現新聞在單一網

站上 39。透過網路爬蟲技術也可以聚合金融資訊，提供帳戶整合

（Account Aggregation）的服務 40；例如北美地區的新創公司 Mint.com

理財平台 41，讓使用者只要一次登入，即可以在一個平台上管理自己

數個金融帳戶（ financial account），查看不同銀行帳號的交易紀錄與

帳戶餘額等資訊，不僅節省使用者時間，還可以提供進一步的分析與

管理功能，有利網路銀行業務的發展。另外常見的聚合網站是如

                                                 

35 See, Kimberley A. Isbell, The Rise of the News Aggregator: Legal Implications and Best Practices, 

BERKMAN CENTER RESEARCH PUBLICATION No. 2010-10, 2 (2010); Monika Jasiewicz, Copyright 

Protection in an Opt-Out World: Implied License Doctrine and News Aggregators, 122 YALE L.J., 

837, 837 (2012).  

36 Google 新聞，https://news.google.com/?hl=zh-TW&gl=TW&ceid=TW:zh-Hant（最後瀏覽日：

2018/07/03）。 

37 赫芬頓郵報從未印刷紙本報紙，聘雇編輯群負責錄寫主流媒體新聞，更特別的是大量向各領

域名人、政治人物邀稿，不區分專欄與網誌的界線的經營方式在當時十分創新。 

38 LINE Today網站，https://today.line.me/tw/pc（最後瀏覽日：2018/07/03）。 

39 Isbell, supra note 35, at 2. 

40 O'Reilly, supra note 28, at 273. 

41 Mint官方網站，https://www.mint.com/（最後瀏覽日：2018/07/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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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rivago 或是 Kayak42等提供使用者「旅遊計劃工具」的聚合網站，透

過搜尋眾多機票與飯店網站，為旅客提供機票、飯店、租車等相關資

訊，方便旅客找到最便宜的價格組合。  

聚合網站類型的爬蟲運作方式與搜尋引擎爬蟲並無太大差異，搜

尋引擎爬蟲擷取資料、儲存至資料庫，最後建立索引目錄以利使用者

查詢；聚合網站亦有相同的擷取資料、儲存至資料庫步驟，僅是後續

並無建立索引，而是將擷取來的資料內容，依據使用者需求整理、呈

現在網站上而已。  

第三款  資料分析類爬蟲  

前兩種網路爬蟲發展比較久遠，皆是擷取資料而後分析、整理，

以近乎相同（例如搜尋引擎類），或只是簡化原本網站資料的形式

（例如聚合網站類），提供服務給自己的網站使用者。然而，近期蓬

勃發展的商業模式，是擷取資料後用於資料分析目的的網路爬蟲。此

類網路爬蟲利用方式與前兩者不同，其擷取目標網站資料之後，並不

建立索引、也不單單是簡化原網站資料呈現於自己網站，而是將擷取

來的資料進一步進行資料分析，進而提供與原本網站不相關聯的、或

是原本網站並未提供的資訊。  

近幾年，美國矽谷出現了不少以資料探勘為核心業務的新創企業，

這些公司本身並沒有自己內部蒐集或產生的資料，而是依賴諸如

Facebook、Twitter、LinkedIn 等握有大量資料的網路平臺，從這些網

                                                 

42  KAYAK 官方網站， https://www.tw.kayak.com/?ispredir=true Kayak （最後瀏 覽 日 ：

2018/07/03）。 

https://www.tw.kayak.com/?ispredir=tru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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路平台公司公開網頁擷取資料，進行分析處理後，以資料分析結果營

利。  

截至目前最新的美國實務案例，2017 年的 hiQ v. LinkedIn 43案，即

屬此一利用類型。該案原告 hiQ 公司是以資料探勘為主要業務的新創

企業，其商業模式是以網路爬蟲擷取 LinkedIn 專業人才社群網站上公

開的會員資料 44，然擷取資料的目的並不是用來建立另一競爭性人力

資源平台，而是透過資料分析技術，由頻繁更新公開檔案內容的行為

預測該員工另覓新工作的可能，並販售此一分析結果給其雇主 45。  

 

第二節  網路爬蟲之影響  

在個案利用目的不同之下，網路爬蟲帶來對資料持有者，以及社

會大眾各有利弊的影響，以下分述之：   

第一項  促進資訊流通與技術創新  

資料對於現代資訊社會至關重要，文化與資訊的自由流通有賴大

眾 得 以 近 用 各 種 資 訊 46， 也 因 此 ， 資 訊 流 通 自 由 （ free flow of 

information）在現代社會有著勝於以往的重要性，無論是為了監督政

                                                 

43 hiQ Labs, Inc. v. LinkedIn Corp., 273 F.Supp.3d 1099 (N.D. Cal. 2017)，該案正在第九巡迴上訴

法院審理中。因為加州北區聯邦地方法院准予 hiQ禁制令，命 LinkedIn必須允許網路爬蟲擷

取網頁公開資料，有利於網路爬蟲方的判決結果，使另一聚合網站 3Taps 公司，亦對

LinkedIn 公司提起確認訴訟，主張網路爬蟲擷取公開資料的行為不會違反聯邦電腦詐欺與濫

用法（CFAA），見：3Taps Inc. v. LinkedIn Corp., No. 18-00855 (C.D. Cal. filed Feb. 8, 2018). 

44 hiQ, 273 F.Supp.3d at 1104. 

45 Id. 

46 F.W. Grosheide, Database Protection — The European Way, 8 WASH. U. J.L. & POL’ Y 39, 41 

(20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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府政策、民間企業，或為了確保市場的效率運作，都建立在能有意義

地接近並利用資訊 47。以知識經濟角度來理解政府公開資料（Open 

Government Data），其倡議不僅是促使政府施政透明化以及促進公共

參與；政府開放原始資料，移轉給民間更有效率地加值利用資料，更

可進一步加速服務與產品的創新應用，有助於促進資訊自由流通，促

進產業發展 48。  

網路爬蟲技術是有助於資訊流動的工具 49，例如 The San Francisco 

Chronicle 報紙的調查報導記者透過網路爬蟲，擷取 Airbnb 上房屋物件

的資料，評估 Airbnb 對舊金山房屋租賃市場的影響 50。透過網路爬蟲

有效率地近用資料，對於產業界更有重要意義，例如大型零售商

Amazon、Walmart，皆需要透過網路爬蟲擷取競爭對手網站上的商品

價格資料 51，以利於調整自己的定價策略、訂定最適價格；對於網路

產業的新進業者而言，其受限於有限的資源，難以在短時間內自己建

立規模足夠龐大的資料庫，然而透過技術擷取公開網頁上的大量資料

加以分析利用，這些新進業者可以填補目前市場尚未提供的需求，有

助於降低新業者進入市場之進入門檻 52。網路爬蟲的利用也可能有助

                                                 

47 Elkin-Koren, supra note 33, at 208-09; Jamie Williams, “Scraping” is Just Automated Access, and 

Everyone Does It, ELECTRONIC FRONTIER FOUNDATION (Apr. 17, 2018), https://www.eff.org/deepli 

nks/2018/04/scraping-just-automated-access-and-everyone-does-itu. 

48 Scassa, supra note 2, at 1046; 戴豪君、顧振豪，建構資料開放之良善法制環境，國土及公共治

理季刊，3卷 4期，頁 18，2015年 12月。 

49 Rubinfeld & Gal, supra note 4, at 374. 

50 Williams, supra note 47. 

51 REUTERS, How Amazon's Bot Army is Trouncing Walmart in E-Commerce Wars, FORTUNE (May 10, 

2017), http://fortune.com/2017/05/10/amazon-bots/. 

52 Rubinfeld & Gal, supra note 4, at 37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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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技術創新 53，因為網路爬蟲擷取網頁資料以後，可以用於資料分析，

並找出連原本資料持有者也尚未發現、尚未商業化的知識。  

綜上所述，如果賦予資料持有者過大的權利限制網路爬蟲擷取、

加值利用資料，可能危害資訊自由流通 54，提高新競爭者進入市場門

檻，不利技術創新。  

第二項  造成目標網站的伺服器負荷  

網路爬蟲通常會消耗目標網站的大量流量，造成目標網站伺服器

的負荷，減慢網頁運作的速度 55。以自動化程式—網路爬蟲擷取資料

的本質，就是近用他人所營運的網站，要求資料，而此技術之所以可

以達到有效率的資料蒐集，來自資料擷取者將瀏覽網站的頻率寫入程

式碼中，指定爬蟲程式擷取資料的速度。如果目標網站沒有特別的限

制，技術上爬蟲訪問網站的頻率可達到難以想像的高速，例如 2010 年

工程師 Pete Warden 在短短數個小時內即爬取 2 億個 Facebook 用戶頁

面，擷取該些用戶公開的的名稱、地理位置、交友訊息、興趣等等 56。

當然這樣明目張膽的網路爬蟲行為立刻招致 Facebook 的警告函，該位

工程師忌憚 Facebook 提起訴訟之可能，自行停止了網路爬蟲的行為。  

                                                 

53 Counsel for Amicus Curiae Scraping Hub, Ltd., Brief for Amicus Curiae Scraping Hub, Ltd. In 

Support of Affirmance, at 6. 

54 Elkin-Koren, supra note 33, at 207. 

55 Daniel Keamey, Network Effects and the Emerging Doctrine of Cybertrespass, 23(1) YALE L. & 

POL’Y REV. 313, 317 (2005). 

56 此事件較詳細討論可見於 Bloomberg Law文章：Jim Snell & Derek Care, Use of Online Data in 

the Big Data Era: Legal Issues Raised by the Use of Web Crawling and Scraping Tools For Analytics 

Purposes, BLOOMBERG BNA (Aug. 28, 2013), https://www.bna.com/legal-issues-raised-by-the-use-

of-web-crawling-and-scraping-tools-for-analytics-purpos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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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於資料持有者而言，爬蟲程式既非正常人類使用者，對於網站

的廣告或內容曝光給目標客群並無助益，如又佔用大量流量，自非資

料持有者所樂見，因此許多程式語言教學皆強調，為了長期擷取資料，

網路爬蟲程式應儘量模擬一般使用者，減緩訪問網站的速度與次數，

以防免法律困擾 57。  

第三項  智慧財產權之侵害  

網路爬蟲技術擷取目標網站的資料，視其資料性質是否含有他人

著作或商標等智慧財產權，加以擷取、利用，可能侵害他人的智慧財

產權 5859。雖然顯示機票價格資料的聚合網站，只是顯示一事實或單純

數據資料，資料來源也原本已經公開，因此不涉及著作權或營業秘密

之問題；但如果擷取網頁內含著作權保護的標的，例如新聞聚合網站，

擷取的目標資料形式是文字、攝影圖片等，即可能涉及著作權法下重

製權及公開傳輸權等問題。如果在自己網頁上呈現含有資料來源網站

的 Logo、商標，可能使消費誤解商品來源，或誤認兩網站間有合作關

係，此時亦有可能構成商標侵權。  

                                                 

57 E.g., MITCHELL, supra note 16, at 178. 

58 雖然網路爬蟲的確有可能成為侵害營業秘密的一種手段，然而網路爬蟲造成營業秘密的侵

害，是建立在資料擷取方先行侵入資料庫的行為，例如行為人先取得目標網站或資料庫的密

碼、或突破網站所設置的防火牆，進入網站，再以網路爬蟲技術擷取該資料庫內容。本文認

為前述行為與網路爬蟲技術的本身並無直接關係，再者，本文較關注爬蟲技術對於「公開網

頁」上的資料擷取行為，既然該等資料已經公開，任何人連上網路即得以見聞，即已喪失

「秘密性」（我國營業秘密法第 2條），則不可能該當營業秘密法下的營業秘密要件。 

59 參照我國專利法第 58條與 TRIPs第 28條第 1項規定，專利權法所賦予專利權人的排他權，

係指排除他人未經其同意而「實施」該發明之權；而對於專利物的「實施」係指製造、販

賣、要約販賣、使用或為上述目的而進口專利物之行為；然而，網路爬蟲不論有無取得事先

授權，其行為僅是取得資料，即便網路爬蟲擷取的標的是專利說明書的內容，也不足以構成

專利權的「實施」，故專利法與網路爬蟲技術較無關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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又例如搜尋引擎使用的網路爬蟲，其擷取的標的是目標網頁的

HTML 文件，建立網址超連結的索引，理論上不涉及著作的利用；然

而，為了讓搜尋引擎使用者更精確、快速的找到網頁連結，有些搜尋

引擎不只是複製網頁標記，而是把網頁以快照方式（又稱快取，Cache）

60儲存一份副本在自己資料庫，以利在超鏈結失效的狀況下，仍能快

速地從自己資料庫回應使用者搜尋需求 61；而儲存包含所有網頁內容

的網頁快照行為，亦有可能會構成著作權侵權 62。簡而言之，網路爬

蟲的利用存有潛在的智慧財產侵害問題。  

第四項  傷害商業競爭秩序  

有論者認為，網路爬蟲行為就算不侵害智慧財產權，也有害於市

場競爭關係，因為網路爬蟲行為是取用他人付出努力與投資所取得的

資料，可能使得未來資料持有者失去繼續投資的動機。容忍這種商業

手段，也暗示著當市場上有新的產品出現，另一事業不需要自己從零

開始構思新產品，只要能夠擷取他人網站上資料，即可以架設一個類

似的網站，長遠來看，有害網路產業的競爭關係 63。  

舉例而言，透過網路爬蟲技術擷取資料，代表事業無須自行產生

原始資料，即可加以利用。如果一家企業將歷史銷售紀錄應用資料分

析技術探察使用者的消費模式，又依據庫存量、銷售預測、比較競爭

                                                 

60 後續章節將討論網頁快照之法律問題，參第三章第四節、第四章第二節。 

61 楊智傑，搜尋引擎與合理使用：美國案例與 Google圖書館計畫，智慧財產月刊，125期，頁

42，2009年 5月。 

62 關於網頁快照之討論請見第三章第四節第一項，與第四章第二節。 

63 Howard A. Shelanski, Information, Innovation, and Competition Policy for the Internet, 161 U. PA. 

L. REV. 1663, 1700 (20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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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品價格來設定最精準的定價 64；此時，其他競爭者可以用網路爬蟲

技術，直接擷取呈現在該企業網站上的商品價格資料，並調整成相對

應的訂價，完全不需要取得該家企業原本加以分析的資料本身，亦可

以達到同樣的精準定價效果 65。由此觀之，如果資料持有者不能實質

地控制網站的瀏覽者，或不能限制對資料（與形成的資料庫）的訪問

與存取，可能傷害其投資在軟、硬體的資料庫建置的誘因。  

 

第三節  網路爬蟲相關法律爭議  

基於以上或有好壞的影響，資料持有者努力採取各種技術手段，

或是以法律主張維護網站不受網路爬蟲的擷取。首先，最常見的技術

手段當屬「爬蟲協議」，然其法律定位仍曖昧不明；而在進入法律適

用之前，需先釐清「資料」本身的權利內涵為何。  

第一項  爬蟲協議（Robot Exclusion Protocol）  

在毫無限制的恣意網路爬蟲行為容易造成伺服器流量阻塞、損及

商業利益的情況下，資料持有者開始思考如何可以解決這種問題，通

                                                 

64 Jeffrey Dastin, Amazon trounces rivals in battle of the shopping “bots”, REUTERS (May 10, 2017, 

01:17 PM), https://www.reuters.com/article/us-amazon-com-bots-insight/amazon-trounces-rivals-in-

battle-of-the-shopping-bots-idUSKBN1860FK (last visited July 3, 2018). 

65 Rubinfeld & Gal, supra note 4, at 373-7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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常會在網站載有使用者服務條款（Terms of service） 66，以聲明或契約

的方式限制網站使用者的爬蟲行為；或在設計網頁時，透過技術文件

限制資訊擷取—通常該項技術文件係指俗稱的「爬蟲協議」（Robot 

Exclusion Protocol） 6768。  

爬蟲協議發展的背景，源自於 1993 至 1994 年已經開始有運用程

式自動、大量擷取網站內容 69，因此網路社群在 1994 年 6 月 30 日召開

當時最有公信力的會議 The Robot Mailing List Conference 70，討論如何

建立一套資料抓取的原則，以因應方興未艾的網路爬蟲運作 71。  

                                                 

66 例如，Facebook 使用條款第 3條：「您不會收集用戶的內容或資訊，或以其他方式在未經我

們事先許可下，使用自動化方式登入 Facebook（如網頁收割機器人、機器人、蜘蛛程式或擷

取程式）」以及第 12 條：「除非您在開放源代碼許可授權下或我們給予您明確書面許可的

情況下，獲得了以下相關行動的明確許可，否則，您不得修改、建立衍生作品、反彙編或以

其他方式嘗試提取我們的原始碼」，https://www.facebook.com/terms.php（最後瀏覽日：

2018/03/24）；又例如 Amazon 的 Conditions of Use 在 LICENSE AND ACCESS 條款載

有：”Amazon or its content providers grant you a limited, non-exclusive, non-transferable, non-

sublicensable license to access and make personal and non-commercial use of the Amazon Services. 

This license does not include any resale or commercial use of any Amazon Service, or its contents; 

any collection and use of any product listings, descriptions, or prices; any derivative use of any 

Amazon Service or its contents; any downloading or copying of account information for the benefit 

of another merchant; or any use of data mining, robots, or similar data gathering and extraction 

tools.”，https://www.amazon.com/gp/help/customer/display.html?nodeId=508088（最後瀏覽日：

2018/03/24）。 

67 直譯為「機器人排除標準」，亦有翻譯為機器人協議。有學者強調為求精準，主張應稱為

「爬蟲訪問控制政策」，惟業界通俗稱呼既為「爬蟲協議」，本文從之。參張金平，有關爬

蟲協議的國外案例評析，電子知識產權，頁 80，2012年 12期。 

68 除了爬蟲協議之外，在設計網頁時也可以使用功能類似的技術文件「meta 標籤」（meta-

tag），與爬蟲協議功能類似，亦是一種指示網路爬蟲抓取或索引網頁內容範圍的程式語言。 

69 MITCHELL, supra note 16, at 223. 

70 The Robot Mailing List Conference是由一名工程師Martjn Koster所發起，現在仍可以取得早

期論壇的討論紀錄，http://www.robotstxt.org/mailinglist.html（最後瀏覽日：2018/07/03）。 

71 王夢璇，「爬蟲協議」法律問題研究，北京化工大學學位論文，頁 4，2016年。 

http://www.robotstxt.org/mailinglist.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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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爬蟲協議」是一種程式語法，在網站的根目錄上建立一個以

Robots.txt 命名的文檔，告知資料擷取方（例如搜尋引擎、或其他類型

的網路爬蟲）哪幾個頁面與特定內容，允許或禁止被機器人讀取 72，

其呈現之方式例如下圖三。其設置目的有兩點：  

1. 保護網站內容安全、隱私及網路安全，避免網路爬蟲惡意

擷取敏感資訊。  

2. 避免搜尋引擎等網路爬蟲抓取資料耗費流量過大，而導致

該網站的其他用戶無法進入，伺服器癱瘓 73。  

每個網站的網站使用者條款，可能分別使用不同的字詞稱呼網路

爬蟲行為，相對地，使用爬蟲協議這種程式語言較能夠被網路爬蟲解

讀，得以有效地和訪問網站的網路爬蟲溝通網站的訪問政策 74。  

 

圖三  京東網站爬蟲協議示意圖 75 

                                                 

72 寧立志、王德夫，「爬蟲協議」的定性及其競爭法分析，江西社會科學，2016 年 1 期，頁

161，2016年。 

73 王夢璇，前揭註 71，頁 4；楊華權，論爬蟲協議對互聯網競爭關係的影響，知識產權，頁 16-

17，2014年 1月。 

74 MITCHELL, supra note 16, at 223. 

75 京東為中國前三大電子商務平台，京東網站之爬蟲協議，https://www.jd.com/robots.txt（最後

瀏覽日：2018/07/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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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程式碼中，「User-agent」指向某請求瀏覽網站的網路爬蟲，再

透過「 allow」值和「 disallow」值，允許或禁止該特定網路爬蟲可以

擷取的網頁範圍；而「 *」和「 /」的寫作方式則是表現「所有的」、

或「任何的」。以圖三為例，此為中國電子商務網站京東網站的爬蟲

協議檔案，「User-agent: Etao Spider」即表示針對一淘網的爬蟲，

「Disallow: /」代表京東網站設定一淘網為黑名單，且所有的京東網頁

均不可以擷取。  

另外，為了避免爬蟲程式過於快速與頻繁的擷取網站資料，在爬

蟲協議中亦可以以程式碼限制網路爬蟲的擷取速度，程式以「Crawl-

delay」表現；例如，程式設計為 Crawl-delay:10，代表網路爬蟲每次

擷取資料的間隔時間為 10 秒。  

問題在於，爬蟲協議只是一套網路社群遵循的程式寫作慣例，雖

然大多數的知名搜尋引擎遵守網站的爬蟲協議，並沒有強制力要求網

路爬蟲遵守爬蟲協議 76。這個性質影響爬蟲協議的法律效果，究竟違

反爬蟲協議擷取網站資料，是否構成規避網站所設置的「技術保護措

施」？以及違反爬蟲協議，是否即該當不正競爭行為？本文將於第三

章及第四章分別討論。  

 

第二項  資料之性質  

網路爬蟲行為所搜集之客體為網頁所呈現的內容，更精確的來說，

是蒐集網頁上載有的資料，因此有必要須進一步討論，何謂資料？資

料是否有「所有權」可言？  

                                                 

76 See MITCHELL, supra note 16, at 2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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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Data）泛指任何儲存為電子格式的資訊，資料的產生可能

來自感測器、線上交易紀錄、網路點擊流量、網站使用者活動的紀錄，

或來圖片、影像、電子郵件等等各種可以數位化呈現的資料 77。  

依蒐集的主體區分，網路上的資料可以分為「公領域資料」

（ Public Sector Data）與「私領域資料」（ Private Sector Data） 78。

「公領域資料」指稱的為政府等公部門所蒐集的資料，例如健康保險

資料、即時高速公路流量資訊等等，近年開放資料的風潮在民主國家

間十分盛行，原因就是希望釋放這些政府蒐集自民間的資料回到民間，

讓人民得以加值利用，甚至利用資料分析監督政府施政效率。例如，

台北市政府資料開放平台 data.taipei，希望藉由公部門提供原始資料，

使民間得以發揮創意、利用技術，提升城市治理效能 79；而「g0v 零時

政府」是一個致力於利用資訊技術促進公民參與的線上社群，他們提

出多項開放政府專案，利用網路爬蟲等自動化技術擷取政府單位的預

算資料，加以處理、分析、美化複雜而繁瑣的原始資料列表，使一般

民眾也易於理解 80。因此，網路爬蟲技術可說是擷取公開網頁資料的

重要加值技術。  

「私領域資料」指稱非政府單位所蒐集的資料，包含企業蒐集自

銷售、鋪貨、物流等內部資料，或是蒐集自網站使用者的點擊紀錄等，

還有網頁上公開呈現的商品價格資料、圖片、文字、影片等等。網路

                                                 

77 分析：大量資料在現實世界中的使用，IBM 商業價值研究院與牛津大學賽德商學院合編，頁

4，http://www.sysage.com.tw/Guest/getFile.aspx?fileid=119（最後瀏覽日：2018/07/03）。 

78  Kingsley Jones & CIFR Research Fellow, Submission to the Productivity Commission: Data 

Availability and Use, 10 (2016), http://apo.org.au/system/files/67132/apo-nid67132-33036.pdf. 

79 Data.Taipei 臺北市政府資料開放平台網站，http://data.taipei/opendata/aboutus（最後瀏覽日：

2018/07/03）。 

80 g0v零時政府網站，https://g0v.tw/zh-TW/about.html（最後瀏覽日：2018/07/03）。 

http://data.taipei/opendata/aboutu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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爬蟲技術不僅可以擷取到公開網頁 81的資料，如果先行取得或破解使

用者密碼，亦有可能突破防火牆擷取閉鎖的私人網頁資料。  

從資料本身含有的資訊區分，資料又可以分為個人資料，與非個

人資料 82。基於對隱私權的保障與重視，大部分的工業化國家將個人

資料保護視為重要公共政策，並訂定相關法律、監督機關和行為規範

83。以我國而言，大法官解釋第 603 號將「個人資料之自主控制」定義

為隱私權的保護內涵，屬於憲法第 22 條所保障之基本權利，為維護人

性尊嚴、個人主體性之維護及完整人格發展所不可或缺，台灣也因此

訂有《個人資料保護法》限制公部門或私部門搜集與利用個人資料。  

相對而言，非個人資料又被稱作工業資料（ Industrial Data） 84，

指的是機器感測蒐集的，或商業活動所產生的匿名化的資料 85。首先，

非個人資料對於數位經濟的市場潛能、資料分析技術的發展具有重大

意義。根據 2017年歐盟發佈的報告指出， 2016年資料經濟市場價值約

為 600 億歐元，較前年增長幅度為 9.5%，2020 年則有望超過 1060 億

歐元的規模 86。體認到非個人資料的流通的經濟意義，歐盟委員會於

2017 年 9 月 13 日提出《非個人資料自由流動規則（草案）》

                                                 

81 同參前揭註 15。 

82  Arguments Against Data Ownership: Ten questions and answers, MAX PLANCK INSTITUTE FOR 

INNOVATION AND COMPETITION, 1, https://www.ip.mpg.de/fileadmin/ipmpg/content/forschung/A 

rgumentarium-Dateneigentum_eng.pdf. 

83 OECD, GUIDELINES ON THE PROTECTION OF PRIVACY AND TRANSBORDER FLOWS OF PERSONAL DATA 

(Sept. 23, 1980), http://www.oecd.org/sti/ieconomy/oecdguidelinesontheprotectionofprivacyandtran 

sborderflowsofpersonaldata.htm (amended on July 11, 2013 by C(2013)79). 

84  Gintare Surblyte, Data as a Digital Resource, MAX PLANCK INSTITUTE FOR INNOVATION & 

COMPETITION Research Paper No. 16-12, 3 (2016). 

85 Id. at 6. 

86 European Commission, Building A European Data Economy, COM(2017), 2, 28.02.20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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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gulation on the free flow of non-personal data） 87，草案第一條即說

明此規則的立法目的，在於促進非個人資料的開放性和自由流動，避

免各歐盟會員國不一致的法律與不當的限制阻礙資料經濟的蓬勃發展

88。再者，非個人資料的蒐集與利用上亦無侵害隱私等疑慮，目前並

無法律特別加以管制 89。至於一種稱為半個人資料（ semi-personal data）

的資料類型，則是指原本屬於個人資料，而後經過匿名化處理或去識

別化處理，此種資料的性質則仍取決於是否仍能與個人識別產生連結，

定其究為個人或非個人資料 90。  

至於非個人資料本身的權利性質，從資料的本質出發，數位資料

有著非對立性（ non-rivalrous）以及非排他性（ non-excludable）的特

徵 91，任何人利用資料，並不減損該資料，並且也不影響其他人同時

利用該資料的可能性，有著明顯的公共財（ Public goods）特質 92。資

料可輕易被完美複製，並且無實體的特性，和一般民法概念下的所有

                                                 

87 European Commission (2013b), Proposal for a Regulation of The European Parliament And Of The 

Council on a framework for the free flow of non-personal data in the European Union, COM(2017) 

495 final, 13 September 2017. 

88 Art. 1: “This Regulation seeks to ensure the free movement of data other than personal data within the 

Union by laying down rules relating to data localization requirements, the availability of data to 

competent authorities and data porting for professional users.”; Dominic Broy, The European 

Commission's Proposal for a Framework for the Free Flow of Non-Personal Data in the EU, 3 EUR. 

DATA PROT. L. REV. 380, 382 (2017). 

89 Surblyte, supra note 84, at 3. 

90 Id. at 7. 

91 Kingsley Jones & CIFR Research Fellow, supra note 78, at 33; Grosheide, supra note 46, at 40. 

92 沈宗倫，資料庫著作權保護的檢討與新視界—以原創性為中心，月旦法學雜誌，188 期，

頁 7，2011年 1月；See, WILLIAM FISHER, PROMISES TO KEEP — TECHNOLOGY, LAW AND THE 

FUTURE OF ENTERTAINMENT, 199-200 (20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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權賦予擁有者對財產排他的使用、收益和處分的權利，扞格不入，難

以構成民法意義下的財產權 93。  

既然與傳統財產權並不相同，在目前法制架構下，應僅有呈現於

網站上的各種文字、圖形、聲音、影像、電腦軟體等屬於著作時，受

到著作權保護；於呈現商標或標章時，受到商標法保護；於傳輸資訊

的技術應用上，因有專利與營業秘密保護之可能性，落於私有財的範

疇 94；除此之外，資料本身如果僅是單純「 0」與「 1」的集合組成，

僅為數位化的事實紀錄，並非人類智慧的結晶 95，自非屬智慧財產保

護的標的，而應屬於一種公共資源，應鼓勵非個人資料的流通與加值

利用。  

第三項  網路爬蟲與限制資訊流通的法律  

回顧網際網路的特色，任何人皆可突破國境與時差傳輸資料，在

網路上架設網站也不需要經過層層審核，學者認為這種「去中心化」

（decentralized）的性質，使網際網路本身是一個追求資訊流通（ free 

flow of information）的空間 96。  

資訊自由流通有著憲法上的意義，雖然憲法並無明文保護「資訊

自由權」，然憲法意義下的言論自由權，保障人民接收訊息（ right to 

receive information），與獲取資訊（ right to obtain information）的權

                                                 

93 梅夏英，數據的法律屬性及其民法定位，中國社會科學，2016 年 9 期，頁 169-170，2016

年。 

94 馮震宇，網路法基本問題研究（一），頁 17，1999年。 

95 參見梅夏英，前揭註 93，頁 167-168。需注意其討論的 Data只包含數位化的電子資料，並且

在其討論範圍下，定義文字、影音都屬於「信息（information，我國普遍稱資訊）」與本文

稍有不同，但是其亦承認資料是資訊的載體，兩者並非截然區分。 

96 Elkin-Koren, supra note 33, at 183; 另參李劍非，著作權與網路資訊自由，頁 180-181，2001年

11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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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美國 Stevens 大法官在 Houchins v. KQED, Inc.案的不同意見書中強

調，美國憲法增修條文第一條的核心目標，是使大眾享有完整與自由

流通的資訊 97，肯認資訊流通自由之概念係言論自由隱含目的之一 98。

我國的憲政實務亦同此理，依據我國憲法第 11 條，言論自由保障人民

「實現自我、溝通意見、追求真理、監督政府與各種社會活動」 99，

為人民基本權利，其廣義內涵可以包含表現意見的自由、與接收訊息

的自由 100，故資訊的自由取得與思想的自由流通自屬於保護範圍之內。  

然而，著作權法、契約法，與不正競爭防止法等法律規範，雖然

不是直接管制網路爬蟲技術或第三方擷取公開資料的行為，這些法律

加諸的限制與制裁效果，實則大致勾勒出第三方近用（Access）資料

的行為邊界，這些法律皆可歸類為「限制近用資訊的法律」（The law 

of access to information） 101，限縮公開網頁之資料自由流通的範圍。  

網路爬蟲的資料擷取行為涉及複製網頁上文字、圖案等內容，資

料持有者可以在訴訟中主張智慧財產的侵害，使得著作權法（與相關

智慧財產法）產生限制私人間資訊流通的效果；尤其網路領域無國界

                                                 

97 李劍非，前揭註 96，頁 192中引用 Houchins v. KQED, Inc., 438 U.S. 1, 30 (1978) (Stevens, J., 

dissenting): “The preservation of a full and free flow of information to the general public has long 

been recognized as a core objective of the First Amendment to the Constitution. It is for this reason 

that the First Amendment protects not only the dissemination, but also the receipt, of information and 

ideas.”。 

98 李劍非，前揭註 96，頁 190。 

99 司法院大法官解釋 509號解釋文。 

100 林子儀，言論自由導論，載：李鴻禧等編，台灣憲法之縱剖橫切，頁 108，2002年 12月。 

101 學者Madison以資訊取得權（Right to Access）為核心，探討美國法制環境下，使用者與資料

持有者的契約約定、數位千禧年著作權法案下的反規避條款、聯邦電腦詐欺及濫用防制法

（刑法）等法制，並統稱這些法律為限制近用資訊的法律。See, Michael J. Madison, Rights of 

Access and the Shape of the Internet, 44 B.C.L. REV. 433, 433-34 (20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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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特色，更擴大著作權法對資訊流通的影響力 102。而在網路爬蟲造成

網站伺服器超載而無法正常運作的情況，資料持有者則可能主張侵害

財產權。至於擷取的標的若是智慧財產權所不保護的客體，資料持有

者則可能主張網路爬蟲的行為違反網站的使用者條款（Terms of Use），

或是以網路爬蟲複製網站內容，充實自己網站的行為，主張此行為屬

於不正競爭行為。更確切地說，前述規範限制了第三方擷取網路上公

開資料的行為，也描繪出資訊流通自由的界線。  

以下，本文將以第三章、第四章分別討論著作權法與不正競爭防

止法對於網路資料爬梳所形成的規範框架。  

 

                                                 

102 李劍非，前揭註 96，頁 1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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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網路爬蟲與智慧財產權  

本章將著重討論網路爬蟲行為與著作權法的關係，首先界定在網

站內容提供者享有的有體與無體財產權保護的輪廓，兼及說明創設資

料庫特別權的國家如何處理網路爬蟲爭議，再透過理論與案例討論資

料持有者以著作權法保護網頁資料之可能性與極限。  

第一節  網站經營涉及之有體與無體財產權  

網站內容提供者利用網際網路，架設網站以提供各種內容與資訊

給使用者，網站的經營一方面涉及網站內容的提供，一方面也須確保

網頁在網路上穩定運作。是以，資料持有者為抵禦網路爬蟲擷取資料，

有主張實體財產權與無體財產權之可能。  

第一項  有體財產權  

首先討論在網路空間主張財產權侵害的可能性 103。在美國案例法

上，有關網路爬蟲構成非法侵入動產（ trespass to chattels）最具指標

性的案例，應屬兩個拍賣網站間發生的爭議—2000 年的 eBay v. 

Bidder’s Edge 案 104。原告 eBay 當時是全球最大的拍賣網站，而被告

Bidder’s Edge 是一聚合網站（ aggregation site），利用網路爬蟲技術擷

取、並在自己經營的網站上彙整包含 eBay 在內的上百個電子商務網站

                                                 

103 本章節以下說明限於英美侵權行為法中的侵入動產規定，英美侵權行為法之原則與法理有其

特殊性，與我國或大陸法系僅為債編通則之一部分不同，各種侵權行為的要件與效果也與我

國有別，建議讀者於閱讀時需特別留意；惟本文為求完整呈現美國資料爬梳案例原告之主張

變化，且侵入動產法制保護有體財產之意涵可與無體財產權對比，故加以分析，並感謝口試

委員宋皇志教授之提醒。FISHER, supra note 92, at 134; R. Clifton Merrell, Trespass to Chattels in 

the Age of the Internet, 80 WASH. U. L. Q. 675, 690 (2002). 關於英美侵權行為法之說明與我國法

比較請參考楊崇森，英美侵權行為法之理論與運用，軍法專刊，59卷 6期，2013年 12月。 

104 eBay Inc. v. Bidder’s Edge, 100 F.Supp.2d 1058 (N.D.Cal. 2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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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供其使用者搜尋在各網站上販售的商品，也可以直接下標進行

交易 105。為了即時更新商品的拍賣價格，Bidder’s Edge 每天訪問並擷

取 eBay 網站的品項高達 10 萬次 106，eBay 原本試圖透過協商的方式解

決，但一直未果 107，故對 Bidder’s Edge 提起訴訟，主張 Bidder’s Edge

的蒐集並重製 eBay 網頁資料的行為是侵入（ invade）eBay 網站，構成

非法侵入動產 108，請求法院核發臨時禁制令（preliminary injunction）

109。  

審理該案的加州北區聯邦地方法院最後准予核發禁制令，基於

Bidder’s Edge 有潛在影響 eBay 網站正常提供服務給使用者的可能性 110，

法院認定 Bidder’s Edge 是故意、且未經授權地妨害（ interference）原

告對電腦系統的所有 利益（ possessory interest） 111；再者，由於

Bidder’s Edge 爬蟲對網站伺服器發出的請求次數高達 10 萬次，幾乎佔

eBay 每日網站流量 1%以上 112，如果准許 Bidder’s Edge 繼續擷取網站

資料，將可能鼓勵更多不知名網路爬蟲恣意擷取網站資料 113，況且，

eBay 網站的授權協議也有明確表示只授權有限數量的網路爬蟲近用網

                                                 

105 Id. at 1061. 

106 Id. at 1060. 

107 Id. at 1067. 

108 Id. at 1058, 1063；其他主張包含商標淡化、不實廣告、聯邦以及州法的商標侵權、聯邦電腦

詐欺及濫用防制法等。 

109 本案法院審酌是否核發臨時禁制令，考量四個要件：（1）聲請人在本案勝訴之可能性；（2）

不核發禁制令是否會造成聲請人立即且難以填補的損害（immediate and irreparable harm）；

（3）衡量禁制令之核發對於雙方當事人之損害孰大（balancing of hardships）；（4）禁制令

的核發是否會對公共利益生負面影響。 

110 eBay, 100 F.Supp.2d at 1072. 

111 Id.  

112 Id. at 1060. 

113 Id. at 1066: “…would likely encourage other auction aggregators to crawl the eBay site, potentially 

to the point of denying effective access to eBay’s customer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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站，故法院認同 Bidder’s Edge 的使用行為有造成網站癱瘓、使其他使

用者無法訪問 eBay 網站的潛在的難以回復的損害 114。因此，法院認為

eBay 網站有權管控網站的訪問權限，證明前述潛在損害可能性，已經

足以論證原告侵害財產權的主張 115。  

當時的案件引起許多學者的討論，並透過法庭之友（ Brief of 

Amicus Curiae）報告表達擔憂，認為法院此舉係過度限制商品價格等

公開資訊的自由流通 116。美國後續發生的案例中，各級法院也多未支

持 eBay 案的見解，其中，2003 年審理 Intel v. Hamidi 案 117的加州最高

法院並未採納 eBay 案的見解，認為在系爭私人財產沒有受到「實際損

害」的情況下，不能成立非法侵入動產之主張 118。從此判決觀之，似

乎只要網路爬蟲較為謹慎地操作、不至於造成網路系統的過量負載，

或導致網站崩潰，即便造成網站頻寬較大的負荷，也無由成立對電腦

系統的財產權侵害 119。  

綜上而言，資料持有者主張非法侵入（ trespass），隱含的意義是

認為網路空間也是類似某種傳統動產的實體空間（ Internet-as-place 的

隱喻） 120，只要未經允許進入該空間，就侵犯了網站所有者的所有權。

                                                 

114 Id. at 1069-70. 

115 本案最後以原被告和解收場，故法院並未實質審理侵害著作權相關的爭點。 

116 See generally, Brief of Amici Curiae in Support of Bidder's Edge at 6, Bidder's Edge, Inc. v. eBay, 

Inc., No. 00-15995 (9th Cir. filed June 22, 2000).  

117 Intel Corp. v. Hamidi, 30 Cal. 4th 1342 (2003). 該案涉及被 Intel公司辭退的員工，即被告 Ken 

Hamidi，未經 Intel同意寄送幾千封電子郵件給 Intel現任員工，形同造成 Intel電子郵件系統

極大負荷，故 Intel公司起訴 Hamidi，主張被告行為侵害電腦系統。 

118 Id. at 1351, 1353.  

119 Id. at 1353; George H. Fibbe, Screen-Scraping and Harmful Cybertrespass after Intel, 55 MERCER 

L. REV. 1011, 1018 (2004). 

120 Madison, supra note 101, at 467; Fibbe, supra note 119, at 10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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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本文認為，考量公開網站的性質是開放給任何連接網路的使用者

瀏覽網站與其所含有的資料，網路爬蟲的運作模式也與一個正常的人

類使用者無異，只是大幅增加要求網頁提供資料的速度爾爾，既然並

未實際損害資料持有者的伺服器設備，即難以將網路空間與一般動產

相提並論；以目前的案例發展來看，欲以傳統財產權的概念保護網站，

已非資料持有者可以採取的法律主張。  

 

第二項  無體財產權  

另一方面，資料持有者在網站上最重要的經濟價值所在，通常即

為網頁所含有的圖片、文字等內容，或是將各種資料集合而成的資料

庫，故以下將討論資料或是資料庫以智慧財產權保護的可能。  

智慧財產權通常指稱著作權法、商標法、專利法 121，從規範目的

來看，著作權法以促進文化發展為目的，保護含有藝術、文化、科學

性知識的創作；專利法以促進技術進步為目的，保護創新的技術發明；

以保護產業競爭秩序為目的，則有商標法保護企業與消費者正確識別

產品與服務來源 122。網路爬蟲技術擷取目標網站的資料，視其資料性

                                                 

121 此處僅係為討論方便，狹義理解「智慧財產」概念，學者謝銘洋特別強調智慧財產不僅是保

護人類精神上創作，定義上更包含營業秘密法、積體電路佈局、地理標示、營業標記、商

業名稱等，內涵上亦有對不正競爭的規範；參見謝銘洋，智慧財產權法，頁 2，2013年。 

122 謝銘洋，前揭註 121，頁 8-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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質是否含有以上智慧財產權，倘他人未經授權加以利用，即可能侵害

智慧財產權 123124。  

其中，若聚焦於著作權加以討論，我國著作權法第 1 條揭示的立

法意旨，強調著作權法「保障著作權人著作權益」，賦予著作權人一

定的專屬權利，以確保未來繼續投入創作的誘因，同時達到「調和社

會公益，促進國家文化發展」的目的，可見保護著作權人智慧結晶的

私益之餘，應以維護公眾利益為度 125。因此，不但著作權法下的著作

需要符合特定要件始加以保護，著作權法亦設有「合理使用」規定等

諸多權利限制，與一般財產法賦予排他的保護有所不同。  

我國著作權法第 5 條規定著作內容的例示，包含語文著作、音樂

著作、戲劇、舞蹈著作、美術著作、攝影著作、圖形著作、視聽著作、

錄音著作、建築著作、電腦程式著作等十種著作樣態，並且，該些著

作必須在文學、科學、藝術，或其他學術範圍之內 126；依據最高法院

81年台上字第 3063號民事判決，最高法院強調「凡具有原創性之人類

                                                 

123 雖然網路爬蟲的確有可能成為侵害營業秘密的一種手段，然而網路爬蟲造成營業秘密的侵

害，是建立在資料擷取方先行侵入資料庫的行為，例如行為人先取得目標網站或資料庫的密

碼、或突破網站所設置的防火牆，進入網站，再以網路爬蟲技術擷取該資料庫內容。本文認

為前述行為與網路爬蟲技術的本身並無直接關係，再者，本文較關注爬蟲技術對於「公開網

頁」上的資料擷取行為，既然該等資料已經公開，任何人連上網路即得以見聞，即已喪失

「秘密性」（我國營業秘密法第 2條），則不可能該當營業秘密法下的營業秘密要件。 

124 參照我國專利法第 58條與 TRIPs第 28條第 1項規定，專利權法所賦予專利權人的排他權，

係指排除他人未經其同意而「實施」該發明之權；而對於專利物的「實施」係指製造、販

賣、要約販賣、使用或為上述目的而進口專利物之行為；然而，網路爬蟲不論有無取得事先

授權，其行為僅是取得資料，即便網路爬蟲擷取的標的是專利說明書的內容，也不足以構成

專利權的「實施」，故專利法與網路爬蟲技術較無關聯。 

125 姚信安，論公共領域於著作權法之界線，中正財經法學，14 期，頁 3，2017 年 1 月；謝銘

洋，前揭註 121，頁 243；沈宗倫，前揭註 92，頁 8。 

126 著作權法第 3條第 1項第 1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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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神上創作，且達足以表現作者之個性或獨特性之程度者，即享有著

作權。苟非抄襲或複製他人之著作，縱二創作相同或極相似，因二者

均屬創作，皆應受著作權法之保護」，即明示我國著作權法保護的著

作，係指具有原創性的人類精神上之創作，且具有特定表達的形式、

足以展現作者的個別精神 127。  

如第二章所述，網路爬蟲之運作包含幾個步驟：擷取網頁資料、

存取至資料庫、以及後續分析利用資料。如果網路爬蟲技術的擷取目

標是可受著作權保護的著作，例如刊載於網頁上的圖、文、影音等創

作，擷取資料即可能永久或暫時複製資料，儲存於自己的資料庫，可

能構成「重製權」之侵害 128；而利用該些著作，即可能涉及著作的利

用，侵害「散布權」等著作權人的專有權利。  

然而，著作權法亦明文規定數種不受著作權保護的客體，規範在

著作權法第 9 條，其中包含國家頒布的法條、公文、通用的符號等，

也包含「單純為傳達事實之新聞報導所作成之著作」，原因在於著作

權法在於獎勵創作帶來的社會文化發展，不宜使少數人獨佔詮釋事實

或思想的權利，否則將不利資訊流通 129。換言之，雖然各項著作均可

以電子格式呈現，著作權保護的仍然是該些著作的表達（ expression），

而不是資訊本身內含的思想與概念 130。  

                                                 

127 謝銘洋，前揭註 121，頁 93~106；沈宗倫，前揭註 92，頁 8。 

128 張懿云、陳思廷、姚信安，國際著作權立法新思潮之研究—美國及歐盟研究報告，經濟部

智慧財產局，頁 58，2015年。 

129 謝銘洋，前揭註 121，頁 106、253。 

130 我國著作權法第 10條之 1規定；謝銘洋，前揭註 121，頁 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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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國與我國同樣排除事實、思想等抽象概念作為著作權保護的標

的 131。以美國 1918 年的 International News Services v. Associated Press

案 132為例，美聯社控告 Associated Press 複製，並改寫美聯社報導的行

為係侵害著作權。然而單純陳述事實的報導，並非著作權保護的標的，

法院認定純粹事實的、即時性的新聞，並非具有創作性的著作 133。又

例如在 Ticketmaster v. Tickets.com 案 134中，原告 Ticketmaster 是一售票

網站，主張聚合網站 Ticket.com 侵害其著作權 135，然加州中區聯邦地

方法院明白表示活動的時間、地點、場所、票價並非著作權保護的客

體，既然 Tickets.com 謹慎地並未使用相同的資料編排與表達方式，即

便 Ticketmaster 網站耗費心血蒐集、整理，而該些票價資料被聚合網

站擷取利用雖然看似有些不公平，也與著作權法下著作權人專有的重

製權無關 136。  

                                                 

131 17 U.S.C. 102(b) (2000): “In no case does copyright protection for an original work of authorship 

extend to any idea, procedure, process, system, method of operation, concept, principle, or discovery, 

regardless of the form in which it is described, explained, illustrated, or embodied in such work”; 

Feist Publications, Inc. v. Rural Tel. Service Co., 499 U.S. 363-64 (1991). 

132 International News Service v. Associated Press, 248 U.S. 215 (1918). 

133 Id. at 234: “the information respecting current events contained in the literary production is not the 

creation of a writer but is a report of matters that ordinarily are publici juris; it is the history of the 

day.” 

134 Ticketmaster Corp. v. Tickets.com, Inc., 2000 WL 1887522 (C.D. Cal. Aug. 10, 2000) (denied a 

preliminary injunction); Ticketmaster Corp. v. Tickets.com, Inc., 2003 WL 21406289 (C.D. Cal. Mar. 

7, 2003). 

135 Ticketmaster, 2003 WL 21406289, at *1. 

136 Ticketmaster, 2000 WL 1887522, at *3: “The time, place, venue, price, etc. of public events are not 

protected by copyright even if great expense is expended in gathering the information ... Thus, unfair 

as it may seem to Ticketmaster, the basic facts that it gathers and publishes cannot be protected from 

copy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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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了解著作權的保護範圍後，可知不具有原創性的資料聚集難以

落入著作權法保護範圍，故本文接下來欲以歐盟創設資料庫特別權之

保護模式作為對比，觀察運用網路爬蟲資料擷取行為在不同規範下的

容許空間。  

 

第二節  保護模式一：資料庫特別權  

資料庫（database） 137在技術上，可以定義為一個或多個資料檔案

的集合，用以存放格式固定與邏輯相關的資料 138。隨著數位技術與網

路的發展，網路成為成為聽眾、讀者、使用者接觸著作的重要管道，

著作權人必然也必須相應投入數位化內容，投資與建立資料庫，是以

資料庫在資訊產業（ Information Industry）佔有重要地位 139。在資料的

蒐集與儲存成本隨著科技進展不斷下降的同時，重製技術的發展也使

料庫內容輕易可被複製，資料庫建立者面臨他人可以輕鬆建立含有類

似內容、且資料品質相同的資料庫，甚至與之競爭的窘境 140。  

細究網路爬蟲擷取資料的客體，其實是用戶端看到的網頁原始碼

文件，精確而言，並非近用（ access）資料持有者在伺服器端的資料

庫（database）本身。然而，在網路爬蟲技術大量地要求存取網頁資料

的情況下，的確可能間接達到接觸目標網站資料庫而取得資料的效果

                                                 

137 資料庫（database）亦有翻譯為「數據庫」，由於我國討論歐盟資料庫權之文獻多採「資料

庫」稱之，本文從之；參見陳曉慧，網際網路與著作權，頁 52，2011年。 

138 陳惠貞，前揭註 11，頁 14-3；吳淑莉，論電子資料庫著作權之保護—兼評臺灣臺北地方

法院 96年度訴字第 146號判決，中正財經法學，創刊號，頁 4，2010年。 

139 Grosheide, supra note 46, at 40. 

140 吳淑莉，前揭註 138，頁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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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1，因此在截至目前為止的爬蟲技術相關案例中，資料持有者經常主

張爬蟲係侵害其對網頁資料的蒐集與編排，或是侵害資料庫。  

如果個別資料本身即可受到著作權法保護，則將其收錄在資料庫

中，並不影響原本個別的著作權；相反的，如果收錄在資料庫中的個

別資料非著作權保護客體，著作權法有關之國際公約均肯認，在資料

庫的內容之選擇和編排上具有原創性時，應以著作權加以保護 142。然

而，資料庫的構成，可能僅是不具原創性的資料的堆積與儲存，例如

電話號碼列表、班機時刻表、價目表等等，其編排不一定帶有創意性

質，這些大量資訊如何以法律保護，即有疑義。  

基於資料庫在產業利用上具有重要經濟價值，為保護資料庫建立

者資金、人力與時間的投資 143，並調和資料庫保護適用到著作權法的

扞格，保護資料庫使用者的正當權利 144，歐盟的歐洲議會及理事會在

1992提出資料庫指令草案（Commission Proposal for a Council Directive 

on the Legal Protection of Databases），最終，1996 年通過《資料庫保

護指令》（Directive on the legal protection of databases） 145。  

 

                                                 

141 Rubinfeld & Gal, supra note 4, at 374. 

142 例如伯恩公約（Berne Convention for the Protection of Literary and Artistic Works）第 2條；與

貿易有關的智慧財產權協定（Agreement on Trade-Related Aspects of Intellectual Property 

Rights，TRIPs）第 10條 2項，賦予有創作性的編排或選擇著作權的保護等。 

143 張懿云、陳錦全、古清華，資料庫之保護研究報告，經濟部智慧財產局，第二節、壹、五，

1999年。 

144  Evaluation report of Directive 96/9/EC, 6, http://ec.europa.eu/internal_market/copyright/docs/dat 

abases/evaluation_report_en.pdf. 

145 Directive 96/9/EC of the European Parliament and of the Council of 11 March 1996 on the Legal 

Protection of Databases, 1996 O.J. (L 77) 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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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項  歐盟資料庫保護指令簡介  

依據歐盟《資料庫保護指令》第 1 條第 2 項，該法下所謂的資料

庫，係指著作、資料或其他獨立素材的集合，各該成分透過一定系統

或方法上的編排，使任何人都能以電子或其他方式近用之 146。在前述

定義下，可以整理出歐盟資料庫指令保護的資料庫所需具備的幾項要

件：首先，必須是各種資料的集合，不得為單一著作 147；再者，資料

庫的成分應具有獨立性，即資料庫的個別成分可以分別獨立被取用 148；

第三，該資料庫的編排必須具有某種系統（ systematic）、方 法

（methodical），即編排上不是隨意、漫無目的的排列資料，而應具有

某種邏輯、或有美學意涵 149；最後，資料庫中的資料應可以電子或其

他方式個別使用之，此要件的意義在於電子與非電子資料庫都受到歐

盟資料庫指令的保護 150。  

《資料庫保護指令》對資料庫採取雙軌保護，包含著作權，與新

創設的資料庫特別權（ sui generis  right）。  

在資料庫的著作權方面，「具原創性」的資料庫的著作權人對於

資料庫享有著作權法保障的重製權、散布權、改作權、及公開傳輸、

                                                 

146 “For the purposes of this Directive, 'database' shall mean a collection of independent works, data or 

other materials arranged in a systematic or methodical way and individually accessible by electronic 

or other means.”；陳品序，電子資料庫保護之研究，國立雲林科技大學科技法律研究所碩士

論文，頁 34、40，2014年。 

147 Grosheide, supra note 46, at 52；陳曉慧，前揭註 137，頁 52。 

148 陳曉慧，前揭註 137，頁 52。 

149 Grosheide, supra note 46, at 51. 

150 同前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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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開上映或公開演出權等 151，需注意的是，歐盟的資料庫指令中，資

料庫著作權的保護範圍僅及於資料庫的「結構」，並不及於資料庫所

個別收錄的資料內容，換言之，個別資料並非資料庫著作權保護之範

圍 152。  

另一方面，歐盟資料庫指令創設一種獨立於著作權的「特別權」，

保護「不具原創性」的資料庫的財產權。依據指令第 7 條第一項，該

法保護的是資料庫建立者（ the maker of a database）對於資料庫內容的

取得（ obtaining）、驗證（ verifying）、與表達（ presenting）所為的

質與量的重大投資 153，資料庫建立者因此享有避免資料庫重要部分

（ substantial part）全部或一部被「擷取」（ extracted）或「再利用」

（ re-utilised）的權利 154。該條文字中，擷取與再利用的權利相對不難

了解，分別與著作權法概念下的重製權、散布權相似 155，具體而言，

「擷取」係指「永久或暫時將資料庫內容，以任何方法或形式移轉全

                                                 

151 參見資料庫指令第五條，”In respect of the expression of the database which is protectable by 

copyright, the author of a database shall have the exclusive right to carry out or to authorize: (a) 

temporary or permanent reproduction by any means and in any form, in whole or in part; (b) 

translation, adaptation, arrangement and any other alteration; (c) any form of distribution to the public 

of the database or of copies thereof. The first sale in the Community of a copy of the database by the 

rightholder or with his consent shall exhaust the right to control resale of that copy within the 

Community; (d) any communication, display or performance to the public; (e) any reproduction, 

distribution, communication, display or performance to the public of the results of the acts referred to 

in (b).” 

152 Grosheide, supra note 46, at 57；張懿云、陳思廷、姚信安，前揭註 128，頁 59。 

153 參見資料庫指令第 7 條第 1 項：“Member States shall provide for a right for the maker of a 

database which shows that there has been qualitatively and/or quantitatively a substantial investment 

in either the obtaining, verification or presentation of the contents to prevent extraction and/or re-

utilization of the whole or of a substantial part, evaluated qualitatively and/or quantitatively, of the 

contents of that database.” 

154 陳曉慧，前揭註 137，頁 52。 

155 同前註，頁 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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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或是重要部分於其他媒介」 156；而「再利用」係指「以散布重製物、

出租、透過網路或任何形式傳輸，使資料庫之全部或重要部分內容得

以被公眾使用」 157。  

綜合以上規定，在雙軌保護之下，資料庫可能同時受著作權保護

內涵資料的選擇與編排，在符合特定條件下，尚可取得特別權，保護

投資建立資料庫的努力作為第二層保護。  

第二項  資料庫保護指令與網路爬蟲  

在歐盟發生的網路爬蟲擷取資料庫內容的爭議，可見於 2013 年歐

盟 法 院 （ Court of the European Union, CJEU） 審 理 的 Innoweb v. 

Wegener 案 158。由該案可以觀察，在網路爬蟲的運作模式下，擷取受

到《資料庫保護指令》保護的資料庫，因為暫時或永久儲存目標資料

的備份，即可能侵害資料庫建立人的擷取權與再利用權 159。  

該案中， Innoweb 公司利用網路爬蟲搜尋其他搜尋引擎呈現的有

關車輛買賣的資料，並聚合在自己經營的「GasPedaal」網站上；精確

而言，GasPedaal 網站是「搜尋引擎的搜尋引擎」，其擷取各家搜尋引

擎結果綜合呈現（又稱「元搜尋引擎」，Meta search engine），使用

者只要通過 GasPedaal單一網站，即可尋找到各個網站張貼的車輛買賣

                                                 

156  Directive Art. 7.2(a): “'extraction' shall mean the permanent or temporary transfer of all or a 

substantial part of the contents of a database to another medium by any means or in any form.” 

157 Directive Art. 7.2(b): “'re-utilization' shall mean any form of making available to the public all or a 

substantial part of the contents of a database by the distribution of copies, by renting, by on-line or 

other forms of transmission…”. 

158  Innoweb B.V. v Wegener ICT Media B.V., Wegener Mediaventions B.V., Case C-202/12, 19 

December 2013. 

159 張懿云、陳思廷、姚信安，前揭註 128，頁 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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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訊；其中，GasPedaal 網站一個擷取的標的就是 Wegener 公司經營的

二手車網站「AutoTrack」。  

GasPedaal 每天利用網路爬蟲搜尋 AutoTrack 網站高達十萬次，佔

了 AutoTrack網站近 80%的搜尋次數 160，因此 Wegener主張 Innoweb 侵

害其資料庫指令保護的資料庫權。在本案中，法院主要面臨的問題是

究竟 Innoweb的網路爬蟲行為是否有再利用（ re-utilise）全部或是一部

系爭資料庫的重要部分？就此，法院再度肯認資料庫指令的保護資料

庫實質投資的立法目的，強調「再利用」係指「任何未經資料庫建立

人同意，使其資料庫投資結果被散佈於公眾，導致資料庫建立人獲利

受損的行為」 161，而 GasPedaal這種商業模式，讓使用者可能毋需點擊

進入 AutoTrack 網站即可獲得資訊，無疑地使 AutoTrack 網站流量下

降、廣告收益受損。最終，歐盟法院認定當元搜尋引擎的操作模式涉

及以下幾種情況：一、元搜尋引擎提供終端用戶的功能與被擷取的搜

尋引擎資料庫涵蓋一樣的範圍；二、元搜尋引擎即時轉譯（ translate）

用戶的搜尋字詞，在被擷取的搜尋引擎資料庫進行搜尋；以及三、元

搜尋引擎以自己的格式（ form）將被擷取的數個搜尋引擎之搜尋結果，

結合成單一項目呈現（block item），但是仍反映出與被擷取的搜尋引

擎搜尋結果相類似的呈現方式時，屬於侵害資料庫權 162。  

然而，亦有主張資料庫特別權保護未果的案例。 Ryanair Ltd v. 

Aviation 案 163是另一網路爬蟲複製資料庫的爭議，該案中，PR Aviation

                                                 

160 Innoweb B.V. v Wegener, Case C-202/12, para. 9-13. 

161 Id. para. 33-38: “any act of making available to the public, without the consent of the database maker, 

the results of his investment, thus depriving him of revenue which should have enabled him to redeem 

the cost of the investment.” 

162 Id. para. 54; 陳品序，前揭註 146，頁 51。 

163 Ryanair Ltd v PR Aviation BV, Case C-30/14 (20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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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一個專門比較廉價航空的票價的聚合網站，該比價網上的機票資料

都是來自各個航空公司，其中也包含了原告 Ryanair，網站的使用者可

以在網頁上訂機票，PR Aviation 藉此收取中介費 164。原告 Ryanair 主

張 PR Aviation 擷取網頁上資料的行為，侵害資料庫指令保護的權利 165，

並請求 PR Aviation 停止擷取行為並賠償損害。  

歐盟法院審理的焦點議題是以網站使用者條款限制網路爬蟲的正

當性，而在前審阿姆斯特丹上訴法院（Gerechtshof te Amsterdam）就

已經宣告，Ryanair 無法證明其對票價資料的重大投資，不符合指令第

7條第一項對資料庫的定義 166。申言之，所謂對資料庫內容的取得、驗

證、與表達所為的質與量的「重大」投資，係指在資料庫建置過程中，

量或質方面專業能力或者金錢上的大量投入 167，意在保護的對資料庫

的投資，而非保護資料本身 168，並且在歐盟法院的判決先例中，也表

示除非資料庫建立人可以證明有其他額外的投資，特別權不保護資料

庫建立者在主要經濟活動之外順便產生的，有如「副產品（ by-

product）」般的資料 169。在本案中，Ryanair 在網頁上呈現自己航空所

出售的航班訊息、機票價格，均僅是在經營航空業務之餘一起產出的

資料，亦即其經營主要業務的副產品，無法證明其為了建立航班訊息

                                                 

164 Id. para. 15. 

165 Id. para. 17. 更明確的說，Ryanair主張 PR Aviation had infringed “its rights relating to its data 

set”以及違反網站使用者條款，構成違約侵權。 

166 Id. para. 22. 

167 Directive Recital 19. 

168 Matěj Myška & Jakub Harašta, Less Is More? Protecting Databases in the EU After Ryanair, 10(2) 

MASARYK U. J.L. & TECH. 170, 177-78 (2016); Directive Recital 19, 39. 

169 Id. at 178; Martin Husovec, The End of (Meta) Search Engines in Europe?, 14 CHI.-KENT J. INTELL. 

PROP. 145, 151 (20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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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庫，取得資料時有投入另外的重大投資，因此，無法該當資料庫

的定義 170。  

第三項  小結  

由以上案例觀之，雖然主張資料庫特別權在個案結果有所不同，

對於資料庫建立者而言，保護「不具原創性」的資料庫的立法模式，

起碼在定義上比較有法律明確性，似較可以完整保障資料庫投資的誘

因。尤其在歐盟，如符合資料庫的要件，亦不一定需要「全部」重製

他人的資料庫，僅是對「重要部分」的「部分」複製也可能構成侵權

171，可見在網路爬蟲的運作模式下，擷取受到資料庫指令保護的資料

庫，如果暫時或永久儲存目標資料的備份，即可能侵害資料庫建立人

的擷取權與再利用權 172。  

然而實際上，特別權的創設究竟有無促進資料庫市場的發展，未

有定論 173。有論者認為，資料庫建立者的辛勤成果固然值得受到保護，

然而賦予「不具原創性」的資料庫特別的排他權利，相對地可能導致

基礎知識與事實資料受到過度保護，使其他市場參與者難以使用資料

以建立自己的資料庫，增加市場進入障礙 174，甚至造成資訊的壟斷 175。

因此是否賦予著作權或是特別權的保護、以及保護到何種程度，係重

要的政策選擇，必須審慎考慮。  

                                                 

170 Id. at 179-80. 

171 Grosheide, supra note 46, at 51；陳曉慧，前揭註 137，頁 58。 

172 張懿云、陳思廷、姚信安，前揭註 128，頁 60。 

173 謝銘洋，前揭註 121，頁 92。 

174 Grosheide, supra note 46, at 41. 

175 周純卉，資料庫法律保護之研究，國立成功大學法律學系碩士學位論文，頁 22，2009 年；

張懿云、陳錦全、古清華，前揭註 143，第二節、參、六、（k）；謝銘洋，前揭註 121，頁

92；陳曉慧，前揭註 137，頁 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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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國際間對於「不具原創性」之資料庫保護，尚缺乏具體的共

識，考量衡平資料庫建立者的投資利益，與大眾自由使用資料的利益，

我國與美國等國家皆尚未有將資料庫獨立賦予某種財產權、或擴大著

作權保護範圍之立法。  

 

第三節  保護模式二：編輯著作  

第一項  資料庫可能構成編輯著作  

我國目前雖未立法創設資料庫特別權，然資料庫可能構成我國著

作權法第 7 條保護的「就資料之選擇及編排具有創作性」的「編輯著

作」 176；在此規定下可知，唯有「具有創作性」的資料集合可能該當

編輯著作而受到著作權法的保護，編輯著作權人依據著作權法，專有

重製、改作其著作等權利；其中的個別資料是否屬於著作，不在此問

177。編輯著作創作性的認定，通常取決於選取、編排資料時不僅只機

械化地依據字母順序、號碼、筆畫排列，而是有依思考與判斷而採用

的特定的編排方法，足以呈現該資料編輯者有別於他人的個別性 178；

反之，如僅是花費心血與成本蒐集資料加以繕打登錄，則資料選擇及

編排並不具有創作性，不屬於編輯著作保護範圍。  

以「月旦法學知識網」資料庫涉嫌重製「法源法律網」資料庫一

案為例 179，元照出版有限公司為充實「月旦法學知識網」資料庫之內

                                                 

176 謝銘洋，論資料庫保護之法律保護，國立臺灣大學法學論叢，27卷 2期，頁 5、12，1998年

1月。 

177 Grosheide, supra note 46, at 42. 

178 謝銘洋，前揭註 121，頁 98。 

179 智慧財產法院 97年度刑智上訴字第 41號刑事判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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容，重製「法源法律網」資料庫「判解函釋」及「裁判書查詢」分類

下的 13 萬 8 千筆資料；智慧財產法院認定，雖然判決、公文等並非著

作權法保護的客體，然而原告「法源法律網」資料庫的「判解函釋」

子資料庫並不是單純的資料堆積，而係由原告公司聘請的專業人員從

司法機關網站等來源的大量判決中，篩選出重要的判決，並且依據使

用者的使用習慣與資料的屬性加以歸類、編排，故認定具有創作性 180，

應受編輯著作保護；另外，原告公司特聘專人就判決中有價值的文句

撰寫判決要旨，具有創作性，屬於「語文著作」，故其所建立的法學

資料庫受著作權法之保護。  

美國亦未立法賦予資料庫特別權利保護，而是回歸適用著作權法

下的編輯著作（Compilations） 181。在美國案例法上，最高法院在 1991

年的 Feist v. Rural Telephone 判例建立著作權法不保護「額頭上的汗水」

（The Sweat of the Brow）之原則 182—沒有創意內涵的事實編排，即

使是投入心血或勞力，而有相當經濟價值，也非美國著作權法保護的

標的 183。在美國著作權法下，著作除了必須為獨立創作（ independent 

creation）、未抄襲他人之外，並且至少要含有少量的創意（ at least 

some minimal degree of creativity） 184，始符合「原創性」要件，受到

                                                 

180 智慧財產法院 97年度刑智上訴字第 41號刑事判決，二／（一）／4.。 

181 17 U.S.C. §103; Feist, 499 U.S. at 345. 

182 Feist, 499 U.S. at 352-54. 

183 Id. at 363-64. 

184 I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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著作權法保護。另應注意的是，依據美國著作權法第 103條第 b項 185，

編輯著作的保護範圍僅及於作者具有創意編排貢獻的部分，並不及於

其所含有的個別資料的著作權；在 Feist v. Rural Telephone 案中，最高

法院亦特別強調觀念或是事實不可以取得著作權保護 186，任何人均可

自由的重製、加以利用該些原始事實（ raw facts） 187，無須取得同意

或授權。  

假設一資料庫具有原創性而該當「編輯著作」，網路爬蟲這種自

動化程式擷取網頁資料、而後存取到自己的資料庫的行為，如果是完

全複製資料庫，無疑地會構成編輯著作「重製權」的侵害。以美國

2013發生的 Craigslist Inc. v. 3Taps Inc.案 188為例，該案原告 Craigslist189

是美國最大的線上分類廣告網站，使用者可以免費在網站上刊登各種

商品、服務、工作、人才等生活資訊，而 Craigslist 則以城市、社群、

商品類別等分類該些廣告資料，以利使用者瀏覽。包含 3Taps、

Padmapper 與 Lovely 網站等被告，利用網路爬蟲擷取 Craigslist 網站上

的廣告資料，通篇轉載在自己的網頁，美國加州北區聯邦地方法院認

定，不僅使用者在 Craigslist 網站上刊載的各篇廣告，獨立可受著作權

保護，Craigslist 網站提供的分類廣告服務，首先依據地區、再依據商

                                                 

185 17 U.S.C. §103 (b): The copyright in a compilation or derivative work extends only to the material 

contributed by the author of such work, as distinguished from the preexisting material employed in 

the work, and does not imply any exclusive right in the preexisting material. The copyright in such 

work is independent of, and does not affect or enlarge the scope, duration, ownership, or subsistence 

of, any copyright protection in the preexisting material. 

186 Feist, 499 U.S. at 344-45: “no author may copyright his ideas or the facts he narrates”. 

187 Feist, 499 U.S. at 350. 

188 Craigslist Inc. v. 3Taps Inc., 942 F.Supp.2d 962 (N.D. Cal. 2013). 

189 Craigslist公司官方網站，https://www.craigslist.org/about/sites（最後瀏覽日：2018/07/03）。 

https://www.craigslist.org/about/sit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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品服務類別組織各篇廣告的排列方式，亦具有原創性 190，可受著作權

保護，法院認定被告行為係侵害 Craigslist 的著作權。  

前述案例係第三人全面複製網頁資料的情況，然而如果僅擷取網

頁的部分，需要進一步討論。欲主張侵害編輯著作，必須證明被告複

製的部分，係具有原創性的選擇、編排，並且被告之利用與原告的著

作間有「實質相似性」（ substantial similarity） 191。換言之，即便法院

認定受到擷取的資料庫為編輯著作，仍然不改變資料內涵有的事實部

分（例如商品價格、房屋物件所在地、有何種配備與房間數等），本

質上即非屬著作權法保護客體，故前述的事實資料仍得為任何人自由

利用。網路爬蟲如擷取前述資料，而並未利用編輯著作中受著作權保

護的創意編排時，難謂侵害著作權。  

綜合以上，欲主張資料庫為「編輯著作」必須符合著作權法意義

下的創意投入，欲主張第三方之利用屬於侵權，實際上仍須考量個案

情況，難以一概而論 192。  

第二項  爬蟲協議不屬技術保護措施  

爬蟲協議係指網站經營者在網頁放置的技術文件，用以告知造訪

網站的網路爬蟲哪些特定網頁及特定內容禁止擷取。問題在於爬蟲協

議是否可能該當著作權法下的「技術保護措施」（ Technological 

Measures），進而在網路爬蟲忽視網站爬蟲協議所設定的擷取內容限

制，進入網站擷取資料時，構成規避技術保護措施的行為？  

                                                 

190 Craigslist, 942 F.Supp.2d at 962-72. 

191 吳淑莉，前揭註 138，頁 10。 

192 Hirschey, supra note 6, at 9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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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於科技保護措施的立法，各國基於作為世界智慧財產組織

（WIPO）締約國，有履行智慧財產權組織著作權條約（WCT）第 11

條 193、 18 條，及 19 條等，要求締約方採取「適當的法律措施與法律

救濟規定」來保護權利人所設定保護其創作的「技術保護措施」

（Technological Measures） 194之義務，是以美國於 1998年，為了增強

著作權人在網路環境下的權利救濟 195，通過數位千禧年著作權法案

（Digital Millennium Copyright Act，DMCA）。DMCA 中，第 12 章

設有規避著作權科技保護措施之責任規定 196，禁止規避「有效控制近

用著作物的科技保護措施」的行為 197。「規避行為」，係指未經著作

權人同意，解碼已經鎖碼的著作，或其他避免、迴避、移除、消除或

其他破壞技術保護措施的行為 198。在該法規定下，科技保護措施還必

須是「有效的」 199，如該技術保護措施於正常操作過程中（ ordinary 

                                                 

193 WCT 第 11 條（關於技術措施之義務）：“Contracting Parties shall provide adequate legal 

protection and effective legal remedies against the circumvention of effective technological measures 

that are used by authors in connection with the exercise of their rights under this Treaty or the Berne 

Convention and that restrict acts, in respect of their works, which are not authorized by the authors 

concerned or permitted by law.” 

194 謝銘洋，前揭註 121，頁 211。 

195 Madison, supra note 101, at 471. 

196 17 U.S.C. §1201-1203 (2000). 

197  17 U.S.C. §1201(a)(1)(A): No person shall circumvent a technological measure that effectively 

controls access to a work protected under this title. The prohibition contained in the preceding 

sentence shall take effect at the end of the 2-year period beginning on the date of the enactment of 

this chapter. 

198  17 U.S.C. §1201(a)(3)(A): to “circumvent a technological measure” means to descramble a 

scrambled work, to decrypt an encrypted work, or otherwise to avoid, bypass, remove, deactivate, or 

impair a technological measure, without the authority of the copyright owner. 

199 17 U.S.C. §1201(a)(3)(B): a technological measure “effectively controls access to a work” if the 

measure, in the ordinary course of its operation, requires the application of information, or a process 

or a treatment, with the authority of the copyright owner, to gain access to the wor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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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urse of its operation），可以預防、限制或侷限對著作權的行使，即

屬於有效（prevents, restricts, or otherwise limits the exercise of a right 

of a copyright owner under this title）；換言之，有效措施的認定不代

表該措施絕對不能被破解，否則科技保護措施根本沒有保護的必要。

另外，該法亦禁止「準備規避行為」，即製造、進口、提供規避科技

保護措施之技術、資訊或服務 200。  

我國著作權法亦參考美國的立法，為因應加強保護數位內容的國

際趨勢，2004 年增訂保護「防盜拷措施」的條文。雖然「防盜拷措施」

一詞與「科技保護措施」用詞有所差距，惟立法目的與實質規範皆相

似，係為確保著作相關電子資訊之完整性，或是保障著作權人得以採

取科技措施管理其著作物 201。依據我國著作權法第 3 條第 1 項第 18 款

定義，「防盜拷措施」指著作權人所採取有效禁止或限制他人擅自

「進入」或「利用」著作之設備、器材、零件、技術；根據民國 93 年

修法時的立法說明，「進入」一詞是指看、聽著作等感官上接觸、接

近著作的行為；而「利用」則係指行使著作權法賦予的權利，例如重

                                                 

200 17 U.S.C. §1201(a)(2): No person shall manufacture, import, offer to the public, provide, or otherwise 

traffic in any technology, product, service, device, component, or part thereof, that— 

(A) is primarily designed or produced for the purpose of circumventing a technological measure 

that effectively controls access to a work protected under this title; 

(B) has only limited commercially significant purpose or use other than to circumvent a technological 

measure that effectively controls access to a work protected under this title; or 

(C) is marketed by that person or another acting in concert with that person with that person’s knowledge 

for use in circumventing a technological measure that effectively controls access to a work protected 

under this title. 

201 謝銘洋，前揭註 121，頁 2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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製、公開傳輸著作等行為 202。防盜拷措施之認定，在立法說明中定義

為「積極、有效」之措施 203，即該措施在「正常應用」時有保護的功

能，一方面也強調如果該採行之措施「客觀上並無效果者」，即非有

效的防盜拷措施 204。後續在 2004 年修訂的著作權法第 80 條之 2 條亦

與美國 DMCA 相似，未經合法授權之直接規避防盜拷措施的行為屬於

侵權行為，並設有罰則。  

問題在於爬蟲協議阻擋網路爬蟲的效果，究竟是否稱得上是「有

效」限制網路爬蟲進入著作的措施？  

雖然有效與否的判斷並不需要達到萬無一失的境界，而且在最理

想的狀況下，網路爬蟲在擷取資料前，的確會閱讀網站上爬蟲協議檔

案設置的擷取限制，調整擷取的範圍；然而，是否遵守爬蟲協議的限

制是「自願的」 205，爬蟲協議像是敞開的大門上的一紙注意事項，網

路爬蟲只要無視之，不需要積極破解爬蟲協議 206，可以說是僅能「防

君子不防小人」。如此理解爬蟲協議，本文認為既然爬蟲協議僅能被

動等待瀏覽網站的網路爬蟲自行遵守，即可能採行該措施卻「客觀上

無效果」，難以符合「正常操作」下可以產生限制接觸的功能之要件。  

                                                 

202 歷年著作權法規彙編專輯，民國 93 年 9 月 1 日修正公布著作權法部分條文對照及說明，頁

398，2010 年，https://www.tipo.gov.tw/public/Attachment/33301655965.pdf；陳曉慧，前揭註

137，頁 97。 

203 歷年著作權法規彙編專輯，同前註，頁 397。 

204 同前註。 

205 eBay Inc. v. Bidder’s Edge, 100 F. Supp.2d 1058 (N.D.Cal. 2000), at 1061: “While it is possible to 

embed instructions on websites that inform the scraping software whether scraping is permitted 

(called “robot.txt” files), compliance with such instructions is voluntary”. 

206 Keamey, supra note 55, at 317; 寧立志、王德夫，前揭註 72，頁 162。 



DOI:10.6814/THE.NCCU.TIIPM.015.2018.F08 

‧
國

立
政 治

大

學
‧

N
a

t io
na l  Chengch i  U

niv

ers
i t

y

 

 54 

再者，本文亦認為不宜將防盜拷措施認定太廣。申言之，防盜拷

措施依其功能可以細分為限制接觸（ access control）以及限制利用

（ copy control）二種 207，前者是限制他人直接對於著作內容產生收聽、

收看等感官上效果之行為；後者則是限制他人進入著作後進一步以重

製等進一步利用行為。由於網路爬蟲係要求目標網站給予瀏覽網站的

權限，應屬進入網站上含有著作的行為，相對地爬蟲協議即可能屬一

種「限制接觸」型的「防盜拷措施」。而觀察著作權法第 80 條之 2 條

之規範客體，破壞或規避「限制接觸」類型的防盜拷措施而進入著作，

不需要適用著作權法第 44 至 65 條合理使用判斷，本身就是一種侵權

行為 208，換言之，規避接觸控制型的「防盜拷措施」不需要與合理使

用、權利耗盡等著作權權利限制的規範一併考慮 209，實則有可能造成

權利人利用防盜拷措施的設定不當延伸原本著作權不予保護的範圍 210；

因此，不應將太容易被越過的爬蟲協議視為防盜拷措施，否則可能導

致影響公眾自由接觸與使用著作的公共利益。  

                                                 

207 歷年著作權法規彙編專輯，前揭註 202，頁 402。 

208 參見歷年著作權法規彙編專輯，前揭註 202，第 88-2條立法說明：「本項規定僅禁止對於著

作權人所採取禁止或限制他人擅自『進入著作』之防盜拷措施（access controls）之破解、破

壞或以其他方法規避。至於破解、破壞或以其他方法規避著作權人所採取禁止或限制他人進

入著作以後之進一步『利用著作』（例如重製、公開傳輸等著作權法所明定之利用行為）之

防盜拷措施（copy controls）行為，則不在本項適用範圍，應視其有無合理使用或是否構成

侵害著作權而定其法律效果。」 

209 李劍非，前揭註 96，頁 210；沈宗倫，論科技保護措施之保護於著作權法下之定性及其合理

解釋適用：以檢討我國著作權法第 80 條之 2 為中心，臺大法學論叢，38 卷 2 期，頁 323，

2009年 6月。 

210 李劍非，前揭註 96，頁 210-214；See also, Samuelson, supra note 14, at 161-6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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退步而言，如果爬蟲協議可被認定為「防盜拷措施」，那麼網路

爬蟲技術的使用會不會本質上是一種破壞防盜拷措施的技術 211？本文

認為，由於網路爬蟲正常運作下會辨認爬蟲協議的文檔，如果被爬蟲

協議指定不可進入瀏覽，原則上即會停止擷取資料，在此情形下，網

路爬蟲技術的發展本身並不是單純為了供規避防盜拷措施之用，網路

爬蟲行為本質上亦不會是一種違反防盜拷措施的行為，第三方提供網

路爬蟲應用程式或服務，自也不會構成提供破壞防盜拷措施設備這種

違法行為。  

 

第四節  資料擷取方之法律抗辯  

即便網路爬蟲擷取資料的行為構成侵害著作權人法律上專有的權

利，取決於網路爬蟲不同的著作利用方式，也影響其是否得以成立以

下數種抗辯，並影響最終是否構成著作權侵害。  

第一項  合理使用  

依據美國著作權法第 107 條有關「合理使用」的規定 212，美國法

院在判斷合理使用時應該審酌的四個要件：一、利用著作之目的與性

質（purpose and character of the use），包含是否為商業利用，或是非

營利的教育目的；二、著作之性質（ nature of the copyrighted work）；

                                                 

211 提供破壞防盜拷措施技術的設備之準備行為，亦屬著作權法第 80 條之 2 項第 2 款的禁止事

項。依據經濟部智慧財產局 95年 1月 23日智著字第 0940011197-0號函釋，基於科技中立原

則，並不是每一種可以用來規避防盜拷措施的行為都會受到著作權法限制，僅有在該技術

（1）主要供破解、破壞或規避防盜拷措施之用者；（2）除上述用途外，其商業用途有限

者；（3）為供破解、破壞或規避防盜拷措施之目的而行銷者；有以上三種情形之一，才會

被認定為破壞防盜拷措施的設備。 

212 17 U.S.C. 1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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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使用部分佔著作之質與量的比例（ amount and substantiality of 

portion used）；四、是否影響著作的潛在市場經濟價值（ potential 

market for or value of the copyrighted work），綜合判斷。  

以美國的數起搜尋引擎類網路爬蟲爭議為例，2003 年美國第九巡

迴上訴法院審理 Kelly v. Arriba Soft Corp.案 213，該案涉及搜尋引擎在網

站上呈現原圖片之低解析度的縮圖（ thumbnail） 214，是否構成著作權

的重製權、公開展示權與散布權的侵害 215？以及 2006 年內華達州聯邦

地方法院審理的 Field v. Google Inc.案 216，討論搜尋引擎儲存「網頁快

照」（Cached pages，或稱為庫存網頁），是否構成著作權的侵害。搜

尋引擎為加快回應使用者搜尋關鍵字的速度，並且避免查詢時連不上

原始網頁的可能，將「爬」過的所有網頁做成「網頁快照」，儲存於

自己的資料庫作為副本，此一行為無異完全重製了網頁的設計、及其

上的圖片與文字，涉及重製權的侵害；而提供給搜尋引擎使用者瀏覽

該頁面快照的行為，則涉及侵害著作人所專有的散布權 217。  

上述兩個案件原則上皆屬於著作權未經授權的重製行為 218，然而

法院最終皆採納了被告的合理使用抗辯。審理 Kelly v. Arriba Soft Corp.

的第九巡迴上訴法院認為，搜尋引擎的利用目的雖然屬於商業利用，

然考量其利用情形不是透過販賣高解析度、高藝術價值的原作，只是

為了提供搜尋功能的附隨使用（ incidental），利益榨取（ exploitative）

                                                 

213 Kelly v. Arriba Soft Corp., 336 F.3d 811 (9th Cir. 2003). 

214 Id. at 815. 

215 Id. at 816. 

216 Blake A. Field v. Google Inc., 412 F.Supp.2d 1106 (2006). 

217 Id. at 1115. 

218 Kelly, 336 F.3d at 8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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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程度較低，故不影響合理使用之成立 219。而搜尋引擎利用著作的性

質，法院考量以「縮圖」鏈結到原網站的作法，是為了促進大眾近用

網路上的資訊 220，與原高解析度、高藝術性的攝影著作目的明顯不同，

不會取代原高解析度的攝影著作，判斷此利用性質具有高度轉化性

（ transformative） 221。建立在具有轉化性的認定上，法院進一步指出，

搜尋引擎的利用不會取代被告的著作，不會傷害被告的著作市場或價

值，反而能引導使用者去瀏覽被告高畫質原著作所在的網頁 222。另一

方面在 Field v. Google Inc.案最後也得出類似結論，審理法院認為

Google 搜尋引擎儲存「網頁快照」這種利用方式，是方便使用者進行

更有效率的搜尋所必需，法院更肯認搜尋引擎有著「促進近用網路資

訊」的重要社會意義 223，導引使用者快速連接到含有相關資訊的網站，

與原本網站提供資料的目的亦不同，屬於轉化性使用。  

而聚合網站的網路爬蟲利用類型能不能成立合理使用，取決於個

案的事實背景。因為聚合網站型網路爬蟲運作如同搜尋引擎一樣，需

要在自己伺服器存取網頁副本，再行分析、擷取出需要的資料，故也

有侵害網頁重製權的可能。  

                                                 

219 Id. at 818. 

220 Kelly, 336 F.3d at 819: “Arriba’s use of the images serves a different function than Kelly’s use ––– 

improving access to information on the internet versus artistic expression”. 

221 Id. at 818-22. 

222 Id. at 822. 

223 Field, 412 F.Supp.2d at 1119: “…Google serves different and socially important purposes in offering 

access to copyrighted works through ‘‘Cached’’ links and does not merely supersede the objectives 

of the original creations, the Court concludes that Google’s alleged copying and distribution of Field’s 

Web pages containing copyrighted works was transformat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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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 功 成 立 合 理 使 用 抗 辯 者 ， 為 涉 及 聚 合 活 動 票 卷 資 料 的

Ticketmaster v. Tickets.com 案 224，在可能構成著作權侵權之餘，法院考

量是否得以成立合理使用。法院認為，在網路爬蟲運作下，暫時儲存

網頁的行為僅是為了擷取不具原創性之資料（例如活動的時間、地點、

票價）所必需的步驟 225，更強調合理使用的判斷需銘記著作權的政策

意義：即確保創作人分配到其創作的合理報酬，並且為了公共利益而

激勵美學創作 226。在前述立法目的考量下，法院並不認為禁止

Tickets.com 擷取公開可取得的事實性活動票券資料（publicly available 

factual event information）對達成此政策目標有何助益 227。  

相反地，2013 年的 Associated Press v. Meltwater 案 228則無法證成

合理使用。該案被告 Meltwater 是一個聚合網站 229，運用網路爬蟲蒐集

包含美聯社（Associated Press）在內的各個網站上新聞報導，製作成

摘要放置於自己的網站上 230。特別的是，該案被告抗辯，其與「搜尋

引擎」並無二致，皆是擷取、在網站上聚合呈現資料（只是呈現的搜

                                                 

224 Ticketmaster Corp. v. Tickets.com, Inc., 2003 WL 21406289 (C.D. Cal. 2003). 

225 Id. at *5. 

226 Id. at *5: “In determining whether a challenged use of copyrighted material is fair, a court must keep 

in mind the public policy underlying the Copyright Act: to secure a fair return for an author's creative 

labor and to stimulate artistic creativity for the general good.” 

227 Id.  

228 Associated Press v. Meltwater U.S. Holdings, Inc., 931 F.Supp.2d 537 (S.D.N.Y. 2013). 

229 判決中也稱Meltwater提供的是網路媒體監控服務（internet media monitoring service）。 

230 Meltwater, 931 F.Supp.2dat 550.新聞報導含有創意的部分一樣受到著作權保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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尋結果是事件所含有的特定字詞、地點） 231，並且導引使用者回到各

家原本刊載的新聞網 232。  

然而，法院考量 Meltwater 利用著作的目的、利用方式 233，表示被

告 Meltwater 的商業模式並不是附隨利用原告的著作，其並未加入任何

新的評論或洞察，而是直接藉由美聯社新聞報導加以盈利，而足見被

告有意取代原告的市場地位，不具轉化性 234。況且，被告的經營模式

也與搜尋引擎不同，被告採取昂貴的會員制付費閱覽，並不像一般的

搜尋引擎是提供公眾自由使用的工具，無法證明其有促進「近用網路

上的資訊／內容」的公眾利益（ to improve access to content across the 

Internet）之效果 235。法院更明確指出，使用與搜尋引擎一樣的資料爬

梳技術，並不能代表功能實際上與搜尋引擎一樣。不論如何歸類網路

爬蟲的商業模式，還是需要實際判斷是否符合合理使用之要件 236。  

至於擷取資料後用於資料分析的網路爬蟲是否能構成合理使用？

現在尚未有判決明顯探討此一爭議。然而由前述幾個案例觀察，如果

利用含有著作權的資料，然並非與原本網站直接競爭，又利用的性質

與目的與原本網站有所不同，構成轉化性使用者，較容易成立合理使

用；則原始事實資料經過資料分析，得出與原先網站上所載有的不同

                                                 

231 Meltwater, 931 F.Supp.2d at 553: “Neither the purpose nor use of the Meltwater News Reports, nor 

its excerpts from the Registered Articles in the News Reports, is transformative… without adding any 

commentary or insight in its News Reports. Meltwater copies AP content in order to make money 

directly from the undiluted use of the copyrighted material.” 

232 Id. at 563. 

233 Id. at 551-52. 

234 Id. at 552. 

235 Id. at 553-54. 

236 Id. at 5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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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資訊／知識，進行加值利用，提供新產品、新服務的話，應可預期

符合合理使用的判斷標準。  

第二項  默示授權  

著作的利用如果有得到著作權人授權 237，則不會構成著作權侵害。

由於非專屬授權並不需要以書面表示，「明示」授權或是取決於著作

權人的具體行為的「默示」授權均可該當 238。如前所述，資料持有者

保護網頁資料其中一種方式，就是在網頁根部設置「爬蟲協議」檔案，

聲明網頁的資料擷取政策。既然如此，網站如未設置爬蟲協議，是否

會構成一種「默示授權」網路爬蟲擷取資料呢？在美國目前發生的案

例中，各級法院對於網站未積極採取保護資料的行為，有不同的法律

評價。  

與搜尋引擎有關的 Field v. Google Inc.案中，Google 搜尋引擎除了

提出合理使用抗辯外，也提出默示授權作為抗辯。法院指出默示授權

意指另一造可以從著作權人的行為推論同意使用其著作 239，並採納了

Google 的主張。法院認定 Field 本可使用爬蟲協議、或是相類似功能

的 meta 標籤（meta-tag） 240來限制搜尋引擎儲存網頁快照 241，卻有意

地不使用爬蟲協議等技術文件；況且，法院認為 meta 標籤這種技術是

業界知名的標準（well-known industry standard），搜尋引擎實際上也

                                                 

237 17 U.S.C. § 101: “Nonexclusive license to use copyrighted material can be granted orally or it can 

be implied from conduct.”  

238 Do Forest Radio Tel. & Tel. Co. v. United States, 273 U.S. 236, 241 (1927). 

239 Field, 412 F.Supp.2d at 1116: “An implied license can be found where the copyright holder engages 

in conduct from which [the] other [party] may properly infer that the owner consents to his use.” 

240 請參前揭註 68之說明。 

241 Id. at 11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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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可能一一聯繫每個網站取得建立索引的同意 242，故 Google 是合理地

解釋（ reasonably interpreted）有取得重製其著作之默示授權。相同地，

2008 年發生的類似案例 Parker v. Yahoo!案 243中，美國賓州東區聯邦地

方法院也認為，雖然搜尋引擎儲存目標網頁的「網頁快照」屬於著作

權的重製及散布行為，然而網站經營者 Parker 未設置爬蟲協議來明確

搜尋引擎爬蟲擷取資料的範圍，Yahoo!解釋此行為係默示授權網路爬

蟲擷取網頁資料，即屬合理 244。  

相反的見解則可見於有關聚合網站利用模式的 Associated Press v. 

Meltwater 案。法院認為，即便網站沒有特別設置爬蟲協議，也不屬於

默示授權網路爬蟲擷取資料。針對著作權侵權的主張，被告 Meltwater

抗辯，美聯社並未使用爬蟲協議來阻擋 Meltwater的網路爬蟲，構成默

示授權 Meltwater擷取網站資料。然而，法院指出默示授權之認定有三

要件 245：一、被授權人有要求授權人創作作品；二、授權人交付該著

作與作出前述要求的被授權人；三、授權人有意圖讓被授權人重製和

散布該著作；在此檢驗過程，應探求當事人是否有授權的真意 246。法

院指出，在舉證責任的分派上，應是由提出抗辯一方證明其有擷取與

使用著作的正當權利來源，而非由受侵害方證明其有預防未經授權的

使用 247；該案中，被告無法證明雙方有何互動或原告有何具體行為代

                                                 

242 Id. at 1112, 1116. 

243 Parker v. Yahoo!, Inc., 2008 WL 4410095 (E.D. Pa. Sept. 25, 2008). 

244 Id. at *4. 

245 Id. at 562: “The test for determining whether an implied license exists in the copyright context has 

three elements. The defendant must show that (1) the licensee requested the creation of a work; (2) 

the licensor made that particular work and delivered it to the licensee who requested it; and (3) the 

licensor intended that the licensee copy and distribute his work.”  

246 Id. at 562. 

247 Id. at 56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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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授權的意思，故單純未設置爬蟲協議此一事實，也難以構成雙方有

授權關於擷取資料的內容與範圍的合意（Meeting of minds） 248。  

綜合以上，在網頁未特別設定爬蟲協議時，解讀為原則上所有網

頁內容皆可以被擷取，可能係建立於該法院認為爬蟲協議屬於一般網

頁建置皆會使用的手段，如果資料持有者明知此一技術，卻未採取該

措施，可能被認定為默示授權。  

而在我國智慧財產權體系下，著作權之授權並非要式行為，得以

明示或默示方式為之，只是授權之約定不明確之部分，視同未授權 249。

審理時，法院應先檢視著作權契約之約定，倘該契約無明文、文字漏

未規定或文字不清時，再探求契約之真意或目的，「或推究是否有默

示合意之存在」 250。又所謂「默示之承諾」，依據最高法院 21 年上字

第 1598 號判例係指「依要約受領人之舉動，或其他情事足以間接推知

其有承諾之意思者，始得認之」，並且在「單純沈默」的情況，除非

「依交易上之慣例或特定人間之特別情事，足認為承諾者外，不得認

為承諾。」換言之，默示授權著作權並不一定屬於約定不明。  

據此，雖然我國實務案例不曾明確探討資料擷取者可否成立默示

授權抗辯，然默示授權的認定方法與美國法並無太大區別，均取決於

當事人的真意與舉動，能否推究出默示合意之存在。而單就資料持有

方未設置爬蟲協議的事實本身，應屬於一種單純沈默的表現，法院原

則上不應認定為默示約定；但亦有可能在科技與網路產業發展之下，

                                                 

248 Id. 

249 著作權法第 37條第1項：「著作財產權人得授權他人利用著作，其授權利用之地域、時間、

內容、利用方法或其他事項，依當事人之約定；其約定不明之部分，推定為未授權。」 

250 參考智慧財產法院 100 年度民著上字第 11 號判決、臺灣高等法院 93 年度上更（一）字第

287號刑事判決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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爬蟲協議成為交易上通常會設定的文件，例如，將網頁上傳至網路供

不特定人瀏覽，一般應是允許網友藉由搜尋引擎鏈結前往網站，此時

未設定爬蟲協議限制搜尋引擎擷取資料，仍有解釋為默示授權的空間。  

第三項  禁反言  

當原告因為其沈默或是不作為，而幫助或是引誘被告侵權的話，

原告成立禁反言的要件，而不得主張侵權 251。  

以 Blake A. Field v. Google Inc.案為例，Google 搜尋引擎基於 Field

沒有設定爬蟲協議等技術文件，提出禁反言（ estoppel）的抗辯。法院

認為禁反言的抗辯有幾個要件 252：一、Field 明知 Google的權利侵害行

為；二、Field有意讓 Google產生信賴；三、Google並不知道實情（指

Field 其實不願意讓 Google 利用著作）；四、Google 因信賴 Field 的行

為始進行侵權行為。  

在個案中，四個要件均成立。首先， Field 明知除非特別排除，

Google 會自動地儲存 Field 上傳到網路的網頁快照，並且 Field 也明知

阻止 Google 儲存網頁快照的方法；Field 在明知可以設定爬蟲協議或

是 meta 標籤，卻不設定的行為，這樣有意識的沈默該當禁反言的第二

要件；再者，Google 並不知道其實 Field 不願意被儲存庫存網頁。最

後，如果 Google 事先知道 Field 不願意被儲存庫存網頁的話，就不會

採取這樣的侵權行為，而根本可以避免這起訴訟的發生，是以，

Google 僅是信賴該網頁的沈默而擷取資料，原告違反禁反言原則 253。  

                                                 

251 Field, 412 F.Supp.2d at 1116. 

252 Id. at 1116-17. 

253 Id. at 1115-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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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國著作權法下雖無英美法系的「禁反言原則」可作為抗辯，然

有學者認為禁反言的法理可以體現於我國民法第 148 條揭示的「誠信

原則」中 254，亦即當權利人就權利行使與過去行為相悖，破壞相對人

信賴，可認為是有違誠信原則 255。學者並舉最高法院 94 年度台上字第

2001 號判決為例，最高法院認定在權利人如未在相當期間內行使其權

利，又有足使相對人「正當信任權利人已不欲行使其權利」的情事，

則嗣後權利人再為權利之行使，係違反誠實信用原則 256。由此可見禁

反言原則可落入誠信原則法理適用範圍中 257，違反者則產生限制權利

人行使權利之效果。  

然而另有學者指出，在我國著作權法下基於誠信原則之抗辯極難

成立 258。依據最高法院 71 年台上字第 737 號判例見解，判斷權利之行

使是否以損害他人為主要目的，「應就權利人因權利行使所能取得之

利益，與他人及國家社會因其權利行使所受之損失，比較衡量以定

之」。前述利益衡平之判斷，在著作權法以保護創作之經濟誘因的立

法設計下，著作權人行使權利所得之利益，通常也就是其著作之經濟

                                                 

254 參見我國民法第 148條：「權利之行使，不得違反公共利益，或以損害他人為主要目的。行

使權利，履行義務，應依誠實及信用方法。」 

255 陳聰富，誠信原則之適用範圍與效果—最高法院八十八年台上字第四九七號民事判決，月

旦裁判時報，7期，頁 133，2011年 2月。 

256 另可參考最高法院 97 年度台上字第 950 號民事判決，該案指出「誠信原則」與禁止權利濫

用之法理，另可參照最高法院 100 年度台上字第 1728 號判決、最高法院 104 年度台上字第

1914號民事判決。 

257 林誠二教授亦曾提出此見解，參見再論誠實信用原則與權利濫用禁止原則之機能—最高法

院八十八年度台上字第二八一九號判決評釋，台灣本土法學雜誌，22 期，頁 56，2001 年 5

月。 

258 感謝口試委員李素華教授與宋皇志教授之建議補充；另參林利芝，著作權濫用—以利用商

品標籤或包裝之著作權禁止真品平行輸入一般商品為例，智慧財產評論，10卷 2期，頁 64，

2012年 12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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價值，既然如此，如認定他人或社會不能利用著作產生之社會成本，

高於著作權人應得的經濟利益，似乎與政策目的即有不合 259，再者，

提出抗辯的被告亦很難舉證權利人主觀上有損害他人之目的。是以依

據判例所要求的利益衡平判斷，適用在智慧財產權的權利行使與造成

的損失究竟孰高孰低，又何種事實足以建立相對人信賴權利人不行使

權利，此抗辯之可行性尚待未來網路資料爬梳案例之發展。  

 

第五節  主張著作權的困境  

由於以上案例討論，網路爬蟲與著作權的關係，取決於網路爬蟲

擷取的資料標的性質究竟為何，以及該網路爬蟲使用者如何利用該資

料，其利用對於原本著作的影響等。  

首先，如果網路爬蟲擷取的是具有創作性的圖、文、影音等，侵

害著作權尚無疑義；然而，如資料的內容是使用者瀏覽網頁的紀錄，

或是產品品項、價格、或是純粹陳述事實的新聞報導等，不含有人類

的創作或精神內涵，非屬著作權法所保護之客體 260，網頁經營者自無

主張著作權的可能。集合前述不受著作權保護的資料形成的資料庫，

保護法制在各國也各不相同；以我國並無資料庫特別權保護之情況，

含有商品價格、房屋物件所在地、公司財金資訊等不具原創性之資料

的資料庫，就內容之搜集、編排也不一定可以達到編輯著作原創性之

                                                 

259 同前註。 

260 參見民國 100 年 04月 21 日行政院公平交易委員會處分書公處字第 100059號，經濟部智慧

財產局提供意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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門檻 261，甚至越完整囊括各種資料的資料庫，越難證明創意的投入 262；

故以著作權法保護網頁上呈現之內容，並非面對網路爬蟲萬能的法律

主張。  

網站經營者主張著作權面臨的另一個困難是，即便網站上載有著

作，網站經營者不一定是著作權人。在訴訟中欲主張著作權的侵害，

原告首先必須符合的要件是證明原告為合法的著作權人 263；然而，在

網路產業的商業模式不斷演化下，現今許多網站上所含有的內容，並

非資料持有者所產出，而是以使用者創作、上傳內容為主—這種

「使用者產生內容」（User Generated Content, UGC）的網站，影片、

照片、文字等內容，經常是來自於使用者的貢獻，平台業者本身僅是

維持 網站 營運 ，並 無參 與創 作 過程 ， 例如 Facebook、 Twitter、

Instagram 等社群平台、BBS 網路論壇、影音平台，都屬於 UGC 的類

型。因此，即便第三方網站使用網路爬蟲擷取前述網站上的資料進行

輿情分析等，由於著作權人是創作並上傳各該影音、照片的平台使用

者，資料持有者並無主張著作權之餘地 264。雖然 UGC 類型的網站內容

                                                 

261 沈宗倫，前揭註 92，頁 15；有認為在資料庫所含資料如為不受著作權保護標的者，通常在

資料庫編排上也很難達成創作性標準，參林盈秀，內容不受著作權保護之資料庫的法律保

護，國立交通大學科技法律研究所碩士論文，頁 27，2005年 06月。 

262 謝銘洋，前揭註 176，頁 30；Grosheide, supra note 46, at 43. 

263 Feist, 499 U.S. at 361. 

264 Hirschey, supra note 6, at 912-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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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供者可以透過使用者條款的制定 265，要求使用者同意專屬授權其著

作權，然而專屬授權條款可能引起使用者的恐慌，以為 UGC 意圖奪取

其著作權 266，實際執行並不容易。  

而即便擷取的標的網頁內容屬於編輯著作，網站經營者得以主張

其對於資料的選擇、編排具有創作性，應受著作權法保護；然而欲主

張著作權，仍須證明網路爬蟲擷取的部分屬於該編輯著作中「具有創

作性」的部分 267。換言之，如資料擷取者僅重製資料庫中不具原創性

之資料的部分，而不擷取含有創意的選擇、編排方式者，並非著作權

法所非難的行為。  

回歸著作權法的立法目的思考，網站內容的保護不應只考量著作

權人的私益，更必須衡平文化與知識自由散布的公共利益，保障大眾

近用資訊的權利 268。雖然數位化浪潮使著作的保護面臨諸多挑戰，仍

                                                 

265 Craigslist v. 3Taps案原告成功地主張使用者提交的個別廣告之著作權，因為於 Craigslist網站

的使用者條款（Terms of Use）有訂定授權條款，使用者在提交廣告於網站時，即已同意專

屬授權 Craigslist 網站其著作的權利，是以使用者上傳的個篇廣告，也屬於 Craigslist 網站可

以主張著作權的範圍；另可參考 Craigslist 目前的使用條款 Craigslist Terms of Use, 

LICENSE.:  If you agree to the TOU and (1) are of sufficient age and capacity to use CL and be 

bound by the TOU, or (2) use CL on behalf of a business, thereby binding that business to the TOU, 

we grant you a limited, revocable, non-exclusive, non-assignable license to use CL in compliance 

with the TOU; unlicensed use is unauthorized. You agree not to display, "frame," make derivative 

works, distribute, license, or sell, content from CL, excluding postings you create. You grant us a 

perpetual, irrevocable, unlimited, worldwide, fully paid/sublicensable license to use, copy, display, 

distribute, and make derivative works from content you post., https://www.craigslist.o 

rg/about/terms.of.use (last visited Apr. 8, 2018). 

266 Hirschey, supra note 6, at 913; 使用者條款的改變造成使用者恐慌的案例，可見於新浪微博於

2017年 9月改變其「個人信息保護政策」時，使用者抗議並試圖拒絕授權微博使用其內容的

著作權；參考微博協議傖惶夜，我的版權誰作主！？，https://zhuanlan.zhihu.com/p/29468681

（最後瀏覽日：2018/07/03）。 

267 沈宗倫，前揭註 92，頁 15。 

268 Grosheide, supra note 46, at 41; 沈宗倫，前揭註 209，頁 3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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須注意不應過度擴張著作權保護的範圍。在著作權法保護界限之外，

未受智慧財產權範圍所及的無體財產，應屬於「公共領域」（Public 

Domain）的範疇，有著類似公共財的地位，任何人皆有權無償地自由

使用，享受前人智慧的成果 269，否則即是過度侵蝕公共領域的範圍，

而過度侷限大眾對於著作的利用，等於著作權人得以把持特定表達方

式，反而導致危害言論自由，甚至限制文化發展 270。換言之，理論上

任何人均可運用網路爬蟲技術蒐集公共領域的資料，自由利用。  

然而不可諱言，網站經營者或是資料庫建立者對於其付出努力與

財務投資的網站，亦應有合理的保護，在此情形下，不正競爭防止法

何時得以介入，容後討論。  

 

                                                 

269 姚信安，前揭註 125，頁 170。 

270 姚信安，前揭註 125，頁 32、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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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網路爬蟲與不正競爭  

善用網路爬蟲技術得以發覺大數據隱藏的價值，對於技術創新扮

演重要角色，然而不容諱言，此行為是以他人網頁上的資料作為墊腳

石。如第三章所述，不具原創性之資料恐無法主張智慧財產權加以保

護，然而，這種「搭便車」的行為仍可能涉及不正競爭。  

需要注意的是，如果網路爬蟲技術的標的是網頁上公開的資訊，

代表一般使用者在一般連接網路時可以瀏覽、可以複製的資料，網路

爬蟲只是透過科技增進此動作的效率而已；是以即便網路爬蟲擷取資

料、加以利用是一種「搭便車」行為，究竟有無可非難性，非無疑義。

本章擬以網路爬蟲相關的實務案例，檢討美國、中國與我國不正競爭

法制，如何評價這種第三方自動化資料擷取與利用行為的競爭效應，

並檢討其異同。  

在以下探討的案例中，面對原告不正競爭的指控，許多被告抗辯

原告限制擷取公開資料的行為，才是限制競爭、濫用市場優勢地位等

271；亦有關於擁有巨量資料的事業拒絕第三方近用，是否可能構成拒

絕交易或違反關鍵設施原則的討論 272，然而，被告的抗辯並非本文討

論焦點，合先敘明。  

在技術上，網路爬蟲技術作為一種蒐集資料的工具，後續的資料

利用（例如分析之後獲得的新知識如何利用與呈現等）其實非與網路

                                                 

271 例如：hiQ v. LinkedIn案中，主張 LinkedIn採取諸如封鎖 hiQ的 IP的技術措施、限制其近用

LinkedIn 網站上公開檔案的權限，屬於違反加州不正競爭法（California Unfair Competition 

Law）的行為，參見 hiQ, 273 F.Supp.3d 1099. 

272 關於資料如何構成一種關鍵設施的討論，可參考 INGE GRAEF, EU COMPETITION LAW, DATA 

PROTECTION AND ONLINE PLATFORMS: DATA AS ESSENTIAL FACILITY (20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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爬蟲技術本身完全貼合；然而，在網路爬蟲相關爭議案件中，通常網

路爬蟲擷取資料後必會加以利用，是以本文認為網路爬蟲技術的合法

性，需包含擷取行為與後續的利用行為，整體觀察。本文接下來探討

網路爬蟲如何可能構成之不正競爭行為，除了探討資料擷取行為，也

將牽涉網路爬蟲行為之後的資料利用行為。  

 

第一節  智慧財產權與不正競爭防止法  

學者劉孔中教授指出，智慧財產權與不正競爭防止法的立法模式

有所不同 273，智慧財產權法是賦予創作者或發明人排他權，以限制他

人之營業自由或是模仿自由，屬於一種賦權法（ entitlement）；相對

地，不正競爭防止法 274屬於一種行為規範，並不賦予特別的法律權利

275，其欲保護的是市場的交易秩序，即事業間公平地以產品或服務較

佳的品質、較低廉的價格進行「效能競爭」，以及遵守誠信原則增加

己身交易機會，進行商業行為 276，故透過禁止特定的行為，保護交易

對象、消費者等市場參與者 277。再從法律的適用層面而言，智慧財產

法既然已經賦予特定權利，在實施法條所定侵害行為時，違法性已經

                                                 

273 參考劉孔中，解構智財法及其與競爭法的衝突與調和，頁 12，2015 年 6 月，討論智慧財產

法與競爭法緊密的關係。 

274 不正競爭防止法（unfair competition law）亦有譯作「不正競爭法」、「反不當競爭法」或

「不公平競爭法」。為保持論述之一致，本文主要將管制違反商業倫理、社會倫理的不正當

商業競爭手段的法律稱為「不正競爭防止法」，而違反「不正競爭防止法」的行為稱為「不

正競爭行為」。 

275 劉孔中，前揭註 273，頁 12；謝銘洋，前揭註 176，頁 15-16。 

276 參見公平交易法第 4條對競爭的定義，及廖義男，公平交易法之立法目的與保護之法益—

第一條之詮釋，公平交易季刊，創刊號，頁 2，1992年 10月。 

277 劉孔中，前揭註 273，頁 12；參見廖義男，前揭註 276，頁 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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體現於行為之中；然而不正競爭防止法需要衡量市場各方利益，尤其

在沒有具體行為規範的情況下，需要進行何謂「不正」的判斷，始能

定義違法性 278。  

然兩者亦有法理共同之處，為求公共利益與私益的平衡，智慧財

產法制度的設計含有許多源於防止不正競爭的考量 279，例如，商標法

中的欺罔（ passing off）、商標淡化（ dilution）的規定 280，又例如許

多大陸法系國家對營業秘密的保護係以不正競爭理論出發，為避免第

三人以不正當手段濫用他事業的營業秘密，故禁止不正當掠奪他人競

爭優勢的行為，並非保護營業秘密本身 281。  

問題在於兩法的交會之處：理論上，非屬智慧財產權保護的標的

即屬於「公共財」 282，在窮盡智慧財產權法之主張之後，針對該非智

慧財產法保護的標的，得否復主張不正競爭防止法作為第二層保護 283？  

以我國而言，公平會在諸多案例中援引公平交易法第 24 條（現行

法 25 條）保護不受著作權保護的不具原創性之資料 284；然而，如此處

理是否過度擴大第 25 條適用範圍？如果過度延伸不正競爭防止法的射

程範圍，將造成原本應屬公眾領域的資源受到再一次的限制，復因為

                                                 

278 許忠信，前揭註 279，頁 6。 

279 許忠信，論智慧財產權與不正競爭防止法上補充成果保護間之關係—由德國法、歐體法

與日本法看我國商標法與公平交易法之修正，公平交易季刊，17 卷 2 期，頁 4，2009 年 4

月。 

280 劉孔中，前揭註 273，頁 12。 

281 林洲富，營業秘密與競業禁止—案例式，2 版，頁 7-8，2014 年 9 月；我國在營業秘密保

護的主流理論則是將營業秘密視為財產權，為智慧財產的一環，特別訂定專法保護之。 

282 謝銘洋，前揭註 176，頁 15。 

283 劉孔中，前揭註 273，頁 12；許忠信，前揭註 279，頁 3。 

284 尚有翰能人力資源案、星辰國際案、酷才網案、鉅亨網案、蕃薯藤與雅虎奇摩案等公平會處

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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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正競爭防止法的適用要件與創作人地位無關，毋需考量著作權法所

設權利行使的例外規定，亦無著作權保護期間的限制，學者曾提出將

有實質上取代各別資料原著作人身份，取得幾乎排他的權利的不衡平

情形的憂慮 285。  

本文認為，公平交易法不應該僅是填補著作權法所不及的漏洞，

與著作權法的關係更非只是在個案情形下為了「有法可管」而存在。

為了避免不正競爭防止法無限擴張，成為保護任何著作權法不適用的

客體的工具，欲以不正競爭防止法作為智慧財產權除外客體的第二層

保護，應僅在事業透過不正競爭手段利用資料時，始得例外加以禁止

286，否則實質上會產生創設新的權利的效果 287；換言之，應正確了解

不正競爭防止法是事業進行市場競爭行為之準繩 288，目的是保護市場

的競爭本身，而非保護特定競爭者而實質上為其創設法律上的權利。  

 

第二節  百度訴奇虎 360 案（中國）  

受到許多學者討論的網路爬蟲案例百度訴奇虎 360 案 289，是中國

搜尋引擎行業網路爬蟲不正競爭第一案，焦點爭議係被告未遵守爬蟲

協議的本身是否即屬於不正競爭，本案具體探討網路爬蟲擷取資料的

行為與不正競爭的認定，具有極高參考價值。  

                                                 

285 馮震宇，論資料庫之保護與不公平競爭（下），月旦法學雜誌，103期，頁 195，2003年 12

月。 

286 Grosheide, supra note 46, at 44; 許忠信，前揭註 279，頁 6。謝銘洋，前揭註 176，頁 15。 

287 陳曉慧，前揭註 137，頁 60；芮文彪、李國泉、楊馥宇，數據信息的知識產權保護模式探

析，電子知識產權，2015年 04期，頁 100，2015年。 

288 謝銘洋，前揭註 176，頁 15。 

289 北京市第一中級人民法院(2013)一中民初字第 2668號民事判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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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項  案件事實  

原告北京百度網訊公司與北京百度在線網路公司（下稱百度公司）

經營的網站 www.baidu.com 是中國知名的搜尋引擎網站 290，除搜尋引

擎服務，尚提供「百度知道」、「百度貼吧」、「百度百科」等多種

論壇與服務；而被告奇虎 360 之主要業務為提供安全軟體、網頁瀏覽

器等，2012 年 8 月 16 日，奇虎 360 開始涉足搜尋引擎業務，推出自己

的搜尋引擎，百度公司即發現其未遵守網站所設定的爬蟲協議 291、逕

而擷取原告網站內容，提供給自己用戶的行為 292；隨後，百度公司便

採取技術措加以反制，當用戶點擊被告搜尋引擎中來自原告網站的搜

尋結果時，會強制跳轉回到百度網站首頁，而非用戶檢索字詞相關的

網頁。因此，被告轉而儲存原告網頁之「網頁快照」，直接提供網頁

快照以回應自己用戶的搜尋要求 293。  

此案引發社會重大關注，為解決雙方爭議， 2012 年 11 月 1日，在

中國互聯網協會的協調下，雙方當事人在北京簽署《互聯網搜索引擎

服務自律公約》（下稱《自律公約》） 294，內容包含願意「遵循國際

通行的行業慣例與商業規則」，意指遵守爬蟲協議；以及在發生爭議

和糾紛時，應本於維護行業整體利益的原則，以協商方式解決等。在

簽約當日，原告簽約代表向被告簽約代表出示了法律通知函 295，要求

                                                 

290 中國對搜尋引擎之通稱為「搜索引擎」，本文改為台灣普遍用語「搜尋引擎」，惟涉及專有

名詞或法規用字，仍保持「搜索引擎」之用詞。 

291 判決中均以「Robots協議」稱之。 

292 見北京市第一中級人民法院(2013)一中民初字第 2668號民事判決書／二。 

293 同前註。 

294  自律公約全文可參考百度 360 等 12 公司簽署《搜索引擎自律公約》，新浪網，

http://finance.sina.com/bg/tech/sinacn/20121101/0245625223.html （ 最 後 瀏 覽 日 ：

2018/07/03）。 

295 即台灣通稱的警告函。 

http://finance.s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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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告停止擷取、複製百度網站頁面，而後被告即不再以擷取原告網站

的網頁快照，然原告仍然向北京市第一中級人民法院提起訴訟。  

第二項  重要爭點  

中華人民共和國《反不當競爭法》第 2 條規定：「經營者在市場

交易中，應當遵循自願、平等、公平、誠實信用的原則，遵守公認的

商業道德。」 296又，該法所稱的不正當競爭行為，是指「經營者違反

本法規定，損害其他經營者的合法權益，擾亂社會經濟秩序的行為。」

297，依據中華人民共和國最高人民法院政策文件 298，本條定義為《反

不正當競爭法》之「原則規定」，如果競爭行為構成該法明文列舉的

不正競爭行為，則應適用各該條文，以免過度擴張「原則規定」的適

用範圍，妨礙營業自由與公平競爭；此標準亦為最高人民法院判決所

採 299，表明《反不當競爭法》第 2 條係屬一般規定，當不正競爭行為

並不屬於該法第二章羅列的各條規定時，法院始可依一般條款加以審

理。對於未個別規定的競爭行為，在該行為有違反「公認的商業標準

                                                 

296 2017年 11 月 4日第十二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常務委員會第三十次會議修訂該法，現行法修

正為：「經營者在生產經營活動中，應當遵循自願、平等、公平、誠信的原則，遵守法律和

商業道德。」 

297 現行法修正為：「本法所稱的不正當競爭行為，是指經營者在生產經營活動中，違反本法規

定，擾亂市場競爭秩序，損害其他經營者或者消費者的合法權益的行為。」 

298 參見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法院關於當前經濟形勢下知識產權審判服務大局若干問題的意

見，第 11點，法發〔2009〕23號。 

299 參見最高人民法院(2009)民申字第 1065號民事裁定書（案名：山東省食品進出口公司、山東

山孚集團有限公司、山東日水有限公司馬達慶、青島聖克達城貿易有限公司不正當競爭糾紛

案），此案俗稱「海帶配額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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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普遍認識能夠認定違反原則規定」的情況時，始可適用不正競爭的

「原則規定」 300。  

適用《反不正當競爭法》第 2 條的要件，前提是雙方當事人屬該

法定義下的「經營者」及具有「競爭關係」 301；隨後，根據法條文義，

構成要件可歸納為三點：一、法律未對該種競爭行為有特別規定；二、

系爭競爭行為確實使其他經營者的合法權益受到實際損害；三、該競

爭行為確屬違反誠實信用原則和公認的商業道德而具有可非難性 302。

本條所謂的「誠信」與「商業道德」，過去最高人民法院認為屬於一

種商業倫理的體現，在規範市場競爭秩序的意義上，更需具有「公認

性」和「一般性」，應以「交易參與者共同和普遍認可的行為標準」

加以理解 303。  

第一款  競爭關係之認定  

原告主張其為搜尋引擎服務商，網站設有 19 個服務欄位，包含百

度知道、百度百科、百度經驗、百度音樂、百度旅遊⋯⋯等，屬於提

供內容的網站服務商；而被告有經營中文搜尋引擎服務。判決書中，

法院並未明確定義原告百度網站究竟是搜尋引擎服務提供商，還是其

他功能欄位百科、知道、貼吧等服務提供商，單純列出本案原告系百

度網的經營單位，被告北京奇虎公司為 360 安全中心網的經營單位，

                                                 

300 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法院關於當前經濟形勢下知識產權審判服務大局若干問題的意見，

第 11點，法發〔2009〕23號。 

301 劉建臣，論搜索引擎違反 Robots協議不正競爭行為的認定問題—兼評最高法院 3Q大戰判

決對 3B大戰判決的啟示，南開法律評論，2014年 00期，頁 205，2014年。 

302 劉建臣，同前註，頁 208。 

303 最高人民法院(2009)民申字第 1065號民事裁定書本院判決／（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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認定兩者為《反不正當競爭法》定義下的經營者，並以百度網站「眾

所周知」有經營搜尋引擎服務，認定兩者具同業競爭關係 304。  

第二款  爬蟲協議屬於公認的商業道德  

被告奇虎 360 辯稱爬蟲協議不具有法律效力，就此爭點，法院在

判決中首先介紹搜尋引擎的運作原理，進而指出爬蟲協議的幾點特質，

包含其「雖然名為協議」，但其實只是一種網頁程式寫作的技術規範

305；又由於個別網站在設定爬蟲協議時不需要與用戶（或是搜尋引擎

等網路爬蟲）協商，所以並非法律意義上的協議或契約，而僅是一種

單方宣示 306。該法院也否認爬蟲協議作為技術措施，因為無論訪問網

站的網路爬蟲是否遵守爬蟲協議，網站的爬蟲協議都沒有強制禁止訪

問的作用。然而，法院肯認爬蟲協議對於網路領域的技術人員通俗易

懂、操作簡便，已經成為一種國內外網路行業「普遍通行、普遍遵守

的技術規範」 307。  

本案中特別的是雙方曾經簽署《自律公約》，法院雖無法具體適

用私人間簽訂的公約，法院仍肯定該《自律公約》係由搜尋引擎行業

內具有代表性的企業共同達成的「行業共識」，得以作為法院理解相

關產業公認的商業道德和行為標準的參考 308。法院認為，在包括被告

在內的整個網路產業界，對於爬蟲協議原則上都是認可和遵守的，因

                                                 

304 北京市第一中級人民法院(2013)一中民初字第 2668號民事判決書／一。 

305 同前註，法院見解／二／（三）。 

306 同前註。 

307 同前註。 

308 同前註，法院見解／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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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爬蟲協議應當被認定為「行業內的通行規則」，即搜尋引擎行業

所公認的、應當被遵守的商業道德 309。  

第三款  不正競爭的行為認定  

由於本案爭議發生的期間雙方簽署了《自律公約》，故法院將被

告擷取資料的行為區分為《自律公約》前、後，分別判斷正當性。  

簽署《自律公約》前，被告奇虎 360 網站包含在推出搜尋引擎的

準備階段，與提供搜索引擎服務的早期，自己也在網站上刊載爬蟲協

議的內容與設置方法，代表被告也認同包含被告在內的搜尋引擎業者，

均以遵守爬蟲協議作為行業內的通行規則。故被告奇虎 360 網站違反

爬蟲協議擷取原告網站內容，構成不遵守行業內「公認的、應當被遵

守的商業道德」，行為明顯不當，該當不正競爭行為 310。  

在簽署《自律公約》後違反爬蟲協議的行為，法院則表示，其所

認知的網路環境的本質，是網站經營者同意被整個網際網路分享其上

傳到網頁的內容，原則上網路使用者均可免費分享、獲取網頁上的訊

息或文件，而網站服務商或網站的所有者也因為用戶的大量訪問，得

以獲利。法院考量了當被告不斷請求原告修改其爬蟲協議，請求准許

被告近用百度網站，然百度網站始終置之不理、不予回覆的情形，認

為原告不願進行雙方協商的行為，也同樣沒有遵守《自律公約》的精

神，因此，法院認定被告行為並無不正當 311。  

最後，針對被告後續提供原告網站內容「網頁快照」的行為，法

院強調，「網頁快照」的目的是防止個別網頁因為突然故障等原因，

                                                 

309 同前註，法院見解／四。 

310 同前註，法院見解／四。 

311 同前註，法院見解／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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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用戶無法瀏覽的應變方法，是以，法院限縮正當使用「網頁快照」

的範圍，僅限於為了方便網路用戶的搜尋需求，如果搜尋引擎實際上

是為了侵犯個別網站的權利、搭相關網站便車的目的，則非屬正當。

本案中，被告直接將搜尋結果更換為相關網頁的網頁快照，使得使用

者點擊原本是原告提供搜尋結果時，直接鏈接至被告擷取的網頁快照，

行為明顯已經超出網頁快照的合理範圍 312。  

 

第三項  案例評析  

本案中的 360 搜尋引擎的經營方式，其實就跟第三章討論的

Innoweb 公司經營的「GasPedaal」網站一樣，是呈現其他搜尋引擎的

結果，屬於「元搜尋引擎」 313。  

從本案可以觀察，法院在個案中認定對於爬蟲行為違反不正競爭，

係聚焦於網路爬蟲擷取資料時違反目標網站的爬蟲協議，認定「遵守

爬蟲協議」為搜尋引擎業者的行業慣例，形成搜尋引擎業界的商業道

德，進而推論違反爬蟲協議有破壞商業倫理之疑慮，將忽視爬蟲協議

而擷取資料直接連結到不正競爭行為，應負擔損害賠償責任 314。  

此案引起許多學者對於對於爬蟲協議之法律性質提出見解，本文

整理、簡述如下：   

 

 

                                                 

312 同前註，法院見解／六。 

313 參見第三章第二節第二項。 

314 中華人民共和國反不當競爭法 27條訂有民刑事責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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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資料使用契約說  

有認為爬蟲協議屬於搜尋引擎等資料擷取者瀏覽網頁的「諾成契

約」之一部分 315，網站經營者以爬蟲協議設定瀏覽網頁範圍限制，即

為網站經營者的意思表示 316，當資料擷取者一旦進入網站開始瀏覽行

為，即為承諾 317，達成雙方合意，並依照該契約內容約束自己行為 318。

換言之，違反爬蟲協議屬於違反契約。  

2. 單方聲明說  

然有學者認為法律上契約或是協議（Agreement），係指雙方意思

表示一致，所成立一種在當事人間創設、變更、終止民事權利義務關

係 319；然而在電子通訊領域中，爬蟲「協議」（Protocol）所指稱的協

議概念，與法律上的權利義務無關，僅是代表一種運用上於電腦網路

通訊領域中的技術規則 320。因此，爬蟲協議並不能定性為契約，其應

屬於一種單方權利聲明，僅是在說明或主張權利，不一定具拘束力 321。  

3. 行業慣例說  

行業慣例，係指特定地區、特定產業、特定交易當事人所熟悉並

廣泛使用的貿易慣例 322。因為爬蟲協議幾乎被國際所有知名搜尋引擎

                                                 

315 寧立志、王德夫，前揭註 72，頁 162，提及內容服務提供者「設置爬蟲協議，並將其作為格

式條款」納入與搜尋引擎間的「信息服務合同」；陳笑，論Robots協議下搜索引擎數据挖掘

行為的法律責任，北京郵電大學碩士論文，頁 24，2014年。 

316 蕭明皓，搜尋引擎爬蟲協議的競爭法分析，煙台大學碩士論文，頁 5，2017年。 

317 寧立志、王德夫，前揭註 72，頁 164。 

318 蕭明皓，前揭註 316，頁 5；寧立志、王德夫，前揭註 72，頁 162。 

319 中華人民共和國民法通則第 85條參照。 

320 寧立志、王德夫，前揭註 72，頁 163、164。 

321 劉建臣，前揭註 301，頁 204；蕭明皓，前揭註 316，頁 5；陳笑，前揭註 315，頁 20-22。 

322 袁其剛，最新國際貿易慣例案例詳解，中國財政經濟出版，頁 11，2008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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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遵守，例如 Google網路爬蟲 GoogleBot或 Yahoo的網路爬蟲的 Yahoo 

Slurp，皆會在請求近用網頁時的 User-Agent 欄位載明自己的爬蟲名稱，

遵守目標網站的爬蟲協議；又中國互聯網協會所組織簽署的自律公約，

也明定搜尋引擎業者應遵守爬蟲協議，又有認為爬蟲協議是網路環境

下著作權人可以採取的有效控制訪問技術措施，應可認為是網路領域

普遍認知與接受的行為標準，構成網路搜尋引擎業的行業慣例，故中

國人民法院對於爬蟲協議的定性值得贊同 323。  

以上各說各自成理，然而目前國內外法院判決均未將爬蟲協議認

定為成立具有拘束性的契約或權利聲明，此爭議仍需待未來的發展與

討論，故本文暫不擬討論契約法部分 324；本文較傾向於認為爬蟲協議

本身並不應該被認定為行業慣例，也不宜成為商業道德的標準。學者

曾撰文指出，行業慣例並非法律所制定，自有可能出現不公平、不合

理的行業慣例 325，所以違反行業慣例的行為，並不一定屬於不正競爭

行為 326。其進一步主張，網路爬蟲擷取資料的行為在個案中是否有不

正競爭情形，應回歸立法目的，即《反不正當競爭法》第 1 條所揭示

的：以市場上經營者和消費者的合法權益保護的角度出發，進行利益

衡平的判斷 327。  

                                                 

323 范長軍，行業慣例與不當競爭，法學家，2015年 5期，頁 85，2015年 10月；張平，《反不

正當競爭法》的一般條款及其適用—搜索引擎爬蟲協議引發的思考，法律適用，2013 年

03期，頁 50-51，2013年。 

324 關於爬蟲協議屬於契約之見解及較深入的探討，可參考陳笑，前揭註 315 一文，以及寧立

志、王德夫，前揭註 72。 
325 范長軍，前揭註 323，頁 85-86；寧立志、王德夫，前揭註 72，頁 163。 

326 范長軍，前揭註 323，頁 86。 

327 同前註，頁 8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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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從之，原因在於爬蟲協議完全取決於網站經營者的意志，網

站經營者得以單方面設定准許與禁止近用的名單，本案中的百度網站

禁止奇虎 360 搜尋引擎，目的實則不一定是擔心網站遭惡意爬蟲利用，

也可能是基於欲阻止搜尋引擎市場新競爭者而排除奇虎 360 搜尋引擎。

當然，如個案中有該等有害於市場競爭的情形，被告得以提出反訴或

抗辯，主張原告違反競爭法，然而，如果法院直接因為違反爬蟲協議，

即認定擷取資料的業者競爭行為屬不正當，則會發生一方面是原告的

限制擷取行為違反競爭法則，被告卻也必定同時違法的詭異狀態。是

以不顧個案情況認定遵守爬蟲協議為行業慣例或商業道德，恐怕太過

武斷。  

應注意的是本案的特殊個案情況，法院是在考量中國網路產業

《自律公約》訂定情況，以及體察網路搜尋引擎產業的運作現況，認

定搜尋引擎行業普遍遵守爬蟲協議，因此爬蟲協議可認定為搜尋引擎

行業的慣例與商業道德；然而，在不同行業、不同區域，不同交易對

象皆可能導致對於何為行業慣例有不同的認知，又網際網路無遠弗屆

的特性，使得網路服務不一定有特定地域性可言，使判斷何為行業慣

例的十分困難。是以，本案至多可以推論「搜尋引擎業者」違反爬蟲

協議的行為，較可能評價為有可非難性，構成不正競爭，然而，其他

以網路爬蟲進行商業行為的業者，是否視爬蟲協議為行業規範，仍須

視個案情形而判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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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節  Yelp 與 Google 爭議（美國）  

第一項  案例事實  

Google 與 Yelp 之間的爭議包含多個爭議競爭行為，在 FTC 調查

Google 的行為中 328與網路爬蟲行為最為相關的，是 Google 從競爭對

手網頁上擷取資料，以增加自己網站上其他服務的內容。  

Yelp是美國最大的點評網站（或稱在地搜尋網站），用戶在 Yelp

網頁上可以根據自己的消費經驗，給予星等、撰寫評論來評價在地的

餐廳、商店，或補充頁面上尚不完整的店家資訊。而大眾耳熟能詳的

Google 搜尋引擎，其實不只經營一般搜尋服務，也透過 Google Places、

Google 圖片，提供消費者針對特定主題或類別進行檢索的「垂直搜尋

服務」（Vertical Search Service）；因此，在某地區有哪些店家、該

店家的客戶評價如何的搜尋領域，Google 也是 Yelp 的競爭者之一。  

從 2010 年開始，Yelp 發現 Google 未得到其同意，擷取 Yelp 使

用者撰寫並上傳到 Yelp 的評論與與星等，呈現在 Google 自己提供的

服務—Google Places 329搜尋結果中 330。甚至，當使用者在 Google 搜

尋關鍵字欄位中，輸入餐廳名稱加上 Yelp（代表搜尋結果應導向 Yelp

網站），第一個搜尋結果呈現該餐廳官網，無可厚非，然而緊接著的

                                                 

328 其他競爭法爭議包含廣為學界探討的 Google 是依據廣告主出價高低，人為操控搜尋引擎呈

現結果的「搜尋偏愛」問題，另外也包含 Google 是否利用其市場地位，限制廣告主與其他

搜尋引擎進行交易的獨家交易問題；參見 Brody Mullins et al., Inside the US Antitrust Probe of 

Google, THE WALL STREET JOURNAL (Mar. 19, 2015, 7:38 PM), https://www.wsj.com/articles/inside-

the-u-s-antitrust-probe-of-google-1426793274. 

329 Google推出的進行在地搜尋的服務 Google Local，手機版相同服務稱為 Google Places。 

330  The Power of Google: Serving Consumers or Threatening Competition?.: Hearing Before the 

Subcomm. on Antitrust, Competition Policy and Consumer Rights of the S. Comm. on the Judiciary, 

112th Cong. 247 (20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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卻是 Google 自己提供的評論和 Google＋網頁，而非 Yelp 網站相關頁

面 331。  

在執法機制上，美國聯邦貿易委員會法之執法機關為聯邦貿易委

員會（FTC），美國聯邦貿易委員會法性質上屬於行政管制 332，該法

第 5 條並非受害消費者或事業得以向法院據以主張的請求權基礎 333，

而僅能向美國 FTC 檢舉事業的不正競爭行為。Yelp 於是向 FTC 提出

檢舉，主張 Google 擷取 Yelp 網站之資料，呈現在自己網站的行為，

構成第 5 條的不正競爭行為，2013 年美國 FTC 開始調查 Google，發

現不止 Yelp，Google 亦從 TripAdvisor、Amazon 等網站擷取評論星等、

產品排序等內容以增益自己的服務。然而，最後 FTC 並未祭出裁罰，

而是在 Google 承諾做出調整之後，FTC 就停止了對 Google 的調查，

與 Google 達成和解。事後於 2013 年，華爾街日報（Wall Street 

Journal）始在其取得的官方機密文件中 334，揭露 Google操縱搜尋結果、

擷取其他網站資料等事件的具體調查結果。  

第二項  重要爭點  

美國對於限制競爭與不公平競爭的規制，並未設立專法，而是散

見於休曼法（Sherman Act of 1980） 335、克萊登法（Clayton Act） 336，

                                                 

331 Mullins et al., supra note 328. 

332 廖元豪，美國聯邦交易委員會法第五條與其他反托拉斯法之關係—兼論我國公平交易法第

二十四條之適用範圍，公平交易季刊，8卷 4期，頁 3，2000年 10月。 

333 Stephanie L. Kroeze, The FTC Won't Let Me Be: The Need for a Private Right of Action Under 

Section 5 of the FTC Act, 50 VAL. U. L. REV. 227, 228 (2015). 

334 本爭議背後 FTC與 Google的周旋，揭露在Wall Street Journal於 2015年 3月 19的報導中，

見Mullins et al., supra note 328. 

335 15 U.S.C. §1-2. 

336 15 U.S.C. §13-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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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於 1914 年制訂的聯邦貿易委員會法（ Federal Trade Commission 

Act）。休曼法主要規範限制競爭行為（反壟斷），內容包含禁止事業

濫用獨占地位、以契約等方式進行聯合行為等；而克萊登法則規範價

格的差別待遇、排他性契約、事業間限制競爭的結合等行為，主要也

是關於限制競爭行為的規制。  

而關於不公平競爭之規範，見於聯邦貿易委員會法（ Federal 

Trade Commission Act，下稱 FTC 法），其功能不僅具體定義許多休曼

法涉及條文的具體解釋方式，更重要的是，國會以該法授權聯邦貿易

委員會（Federal Trade Commission，下稱 FTC）作為獨立機關，管制

其他聯邦反托拉斯法（Sherman Act 或 Clayton Act）未涵蓋的有害競爭

行為 337，根據第 5 條 338規定：  

以不公平競爭方法，以及不公平或欺罔之行為或手段從事

或影響商業，係屬違法。（ “Unfair methods of competition in or 

affecting commerce, and unfair or deceptive acts or practices in or 

affecting commerce, are hereby declared unlawful.”）  

依據本條，事業使用「不公平競爭方法」與「不公平或欺罔的行

為或手段」均屬不正競爭行為的範疇；依據同條第（ n）項 339之規定，

                                                 

337 廖元豪，前揭註 332，頁 3。 

338 45 U.S.C. §45(a)(1). 

339 參見 FTC法第 5條第（n）項：“The Commission shall have no authority under this section or 

section 57a of this title to declare unlawful an act or practice on the grounds that such act or practice 

is unfair unless the act or practice causes or is likely to cause substantial injury to consumers which 

is not reasonably avoidable by consumers themselves and not outweighed by countervailing benefits 

to consumers or to competition. In determining whether an act or practice is unfair, the Commission 

may consider established public policies as evidence to be considered with all other evidence. Such 

public policy considerations may not serve as a primary basis for such determin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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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謂「不公平」競爭行為或慣行，係以「造成或可能造成消費者的實

質損害」（ causes or is  likely to cause substantial injury to consumers）

為判斷依據，當該損害是消費者無法合理地自行避免，且沒有對消費

者或市場競爭有更重要的利益時，構成「不公平」競爭行為 340。換言

之，本條之適用前提為取決於消費者的福祉是否有受到影響 341，在消

費者保護與其他利益權衡之下，系爭競爭行為足以對消費者造成損害

時，美國 FTC 即可以發動本條規範該競爭行為。  

至於系爭行為是否需要有有害競爭的效果？早期法院的判決採取

肯定說 342，認定不公平競爭行為至少要造成競爭者的損害，或是有減

損競爭的效果；然而，在嗣後案例法發展下，亦有法院認為系爭行為

不需要實際上產生反競爭效果，即可以適用本條 343；本文認為考量保

護消費者與交易秩序的規範目的，較合理的解釋應採取肯定說，美國

FTC 於 2015 年 8 月 13 日公布的「有關 FTC 法第 5 條之『不公平競爭

方 法 』 的 執 法 原 則 聲 明 」 （ Statement of Enforcement Principles 

Regarding “Unfair Methods of Competition” Under Section 5 of the FTC 

                                                 

340 張麗卿，公平交易法第 24 條之法理分析與實務運用，公平交易季刊，15 卷 4 期，頁 54，

2007年 10月。 

341 Dena Aubin, FTC offers first-ever guidance on “unfair competition”, REUTERS (Aug. 14, 2015, 12:46 

AM), https://www.reuters.com/article/us-usa-antitrust-ftc/ftc-offers-first-ever-guidance-on-unfairco 

mpetition-idUSKCN0QI21D20150813. 

342 廖元豪，前揭註 332，頁 9；轉引 F.T.C. v. Raladam Co., 283 U.S. 643 (1931), Hofeller v. F.T.C., 

82 F.2d 647 (7th Cir. 1936). 

343 廖元豪，前揭註 332，頁 9；轉引 F.T.C. v. Sperry & Hutchinson, 405 U.S. 233 (1972), Giant 

Food, Inc. v. F.T.C., 322 F.2d 977 (196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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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ct）亦發布同樣的執法標準，唯有在系爭行為已經造成或可能造成傷

害競爭或競爭過程的效果時，FTC 始會發動本條挑戰該行為 344。  

雖然本案並未進入訴訟程序，然而 Google 願意自行調整行為，應

也是在其衡量後，預期有高機率被認定為有害市場競爭關係。在諸多

FTC調查 Google的事項中，針對利用網路爬蟲擷取 Yelp、TripAdvisor、

Amazon 等網站內容，呈現於自己的垂直搜尋服務、改善 Google Local

和 Google Product Search 等搜尋結果的商業行為，Google 在自願改善

的承諾書中，承諾給予網站「選擇退出」（Opt-out）垂直搜尋結果的

權限，換言之，網站可以選擇自己網站上的星等與評論等內容，不被

Google 使用於與該些網站競爭的搜尋服務；並且，Google 必須保證

「選擇退出」垂直搜尋結果不會影響該些網站在 Google 自然搜尋

（Natural Search）結果中的排序 345。  

第三項  案例評析  

第一款  以 FTC 法處理爬蟲爭議較少見  

美國雖然不乏許多網路爬蟲相關的爭議，然而美國以 FTC 法處理

網路爬蟲的案例較為稀少，大部份資料持有者的主張集中在美國特殊

的聯邦刑法—美國聯邦電腦詐欺及濫用防制法（CFAA） 346，或是

                                                 

344 參考聲明第二點：“the act or practice will be evaluated under a framework similar to the rule of 

reason, that is, an act or practice challenged by the Commission must cause, or be likely to cause, 

harm to competition or the competitive process, taking into account any associated cognizable 

efficiencies and business justifications.” 

345 Commitment Letter from Google to the Commission, https://www.ftc.gov/system/files/documents/ 

closing_letters/google-inc./130103googleletterchairmanleibowitz.pdf (last visited July 3, 2018). 

346 例如，Fidlar Technologies v. LPS Real Estate Data Solutions, Inc., 810 F.3d 1075 (7th Cir. 2016)

案，係關於一家提供州政府公務員管理土地資料的軟體，控告一家不動產資料分析公司，未

經授權近用其線上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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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張違反網站的使用者條款等，猜測除了因為事業無法直接在訴訟中

主張美國 FTC 法，又可能主管機關 FTC 希望以最有效的方式解決爭

議，不一定願意投入多年的時間調查以及做出處分，而選擇以協商、

和解的方式管制有不正競爭疑義的事業；從較悲觀的角度而言，由於

本件爭議中，美國 FTC 下設的競爭局（Bureau of Competition）曾經

建議對 Google提起訴訟，最終卻不被採納 347，甚至也有認為主管機關

FTC 有可能受到黨派政治，或是業界關說的影響，因此選擇不積極調

查與處分 Google348。  

從本案中可以觀察到網站經營的兩難，資訊爆炸的時代形成所謂

的「注意力經濟」 349，網站的曝光度、瀏覽量主要來自搜尋引擎的搜

尋結果，導引用戶連結到網站的網址鏈結，更有形容，在搜尋引擎結

果中未被呈現的網站，根本形同「不存在」 350，所以各個網站均不得

不准許搜尋引擎爬蟲擷取網站內容、建立網址索引，Yelp 面臨的可謂

是一種「被迫被搭便車」（Forced free riding）的困境 351。難怪在此事

件中，Yelp 等網站一方面需要 Google 的爬蟲導引使用者，一方面又

不希望 Google 的爬蟲與之直接競爭。  

以消費者的角度而言，Google 所提供的服務確實有其好處，

Google 一直致力於推出更符合使用者需求的產品，使用戶更快得到想

                                                 

347 Mullins et al., supra note 334. 

348 Frank Pasquale, Paradoxes of Digital Antitrust: Why the FTC Failed to Explain Its Inaction on 

Search Bias, HARV. J.L. & TECH. OCCASIONAL PAPER SERIES, 14 (2013), 

https://jolt.law.harvard.edu/assets/misc/Pasquale.pdf. 

349 劉建臣，前揭註 301，頁 209； see also, Elkin-Koren, supra note 33, at 183-84; Keamey, supra 

note 55, at 317: “Given the vastness of the Internet, the usual problem for web sites is not how to 

exclude users but how to be found by them.” 

350 Elkin-Koren, supra note 33, at 180-81.  

351 Shelanski, supra note 63, at 1699-17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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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道的資訊 352。例如，使用者想尋找某城市的天氣預報，Google 如能

直接在搜尋結果的頁首呈現當地氣象實時資料，使用者即無須耗費時

間點擊進入中央氣象局網站等資料來源、再下拉選單、選擇城市等。  

然而，Google 擷取他人網頁內容，增益自己網頁內容的行為，長

遠來看會造成抑制創新的結果 353。以 Yelp 評等網站的營運模式而言，

若使用者再也不需要點擊進入 Yelp 網站，即可以在使用 Google 搜尋

時找到想要的在地餐廳推薦，Yelp 網站不只會失去潛在使用者可能貢

獻的新評論，更會流失網站的流量，以致廣告收益降低，不一定能維

持網站的營運；對於未來欲發展新服務的網站經營者，也可能因為擔

心直接被複製內容而卻步。另一方面，此種競爭行為對於 Google 本

身長遠來看也有不利的效果，如果 Google 食髓知味，直接擷取其他

網站的內容，取代自己發想新服務，則 Google 也將不再有誘因發揮

創意構思新產品，只思坐享其成。  

 

第二款  美國法院曾創設不當取用原則  

除了 FTC 法作為不正競爭行為的規制法源，美國法院在較久遠的

案件中，也曾嘗試直接以不公平競爭的法理解決爭議 354。如第三章所

述，美國在 Feist v. Rural Telephone 案之後，建立了不單純保護蒐集素

                                                 

352 FTC, Statement of the Federal Trade Commission Regarding Google’s Search Practices, In the 

Matter of Google Inc., 2 (January 3, 2013): “Google’s primary goal in introducing this content was 

to quickly answer, and better satisfy, its users’ search queries by providing directly relevant 

information.” 

353 Shelanski, supra note 63, at 1700-01. 

354 馮震宇，論資料庫之保護與不公平競爭（上），月旦法學雜誌，102期，頁 181，2003年 11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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材的「額頭上的汗水」之原則，不具原創性之資料即無法尋求著作權

的保護。在此背景之下，美國聯邦最高法院於 1918 年的 International 

News Services v. Associated Press 案 355中，針對 International News 

Services 未經授權利用美聯社的戰地新聞報導，創設了「熱門新聞不

當取用」（Hot News Misappropriation） 356的原則，以不正競爭的角度

評價此重製行為。  

最高法院認為，雖然對於事實的報導非著作權保護的標的，不得

禁止大眾加以近用公共領域的資料，然而這並不代表「競爭者」也同

樣可以自由取用 357。法院認為，因為製作該新聞的企業花費大量的組

織、技術、勞力和金錢成本，熱門即時新聞成為一種「準財產」

（quasi-property），且該案中兩事業屬於競爭者，基於新聞報導產生

的經濟價值（ economic value），應可對抗競爭者直接搭便車使用該些

報導，避免美聯社努力報導的經濟利益遭到剝奪 358。  

然而，「熱門新聞不當取用」原則的適用非常狹窄。依據後來

1997 年 N.B.A. v. Motorola Inc.一案 359對該原則設立的五個要件，唯有

在個案涉及：一、原告蒐集資料付出勞力、時間、費用成本；二、系

爭事實性資料具有時效性（ time-sensitive）；三、被告搭便車，利用

前述資料；四、原被告處於直接競爭關係；五、如允許被告的搭便車

行為，將降低原告提供產品或服務的的誘因，實質威脅產品或服務的

品質與存在 360。由於美國案例法實務操作上前案僅拘束事實背景相似

                                                 

355 International News Service v. Associated Press, 248 U.S. 215 (1918). 

356 亦有翻譯做私取、不當利用，或是濫用。 

357 Associated Press, 248 U.S. at 235. 

358 Id. 

359 National Basketball Association v. Motorola Inc., 105 F.3d 841 (2d Cir. 1997). 

360 N.B.A., 105 F.3d at 8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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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後案，從以上要件觀之，聚合網站整合財金資料、房屋租售資料，

皆不如戰地新聞般有著時效性，也非經過一段時間，該些資料就一定

減損經濟價值。又如網路爬蟲擷取資料用以做進一步資料分析，進行

各種加值、轉化利用，且不使用於直接競爭的市場的話，即不會抹滅

提供產品或服務的誘因，亦難以適用此原則。  

 

第三款  他國相似案例：大眾點評訴百度案  

在中國也發生過評論網站的類似爭議，即 2015 年的大眾點評訴百

度案 361。原告「大眾點評」網與 Yelp 一樣經營在地商家評論網站，使

用者上傳對於特定商店的星等與評論。被告百度公司則像 Google 一樣，

主要業務為搜尋引擎，在其另外的功能欄位「百度地圖」中，提供用

戶搜尋商家的功能，並利用網路爬蟲技術擷取、呈現來自於大眾點評

網的評論資料。值得注意的是，本案中百度公司並未違反被告網站的

爬蟲協議 362；並且，百度公司在呈現來自大眾點評網的資料時標示

「來自大眾點評」 363，並提供大眾點評網頁的鏈接，然而大眾點評的

用戶與網頁流量仍因此而減少，故主張百度公司的這種行為是不正競

爭行為，提起訴訟。  

審理該案的上海知識產權法院適用中華人民共和國《反不正當競

爭法》第 2 條，檢視三個要件：兩事業存在競爭關係；原告是否因被

                                                 

361 上海漢濤信息咨詢有限公司訴北京百度網訊科技有限公司等不正當競爭糾紛案：一審法院為

上海市浦東新區人民法院，(2015)浦民三(知)初字第 528 號民事判決；二審法院為上海知識

產權法院，(2016)滬 73民終 242號。 

362 上海知識產權法院判決書，(2016)滬 73民終 242號，一審法院認定事實。 

363 同前註，一審法院認定事實／二／（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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告的競爭行為受有損害；以及被告的競爭行為具有可非難性 364。該案

處理的爭點，主要聚焦在大眾點評網是否因為百度公司的行為受有損

害，以及不正競爭行為可非難性的判斷。  

首先，為認定被告是否受有損害，二審法院先認定被告大眾點評

具有法律應保護的權益 365。原告大眾點評長期經營評論網站，累積用

戶貢獻的評論資料，據此吸引更多的用戶使用網站、獲取流量，具有

很高的經濟價值，且是原告公司的勞動成果。儘管百度公司有使用

「來自大眾點評」標示，使用戶得以鏈接回到大眾點評網頁，然而，

百度公司已經在其網頁上「全文顯示」，按照一般消費者瀏覽網頁的

習慣，百度的用戶已經沒有必要再跳轉到大眾點評網頁閱讀資料。再

加上高達 75%的商家資料均來自大眾點評，法院認為百度公司已經對

大眾點評造成「實質性替代」 366，必定損害大眾點評網站的獲利機會。  

但是法院也強調，網頁資料雖是原告公司的勞動成果，屬於法律

上權益，但此並非有財產權般強度的權利，唯有在他人的競爭行為不

正當時，始有可責性。值得參考的是，上海知識產權法院對於競爭行

為是否有違反商業道德的判斷 367，提出幾個應綜合的因素，其中包含：

一、百度公司是否有透過擷取的資料創造新的價值 368：法院認為，如

攫取他人的資料，又提供同質服務，即無積極的創新效果；二、百度

公司使用資料的模式和範圍是否合理：本案中百度公司其實並無必要

全文顯示大眾點評的資料，一樣可以提供用戶同時獲得檢索地點與評

                                                 

364 同前註，本院判斷／一。 

365 同前註，本院判斷／一／（一）。 

366 同前註。 

367 同前註，本院判斷一／（二）。 

368 同前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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論的服務，故百度公司的資料使用規模已超過必要的限度 369；三、考

量系爭競爭行為對整體市場交易秩序之影響：雖然消費者可能受益於

百度地圖直接呈現其他網站的全文資料，然而此舉卻將造成未來大眾

點評等網站不再願意投入市場，長遠來看是破壞產業競爭生態，也不

利於未來的消費者。  

綜合以上，雖然百度公司並未違反爬蟲協議，但此一事實僅代表

百度爬蟲有符合公認的行業準則擷取資料，卻不代表擷取資料後續的

使用行為必然合法。  

 

第四節  經濟新報訴全曜公司案（台灣）  

過去我國經常出現的網路爬蟲資料利用類型，是抄襲他人資料庫，

未經刪改即呈現於自已網站。以台灣經濟新報與全曜公司就財金資料

庫的爭議為例，該案經過公平會之處分 370與智慧財產法院判決 371，以

下討論之。  

第一項  案例事實  

台灣經濟新報公司建立一財經資料庫（Taiwan Economic Journal，

下稱「新報資料庫」），自各個資料來源廣泛蒐集、彙整國內上千家

上市櫃公司之財務報告書，投注可觀之人力、資金、時間，進行篩選、

剖析其資料內容，並將大項資料切割為具有意義、合乎邏輯之細項資

                                                 

369 同前註。 

370 民國 100年 4月 21日行政院公平交易委員會公處字第 100059號處分書。 

371 本文主要討論智慧財產法院 101年度民公上字第 4號判決。後續全曜財經資訊股份有限公司

所提出的上訴與再審均駁回；參見最高法院 103 年度台上字第 739 號判決（維持前審判

決）、智慧財產法院 103年度民公上再字第 1號判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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料，供使用者付費使用該些證券金融市場分析所需之財經專業資訊與

數據。  

然而，全曜財經資訊股份有限公司卻未經台灣經濟新報公司同意，

自新報資料庫之客戶端，系統化地擷取、複製資料庫之內容，用以擴

充為自身販售之「CMoney法人投資決策支援系統」（下稱 CMoney系

統）之內容，台灣經濟新報公司於是向公平會檢舉，並在 2010 年提起

訴訟。  

第二項  重要爭點  

我國關於不公平競爭的條款訂於《公平交易法》第三章，第 21 到

第 24 條逐條規範不公平競爭行為的具體類型 372；另外在同法第 25 條

規定：「除本法另有規定者外，事業亦不得為其他足以影響交易秩序

之欺罔或顯失公平之行為。」作為概括條款。  

採取如此具體列舉加上概括條款的立法模式，蓋因事業競爭行為

樣態千變萬化，立法上難以窮盡列舉；為避免掛一漏萬，故訂定本條

作為「概括條款」以應對有害市場公平競爭之新興商業模式，以利補

充適用 373。為使其適用具體明確化，並確保事業之公平競爭及保障消

費者之權益，公平會訂定發布《公平交易委員會對於公平交易法第二

十五條案件之處理原則》（下稱「處理原則」）；依據「處理原則」

第 4 點，本條作為概括條款，應恪守補充原則，先檢視「限制競爭」

之規範（如獨占、結合、聯合行為及垂直限制競爭），再行檢視「不

公平競爭」規範（如商業仿冒、不實廣告、營業誹謗），如個案行為

落入前述規範，則各該規定已足以評價行為之不法內涵，無由適用第

                                                 

372 劉孔中，前揭註 273，頁 119。 

373 公平交易委員會對於公平交易法第二十五條案件之處理原則第 2點參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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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 條加以補充 374；換言之，唯有在系爭事業競爭行為無法適用其他明

文規定的限制競爭或不公平競爭行為時，始有本條適用之餘地。  

為了劃分與民法、消費者保護法的規範範圍，公平法下「顯失公

平」的門檻需到達「足以影響交易秩序」之程度 375。所謂「交易秩

序」，指符合善良風俗之社會倫理，及效能競爭之商業競爭倫理所為

之一切商品或服務交易行為 376，包含在產業價值鏈上的各個研發、生

產到消費等階段中的水平競爭與垂直交易關係，符合公平競爭精神 377。

此要件的判斷不限於已實際影響交易秩序，適用上應綜合考量受害人

數多寡、造成損害程度、事業競爭所採取手段、市場力量大小等因素，

來判定對市場經濟秩序的影響情況 378，在客觀上有影響交易秩序之可

能性即為該當。至於僅有單一交易相對人或是消費者受害，既然不足

以影響交易秩序，則應依民法、消費者保護法等其他法規解決 379。  

依據第 25 條文義，本條區分不正競爭行為有「欺罔」與「顯失公

平競爭行為」兩種，並在相對寬泛的法條之餘，在「處理原則」中例

示各種「欺罔」與「顯失公平的行為」的樣態 380。所謂「欺罔」，即

對於交易相對人以欺瞞、誤導或隱匿重要交易資訊等引人錯誤的手段，

                                                 

374 劉孔中，前揭註 273，頁 119；施錦村、郭冠樟，公平交易法第 24條構成要件之評析—以

最高行政法院判決為例，公平交易季刊，22卷 4期，頁 85，2014年 10月。 

375 劉孔中，前揭註 273，頁 120；張麗卿，前揭註 340，公平交易法第 24 條之法理分析與實務

運用，公平交易季刊，15卷 4期，頁 63，2007年 10月。 

376 行政院公平交易委員會編審小組，認識公平交易法，行政院公平交易委員會，增訂十六版，

頁 290，2015年 7月。 

377 公平交易委員會對於公平交易法第二十五條案件之處理原則第 5點。 

378 同前註。 

379 廖義男，夏蟲語冰錄（一一二）—足以影響交易秩序之欺罔或顯失公平之行為，法令月

刊，68卷 5期，頁 132，2017年 5月。 

380 公平交易委員會對於公平交易法第二十五條案件之處理原則第 6點、第 7點參照。 



DOI:10.6814/THE.NCCU.TIIPM.015.2018.F08 

‧
國

立
政 治

大

學
‧

N
a

t io
na l  Chengch i  U

niv

ers
i t

y

 

 95 

以增加自己交易機會，或使競爭者喪失交易機會 381；「顯失公平之行

為」則指事業違反「效能競爭」原則，對於其他遵守公平競爭本質之

競爭者而言，以顯失公平之方法從事競爭或商業交易。違反第 25 條的

法律責任，民事責任部分規範於同法第 30 條到 32 條，若系爭「欺罔

或顯失公平行為」導致侵害他人權益或有侵害之虞者，受侵害人得請

求除去或防止之，並得要求侵害人負損害賠償責任；第 32 條更規定，

法院得因被害人之請求與審酌侵害情節，酌定損害額以上之賠償等。  

網路爬蟲行為擷取他人網頁資料、直接加以利用在自己網頁的行

為，可能構成「榨取他人努力成果」類的不正競爭（即俗稱「搭便車」

行為）。  

本案法院首先解釋違法的判斷標準，原則上應考量：一、遭攀附

或高度抄襲之標的，應係該事業已投入相當程度之努力，於市場上擁

有一定之經濟利益，而已被系爭行為所榨取；二、其攀附或抄襲之結

果，應有使交易相對人誤以為兩者屬同一來源、同系列產品或關係企

業之效果等。惟倘其所採行手段可非難性甚高（如完全一致之抄襲）

者，縱非屬前述二因素之情形，仍有違法之虞，應依個案實際情形，

綜合判斷之 382。  

第一款  競爭關係之認定  

學者有認為我國公平法規範下，當事人需具有競爭關係 383，始加

以討論系爭行為是否屬於不公平競爭，實務操作上，我國的公平會或

                                                 

381 具體行為請見公平交易委員會對於公平交易法第二十五條案件之處理原則第 6點列舉事項。 

382 智慧財產法院 101年度民公上字第 4號判決／五／（一）。 

383 馮震宇，前揭註 285，頁 190-191；劉孔中，公平交易法第二十四條之研究，公平交易季

刊，2卷 3期，頁 15，1994年 7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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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院亦均認為兩事業需有競爭關係作為前提，如無法建立事業間的競

爭關係，無法適用公平交易法第 25 條。  

被告抗辯，其提供的 CMoney 系統與新報資料庫就「供給面」而

言，不具有競爭關係：被告主張，新報資料庫是提供證券金融市場基

本分析的「財經資訊與數據」；而 CMoney 系統所提供之服務，則是

進一步有透過軟體加以分析篩選，功能是進行金融商品交易之「決策

分析」，容有不同 384。  

雖然被告聲稱 CMoney 系統尚有諸如「進階篩選」、「概念評

比」、「多空評鑑」及「決策報酬分析」等其他附加功能，然而法院

判斷新報資料庫提供的財經專業資訊與數據，同樣可以協助使用者進

行投資分析與決策，亦可達到 CMoney 系統之功能，是以，法院認為

兩造之產品同屬於以電子資料庫方式，提供證券商、投信事業、學術

研究機構等使用者財經資料，具有供給及需求替代性，屬於水平競爭

者 385。  

第二款  上訴人投入努力，擁有一定經濟利益  

法院肯認，臺灣經濟新報在建立新報資料庫過程中，須投入大量

的人力、時間，蒐集、整理與編製各家上市櫃公司每年各季之財務報

告書等資料；雖然原始資料來源，可能來自如臺灣證券交易所之公開

資訊觀測站等公開資訊，然而從臺灣經濟新報提供的工作流程、三大

表建檔流程中可知，許多非電子檔案、或需要轉檔的資料，必須投入

人力進行篩選、編排、檢查、修訂，故可認為臺灣經濟新報已「投入

                                                 

384 智慧財產法院 101年度民公上字第 4號判決／二／（四）。 

385 與公平交易委員會公處字第 100059號處分書持相同理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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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當程度之努力」建立新報資料庫，於「市場上擁有一定之經濟利益」

386。  

第三款  高度抄襲之判斷  

法院指出，判斷 CMoney 系統有無高度抄襲新報資料庫，應綜合

考量幾點：一、該項抄襲是否達「完全一致」或「高度近似」之程度；

二、抄襲人所付出之努力成本與因而取得之競爭優勢或利益之關聯性

及相當性；及三、遭抄襲之標的於市場競爭上之獨特性及占有狀態 387。  

被上訴人 CMoney 資料庫雖抗辯兩造資料庫的數個欄位之編排順

序及種類有所不同，可見兩資料庫無「完全一致」或「高度近似」，

並且，新報資料庫所含之財經資料均屬公開資訊，與公開觀測站等公

開來源的原始資料高度相似，且上訴人之資料亦不具著作權 388。  

然而，法院認定，上訴人刻意植入特定字元或調換數據資料，亦

出現在 CMoney 系統所載有轉投資資料中亦相應出現該特定字元、錯

置資料，可見有抄襲之事實。法院並澄清，縱使上訴人新報資料庫內

財經資料非屬著作權法之保護對象，此處討論抄襲與否的標的與資料

欄位等編排無關，而是指整理、編輯後之財經資料本身，係屬台灣經

濟新報公司具有經濟利益之資產，被上訴人公司不得擅自使用並以之

營利 389。  

 

                                                 

386 智慧財產法院 101年度民公上字第 4號判決／五／（四）。 

387 智慧財產法院 101年度民公上字第 4號判決／五／（一）。 

388 智慧財產法院 101年度民公上字第 4號判決／五／（五）。 

389 智慧財產法院 101年度民公上字第 4號判決／五／（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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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款  顯失公平競爭行為認定  

法院最後判斷， CMoney 系統資料的確有來自新報資料庫，

CMoney 系統未取得授權或同意取得經濟新報公司投入努力所蒐集、

編制完成之公司財報資料，逕自加以使用，藉以擴充自身系統之內容；

透過此高度抄襲之行為，被上訴人公司毋需投入相應的成本來建置

CMoney 系統，藉由取得成本優勢，將使其產品於市場上更具競爭力，

屬於榨取他人努力成果，對於其他努力透過效能競爭、爭取交易機會

的同業競爭者而言，構成顯失公平情事，有侵害商業競爭倫理之非難

性，該當影響交易秩序之顯失公平行為，是故，違反公平交易法第 24

條（即現行法 25 條） 390。  

綜上，法院認定，台灣經濟新報公司就該等國內上千家上市櫃公

司按季發表之財務報告書之處理、編排，具市場經濟利益；而被處分

人擷取他人資料，增進自己資料庫銷售數量，將造成市場上購買者不

需再向台灣經濟新報公司購買相關財經資料，對於其他努力爭取交易

機會之競爭者而言，勢將降低其他競爭同業追求效能競爭之意願，危

害市場競爭，屬於足以影響交易秩序的顯失公平行為，屬於足以影響

交易秩序的顯失公平行為，違反公平交易法第 24 條（現行法 25 條）

之規定。  

 

第三項  案例評析  

目前台灣雖已有利用科技擷取他人網站資訊之情事發生，但是判

決中均未以未具體表明該行為屬於爬蟲行為，也未以「爬蟲行為」或

                                                 

390 智慧財產法院 101年度民公上字第 4號判決／五／（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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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爬蟲協議」作為爭點進行討論，故難以看出法院針對網路爬蟲此科

技本身的法律評價。然本案法院判決雖未明確提及「網路爬蟲」一詞，

所謂「自⋯⋯資料庫之客戶端，系統化地擷取、複製資料庫之內容」

其實即是運用本文討論的網路爬蟲技術進行資料擷取，故可以由藉回

顧相關案例，試圖拼湊台灣法院對於網路爬蟲資料利用行為的概觀。  

在前述財金資料庫一案中，被告的可非難性是建立在擷取他網站

資料，藉此降低自己事業的經營成本，在絲毫未刪改之下，復利用於

同一競爭市場，損害競爭對手，是以本件中，即便擷取的資料是上市

公司財報等公開資料，仍受到公平交易法第 25 條管制。其實在 2017

年 1 月 13 修訂的「處理原則」，已經更明確的指向抄襲他人網站資料

的利用類型，增列的第 7 點指「抄襲他人投入相當努力建置之網站資

料，混充為自身網站或資料庫之內容，藉以增加自身交易機會」屬於

顯失公平競爭行為。換言之，以網路爬蟲的運作而言，爬蟲行為作為

擷取他人網頁資料的工具，如大量擷取、並利用特定網站之資料，進

而增益自己網站，使消費者無法認清資料來源，即會落入不勞而獲他

人搜集資料、架設網站之努力的顯失公平競爭行為類型。視擷取後的

資料呈現方式，如是直接呈現他事業所提供之特定產品、服務，有可

能會造成消費者混淆、誤認兩網站間有一定商品、品質之關聯，聯想

兩網站提供之產品服務可能為同一來源或是關係企業，因此有攀附他

人商譽之虞。  

但本案未能解決的爭議在於，如果個案情形中被告並非直接複製

並利用他人資料庫之內容，而是進一步加值、轉化利用，是否仍會屬

於「處理原則」新訂的所謂「抄襲他人投入相當努力建置之網站資料，

混充為自身網站或資料庫之內容，藉以增加自身交易機會」之顯失公

平競爭行為？又如果個案情形是擷取資料後，利用於其他不相關連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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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場進行交易、營利行為，是否判決結果將有所不同？此一問題在本

案中雖未處理，在下一節將介紹的「房仲訴屋比案」中，法院則似有

意將單純複製利用資料的型態，與有轉化利用的型態進行區隔。  

 

第五節  房仲訴屋比案（台灣）  

智慧財產法院 106 年度民公訴字第 9 號民事判決（簡稱屋比案）

之爭議，為截至目前為止我國有關聚合網站類型網路爬蟲最新的實務

發展：  

第一項  案件事實  

本件原告為 10 家經營不動產仲介公司業者，發現被告歐克斯公司

自 2016 年推出的房屋比價網站「屋比 -超省房屋比價 APP」，於網路

上及 APP 平台提供包含：「屋比（找一找）」彙整來自各大房屋網站

的房屋物件資訊、「呼叫經紀人」可以聯絡專業房仲經紀人，溝通

買、租屋事宜等功能。此種商業模式在台灣較為罕見，也引起台灣房

屋、信義房屋等共計十家業者的高度警覺，認為屋比以網路爬蟲擷取

資料，透過超鏈結呈現各大房仲業者網站內含有的房屋物件，有違反

商標法、著作權法與公平交易法之虞 391，故對其提起及民事訴訟，惟

侵害著作權刑事告訴部分，檢察署做成不起訴處分 392。  

                                                 

391 本案雖有聚合網站呈現原網站資料涉及商標法上「指示性」合理使用等爭議，然本文為求討

論範圍一貫，仍主要以不正競爭防止法為討論焦點。 

392 郭及天，遭十大房仲聯合告獲不起訴 屋比：新商業模式來臨，聯合新聞網，2018 年 2 月 8

日，https://udn.com/news/story/7239/2975403（最後瀏覽日：2018/07/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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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案原告主張，屋比網站上之全部內容，均係依附於各大房仲業

者投入相當人力、物力、資源等成本之房屋物件資料上，而其未經原

告之同意，擅自複製、擷取原告等 10 家公司網站物件資料，大量擴充

為己身網站內容，而屋比網事業本身並沒有特別努力，卻透過直接拿

取、重製他人努力成果，藉此推展自己商品之銷售，應屬榨取他人努

力成果之行為（即所謂「搭便車」行為） 393；因此，原告向智慧財產

法院起訴，請求判決被告違反公平交易法第 25 條等規定，應停止侵害

行為，並負擔損害賠償責任 394。  

第二項  重要爭點  

第一款  建立比價平台非屬不正競爭行為  

首先，被告建立「屋比比價平台」有無「欺罔」行為，法院認為，

被告建置之比價平台，乃以被告設計之軟體系統，透過超鏈接連結到

原告各房仲業者的公開網站相關頁面 395，是以該比價平台使用者所獲

取之資訊，乃原告公司提供，並顯現於搜尋結果網頁；簡言之，使用

者搜尋所得物件均有其來源即原告公司之標示，使用者清楚可悉所得

資訊之來源；且「屋比比價平台」網頁有「屋比」二字及圖案表徵，

與原告各公司網頁之名稱及圖形有明顯之不同，足以作為區辨，是被

告建置之「屋比比價平台」應無積極欺瞞或消極隱匿重要交易資訊，

致引人錯誤之欺罔行為可言 396。  

                                                 

393 智慧財產法院 106年度民公訴字第 9號民事判決／貳／一／（二）。 

394 本件原告尚主張民法 184條 1項後段及商標法 68條 1、2款，本文以下僅聚焦於不正競爭行

為相關討論。 

395 見智慧財產法院 106年度民公訴字第 9號民事判決／事實及理由／貳／四／（二）。 

396 同前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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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者，法院認為被告建立「屋比比價平台」亦無「顯失公平」的

競爭行為。申言之，法院認定被告有付出人力、物力，精心設計軟體

系統，始能架設「屋比比價平台」，提供使用者自行設定條件後，藉

以搜尋原告各公司網站之公開資料，再以超鏈接導引使用者回到原告

公司網站，獲取原告公司公開網站提供的之相關房屋資料。「屋比比

價平台」的搜尋功能係協助使用者作出經濟上之合理抉擇，法院更將

「屋比比價平台」比擬為與一般搜尋引擎之功能差異無幾 397。  

法院復認為，「屋比比價平台」針對相同物件提供使用者多重訊

息，使用者得以取得充分資訊；然而僅止於提供資訊，無從制約使用

者的選擇，是被告建置之「屋比比價平台」，乃協助消費者作適當之

選擇，增加其自我實現之機會，應受憲法言論自由之保障，更與社會

倫理手段無悖，難認有何足以影響交易秩序之顯失公平之行為 398。  

第二款  兩造並無競爭關係  

針對「屋比比價平台」上的「呼叫經紀人」功能，原告主張此功

能提供用戶用手機就可以呼叫專業房仲經紀人，係創造屋比網站的經

紀人接觸消費者之潛在機會，相對地阻斷或減少消費者與原告之聯繫，

將導致原告喪失房屋之成交量與仲介服務報酬；同時，被告反取得屋

比經紀人入會費之利益，故與原告間具競爭關係 399。  

然而智慧財產法院強調，所謂「競爭」，依據公平交易法第 4、5

條，指「二以上事業在市場上以較有利之價格、數量、品質、服務或

其他條件，爭取交易機會之行為」；而「市場」則指「事業就一定之

                                                 

397 同前註。 

398 同前註。 

399 同前註，事實及理由／貳／一／（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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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品或服務，從事競爭之區域或範圍」。行為是否構成不正競爭，仍

須從行為人與交易相對人之交易行為，及市場上之效能競爭是否受到

侵害加以判斷 400。  

法院認為，兩造提供之服務雖均與房屋有關，但服務之內容、性

質、態樣均不同，應非屬同一市場。申言之，本件中被告建置之「屋

比比價平台」僅提供使用者搜尋所需資訊，並以超鏈接連結至原告公

司網站，當使用者選擇其交易標的後，即可進而與原告公司聯繫交易

事宜；此一運作模式，與原告公司在網站上行銷、租賣房屋物件之交

易行為有別，雖然「屋比經紀人」係採取會員制收費，但此收益係來

自經紀人登錄在網站之對價，並非房屋租賣仲介費無涉，也與比價平

台使用者無關。是以「屋比經紀人」功能與原告收取房屋交易仲介費

用，顯然並非事業在市場上以較有利之價格、數量、品質、服務或其

他條件，爭取交易機會之競爭行為 401。  

 

第三項  案例評析  

「屋比案」並非重製他人網站之不動產租售資料的第一案例，其

實，重製房屋仲介業者網站公開資料的案例還有「房地天下案」 402、

「住通搜尋系統案」 403等等，比較此三案件中法院對用不正競爭行為

的判斷方式與結果，可以看出法院對於網路爬蟲的觀點仍在轉變中。   

                                                 

400 同前註，事實及理由／貳／四／（三）。 

401 同前註。 

402 民國 90年 03月 06日，行政院公平交易委員會（九十）公處字第 044號處分書處分書。 

403 智慧財產法院民事判決 103年度民公訴字第 4號（一審），智慧財產法院 104年度民公上字

第 2號判決（二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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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款  競爭關係認定標準轉嚴  

首先，關於「資訊服務提供者」與提供實際交易機會之業者間，

究竟有無競爭關係？回顧過去公平會處理相類似案例的作法，2001 年

公平會處分的「房地天下案」 404，被告所經營的「家天下網站」與

「屋比比價平台」一樣，為房屋物件聚合網站，其網站係呈現來自中

信房屋等四家仲介公司之不動產租售資料，而前述資料係由公司人員

自各個房仲公司網站、刊物、 DM、報紙等公開資訊蒐集而來，而

「家天下網站」亦採取收費會員制，由房屋物件之屋主付費登載房屋

資料，而非向房屋之買方或網站使用者收費。  

在競爭關係的認定上，「家天下網站」抗辯其為「房屋租售資訊

服務提供者」，並不介入仲介，僅是幫該等物件增加曝光及成交機會，

在其網站上欲實際進行房屋物件交易，仍須連絡仲介公司，與各家房

仲業者直接行銷房屋物件，經營房屋仲介之業務有別，因此不具有競

爭關係 405。然而，公平會認為以「網站使用者」的角度而言，委託買

賣、租賃房屋的需求，仍可選擇透過檢舉人各家仲介業者，或被處分

人「家天下網站」作為達成其買賣、租賃房屋之目的，二者所屬市場

雖有差異性，然仍存有某種程度之競爭性，進而肯認實際經營業務，

與提供該等業務資訊的兩事業，儘管不具有直接競爭關係，也有某種

間接競爭關係 406。由本件處分觀察，公平會是以欲出租、出賣房屋的

使用者為出發，也因為最終達成房屋物件交易的目的相同，認為與房

仲業者有競爭關係。  

                                                 

404 民國 90年 03月 06日，行政院公平交易委員會（九十）公處字第 044號處分書處分書。 

405 同前註處分書四／（二）。 

406 馮震宇，前揭註 285，頁 192註腳 8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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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間移至 2014 年智慧財產法院審理的「住通搜尋系統案」 407，被

告「住通搜尋系統」也是房屋物件聚合網站，以各大房屋仲介公司官

方網站的公開房屋物件資料，進行「科學化比對」使用者需求所得搜

尋結果，提供使用者係該些公開資料之分析、整理結果。該案二審智

慧財產法院與前述「房地天下案」中公平會見解相同，認為縱被上訴

人僅為資訊提供者，並未從事仲介，惟就委託買賣、租賃之消費者而

言，可選擇透過上訴人（仲介業者）或被上訴人（資訊服務業者）之

途徑，達成其買賣、租賃房屋之目的，二者所屬市場雖有差異性，然

仍存有「某種程度之競爭性」 408，可以發現大致與前述「房地天下案」

得出相類似結論。  

然而，受理「住通搜尋系統案」上訴的最高法院態度再度改變 409。

最高法院廢棄前審判決，認為原審就兩造間之競爭關係，僅泛指兩事

業「存有某種程度之競爭性」，並不明確。最高法院指出，既然上訴

人建置系爭系統僅是一種提供不動產租售資訊之整合搜尋平台，使用

者利用此搜尋系統尋得所需資訊後，仍須透過房屋仲介公司進行交易，

可知上訴人並非利用系爭系統爭取仲介交易機會，能否仍謂其上開行

為在房屋仲介市場上有與被上訴人相互競爭而有公平法第 25 條之適用，

不無研求餘地，故發回智慧財產法院。  

值得注意的是，「住通搜尋系統案」的最高法院做成判決的時間

410，晚於「屋比案」做成之時間 411，兩案對於競爭關係的判斷理由，

                                                 

407 智慧財產法院 104年度民公上字第 2號判決。 

408 智慧財產法院 104年度民公上字第 2號判決／四／（五）。 

409 最高法院 106年度台上字第 1431號判決。 

410 中華民國 107年 4月 25日。 

411 中華民國 107年 1月 9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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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分相似，皆是認為「資訊提供者」與提供實際交易機會的各該網站，

應無競爭關係。  

 

第二款  強調言論自由  

「屋比案」法院更是首次從言論自由的角度切入，將提供消費者

更多選擇自由與言論自由的精神連結，認定比價平台促使房屋物件資

料為大眾所近用，有助於使資訊更加有效率流通。法院指憲法第 11 條

之言論自由之保障，係保障包括政治、學術、宗教及商業言論等意見

之自由流通，使人民得以有取得充分資訊，以達成自我實現 412。本案

法院認為，「屋比比價平台」協助消費者搜尋並得知相同或相近地區

的房屋物件之最佳價格，有助於幫助消費者做經濟上之合理抉擇，應

受言論自由保障。  

不約而同地，在美國 2017 年引發重大關注的 hiQ v. LinkedIn 案 413

中，審理法官亦強調公開資料應自由流通，也提升討論層次到言論自

由的保障。資料擷取者 hiQ 在訴訟中主張，其擷取與複製 LinkedIn 網

頁上全然公開的資料，並未違反任何法律，並主張利用公開資訊係加

州的憲法所保障的言論自由 414。而加州憲法的言論自由條文，與美國

聯邦憲法第一修正案有別，差異在於其並不限於拘束國家機關，私人

單位也在規範範圍內 415，該案中 hiQ 據以主張放任私部門單方面的限

制原則上任何人均可以公開取用的資訊的近用權限，會帶來極大的憲

法疑義，因為這形同授權特定私部門決定另一個私部門參與特定言論

                                                 

412 智慧財產法院 106年度民公訴字第 9號民事判決／貳／四／（一）。 

413 hiQ, 273 F. Supp. 3d 1099. 

414 hiQ, 273 F. Supp. 3d 1115. 

415 Id., U.S. Const. Amend. 1; Cal. Const. art. 1, §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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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場的權利 416。雖然最後法院認為適用加州憲法賦予的言論自由於任

何公開網頁之舉並無前例，且似有將言論自由無限上綱之疑義，因此

未置可否 417；在核發臨時禁制令關於公共利益的衡量的判斷中，法院

仍採納了資料擷取者 hiQ 之主張，認定限制公開資訊的自由流通，會

威脅到網際網路的資訊自由流通本質 418。  

 

第三款  聚合網站類似搜尋引擎之比喻  

最後，本文認為「屋比案」法院認同將屋比房屋比價網比擬為

「搜尋引擎」是十分有趣的作法，然說理不甚明確。法院採納屋比比

價網抗辯的邏輯，似是由於使用 Google、Yahoo 奇摩等搜尋引擎輸入

欲購買物件之相關資訊，亦會出現各房仲業者之銷售頁面鏈結，由此

功能推論，既然搜尋引擎網路爬蟲擷取房仲網頁資料，呈現於搜尋引

擎的搜尋結果，並非不正競爭行為；那麼聚合網站運用類似技術擷取

擷取房仲網頁資料，只是專門只顯示房屋這種搜尋結果，也可同理推

論並非不正競爭行為。  

被 告 提 出 此 抗 辯 幾 乎 與 美 國 2013 年 的 Associated Press v. 

Meltwater 案 419被告一模一樣，的確，如果將搜尋引擎定義成可以非常

精準的尋找到資料，引導使用者去該網頁閱覽資料的話，聚合網站某

種程度上也扮演了搜尋引擎的角色；然而，搜尋引擎網路爬蟲之所以

                                                 

416 hiQ, 273 F.Supp.3d at 1119. 由於本案仍在上訴中，尚未知上訴法院是否會正面審理有關言論

自由之主張。 

417 hiQ, 273 F. Supp. 3d 1116. 

418 Id., “conferring on private entities such as LinkedIn, the blanket authority to block viewers from 

accessing information publicly available on its website for any reason,…pose an ominous threat to 

public discourse and the free flow of information promised by the Internet”. 

419 Meltwater, 931 F.Supp.2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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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會構成不正競爭，並非因為其供人搜尋功能本身，也不應僅以過於

簡略的歸類個案中網路爬蟲的經營方式。申言之，在 Associated Press 

v. Meltwater 案中，法院有清晰地進行概念辨明，考量搜尋引擎具體的

功能是引導流量到原本網站，實際運作上沒有取代原網站地位時，肯

定其對社會資訊流通的貢獻，不構成著作權的侵害 420。換言之，雖然

聚合網站與搜尋引擎都是使用相同的資料爬梳技術為經營基礎，然而

如果一網站聲稱其經營模式類似搜尋引擎，然而實質上擷取資料、又

完全取代原網站經濟價值，仍應認具有可非難性。在此見解之下，不

論個案中網路爬蟲究竟被歸類為較接近搜尋引擎，或較類似聚合網站，

與整體資料擷取行為之正當性不一定絕對相關。  

反觀我國的房仲訴屋比案中，法院僅是輕描淡寫地提及「屋比比

價平台搜尋原告各公司網站之公開資料⋯⋯超鏈接原告公司網站，供

使用者作出經濟上之合理抉擇」，即認定屋比比價網與「一般搜尋引

擎之功能」無所差異，並未細究所謂「一般搜尋引擎」所指涉的利用

型態具體為何？故，也難以確認法院如何區辨「一般搜尋引擎」與其

他種網路爬蟲之資料利用模式，徒留是否被歸類為「搜尋引擎」，就

肯定不會構成不正競爭行為的疑惑。  

 

第六節  網路爬蟲之管制邏輯與建議  

從以上案例可以得出，在沒有資料庫特別權保障之下，電子資料

庫或是網頁內容的建立過程如有智慧與創意之投入，得以著作權法下

                                                 

420 Meltwater, 931 F.Supp.2d at 552: “the design and function of a search engine should decrease the 

likelihood that users would put the material displayed by the search engine to the same use as the 

original work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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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編輯著作」加以保護，在此情形下資料庫含有的個別資料是否為

著作，不在此問；反之，對於網頁資料編排如無最低限度創作的投入，

雖然無法以著作權法加以保護，仍得以適用不正競爭防止之法律，檢

視事業的競爭行為是否有害市場公平競爭關係，達到實質保護投資建

立資料庫與網頁內容的心血與努力，保護交易公平與競爭秩序。然而

不正競爭防止法應採取何種立法模式，又如何兼顧個案衡平與執法明

確性，以下討論之。  

第一項  不正競爭法概括條款之比較  

觀察以上各國的不正競爭行為概括條款規範，我國公平法第 25 條、

FTC 法第 5 條（ a）（1）項在文義上有相似性 421，立法方式皆是採取

在其他條文羅列不正競爭之具體行為，加上另訂概括條款；而中國的

反不正當競爭法第 2 條文義稍有差別，然而在解釋與適用上，亦是先

窮盡特別規定，才可適用原則規定，以因應社會快速發展下，推陳出

新的不公平競爭行為 422。本文認為，總體而言，無論稱之為「原則條

款」、或是「概括條款」，適用上其實都係以不正競爭規範的整體立

法目的考量，只是「概括條款」強調其他條款無法評價系爭行為的不

法內涵時，有以該條文補充適用的功能 423；而「原則條款」則有體現

整體法規立法精神的意義。  

值得注意的是，中國近年改採取與美國明顯的不同立法模式：以

美國而言，美國 FTC 於 2015 年 8 月 13 日公布「有關 FTC 法第 5 條之

                                                 

421 施錦村、郭冠樟，前揭註 374，頁 83。 

422 紀振清，兩岸競爭法之概括條款研究，法令月刊，61卷 6期，頁 112，2010年 6月。 

423 同前註，頁 1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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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公平競爭方法』的執法原則聲明」 424，聲明中提及，FTC 法第 5

條不具體定義哪種特定競爭手段會構成第 5 條的違法，是國會的特意

選擇，藉此保持 FTC 法第 5 條的靈活度，以及 FTC 在個案中的判斷空

間，以因應變化多端的市場競爭活動 425。  

中國則轉而採取了不同的態度，中國全國人民代表大會於 2017 年

11 月 4 日修正，2017 年 1 月 1 日施行新《反不當競爭法》，除了修正

基本原則的用語 426，更明文新增數項以網路從事商業行為之業者禁止

的競爭行為。其立法背景係因應中國網路產業蓬勃發展，數位經濟開

展與過去形態極為不同的商業模式，也出現新的競爭行為，若所有網

路上發生的不公平競爭爭議都以概括條款處理，將難以提供執法、與

遵法的明確指引。修法後，《反不當競爭法》增訂第 12 條特別訂定以

網路從事事業經營者的法律責任，強調經營者不得利用「技術手段」，

「通過影響用戶選擇或者其他方式，實施下列妨礙、破壞其他經營者

合法提供的網路產品或者服務正常運行的行為：（一）未經其他經營

者同意，在其合法提供的網路產品或者服務中，插入鏈接、強制進行

目標跳轉；（二）誤導、欺騙、強迫用戶修改、關閉、卸載其他經營

者合法提供的網路產品或者服務；（三）惡意對其他經營者合法提供

                                                 

424  FTC, Statement of Enforcement Principles Regarding “Unfair Methods of Competition” Under 

Section 5 of the FTC Act, https://www.ftc.gov/system/files/documents/public_statements/73 

5201/150813section5enforcement.pdf (2015). 

425 Id., “Congress chose not to define the specific acts and practices that constitute unfair methods of 

competition in violation of Section 5, recognizing that application of the statute would need to evolve 

with changing markets and business practices.” 

426 例如修正第 2條用語，從「在市場交易中」，改為「在生產經營活動中」，以及「公認的商

業道德」，修正為「法律和商業道德」；第 2條中對「不正當競爭行為」的定義亦有文句順

序的變動，由「損害其他經營者的合法權益，擾亂社會經濟秩序的行為」修正為「經營者在

生產經營活動中，違反本法規定，擾亂市場競爭秩序，損害其他經營者或者消費者的合法權

益的行為。」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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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網路產品或者服務實施不兼容；（四）其他妨礙、破壞其他經營者

合法提供的網路產品或者服務正常運行的行為。」，觀諸以上規定，

網路爬蟲行為擷取資料的行為如導致目標網站的流量超載，似可能構

成第四款「其他妨礙或破壞網站經營的行為」；如欺騙用戶、再以網

路爬蟲取得用戶之資料，則可能會落入第二款情形等。本文認為，中

國修法增加具體不正競爭的行為類型之舉，採取了更明確的禁止干擾

對他人網路服務或產品正常運作的管制標準，應有助於提高法之安定

性與可預見性，有可取之處 427。  

我國較類似於美國的作法，在立法技術上，以概括條款的用語涵

蓋許多「不確定法律概念」，賦予執法機關（公平交易委員會）相當

大的裁量空間，於個案中以專業與經驗衡平事業競爭利益、其他競爭

者利益、交易相對人利益、與整體市場競爭秩序等公共利益，綜合判

斷何種競爭行為該當「顯失公平」 428。這種立法方式雖然避免了「無

法可管」的困境 429，卻也常被批評要件過於簡陋，對於市場參與者難

以預期其行為是否有違法之可能，公平會於是制定並且多次修訂「處

理原則」。目前我國處理原則中，與網路爬蟲最相關的要點，應屬第

7 點顯失公平類型：「抄襲他人投入相當努力建置之網站資料，混充

為自身網站或資料庫之內容，藉以增加自身交易機會」。然而細究此

要點涵蓋的範圍，強調「混充為自身網站」，似乎欲規範的是有誤導

消費者產品或服務提供者意圖的利用模式。以前一節「屋比案」的模

式而言，比價網站明確地載有文字與箭頭符號指向資料來源網站，以

                                                 

427 在該法增訂網路經營活動有關之不正競爭行為以前，中國發生的諸多網路爬蟲行為爭議案

件，均以反不當競爭法第 2條進行處理。 

428 行政院公平交易委員會編審小組，前揭註 376，頁 288-289。 

429 同前註，頁 2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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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運用超鏈結引導消費者回到資料來源網站，即使確有利用網站資料，

並增加自己的交易機會，因為不會有混淆的情況，故不屬於處理原則

所指涉的不正競爭類型，可以說落入此要點範圍之個案類型十分有限。  

最高行政法院認定，「處理原則」為公平交易法技術性、細節性

之規定，屬於一種「解釋性行政規則」，法院審理時得加以參考 430。

然而，魏杏芳教授批評「處理原則」其實已經超過單純解釋性規定的

範圍 431，不僅明確建立違法的具體類型，限制事業自由競爭的行為樣

態，更經常為公平會處分時所適用 432，已生對外的規範性，恐成為一

種「遁入行政規則的法規命令」，故建議公平交易委員會儘速以法律

規定，或是取得法律明確授權、訂定法規命令，又或以充實公平法施

行細則的方式，取代動輒適用不受國會監督的「處理原則」，以符合

法律保留原則 433。  

綜合以上，採取一般性立法，可預見特定行為的合法性，有助於

建立法安定性；另一種模式是在個案中權衡，給予執法機關與法院較

大的裁量空間，以避免創新競爭方法在未通盤權衡下受到壓抑，各有

利弊。本文認為在我國法制現狀下，至少可以透過觀察國內外的案例

發展，類型化網路爬蟲的商業利用模式，作為判斷特定競爭行為正當

性的輔助。  

 

 

                                                 

430 最高行政法院 105年度判字第 426號判決。 

431 魏杏芳，論公平交易委員會訂頒之處理原則，法令月刊，68卷 7期，頁 90，2017年 7月。 

432 劉孔中，前揭註 273，頁 120。 

433 魏杏芳，前揭註 431，頁 9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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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項  網路環境下不正競爭行為判斷標準  

網路領域不正競爭行為的判斷難以預期，對於資料持有者與擷取

者雙方，均生極大不確定性。以看似案情簡單搭便車行為的「財金資

料庫案」而言，原告台灣經濟新報於 2009 年發現有抄襲一事，但後續

纏訟四年，一方面原告認為難以求償實質損失， 另一方面被告

CMoney 系統則認為《公平交易法》第 25 條的定義模糊 434，判決結果

令人難以信服。由於概括條款的不確定性，最重要的問題仍在於如何

避免概括條款成為「帝王條款」 435，提升要件解釋與適用的合理性。  

本文認為，較好的判斷個案中網路資料爬梳行為是否有害於效能

競爭為本質的交易秩序，可以由三個構面觀察：首先，資料持有者建

立系爭網站資料有值得保護的重大投資，而網路爬蟲係擷取該些資料；

第二，擷取之資料所利用的市場是否與原網站直接競爭，有取代原網

站的市場經濟價值的可能；第三，綜合判斷並衡平資料持有者的私益，

與資料流通的公眾利益 436。  

首先須釐清，不正競爭防止法所保護者並不單純是建置資料庫的

努力，否則形同是創設智慧財產法所不保護的權利 437。如果單從資料

持有者的角度而言，可以理解網路爬蟲造成其現有營運模式的衝擊，

                                                 

434 賴若函，兩大資料庫纏訟四年 台灣經濟新報終獲勝訴，今周刊，2014年 8月 28日，https:// 

www.businesstoday.com.tw/article/category/80392/post/201408280028/%E5%85%A9%E5%A4%

A7%E8%B3%87%E6%96%99%E5%BA%AB%E7%BA%8F%E8%A8%9F%E5%9B%9B%E5%

B9%B4%20%E5%8F%B0%E7%81%A3%E7%B6%93%E6%BF%9F%E6%96%B0%E5%A0%B1

%E7%B5%82%E7%8D%B2%E5%8B%9D%E8%A8%B4（最後瀏覽日：2018/07/03）。 

435 陳櫻琴、李憲佐、蘇敏煌，公平交易法第二十四條概括條款之檢討，公平交易季刊，10卷 2

期，頁 130，2002年 4月。 

436 另參馮震宇，前揭註 285，頁 202-203，馮震宇教授提出七點判斷公平交易法第 24 條的考

量；陳品序，前揭註 146，頁 99-100，亦提出參考美國「熱門新聞不當取用原則」的標準。 

437 陳曉慧，前揭註 137，頁 60；馮震宇，前揭註 285，頁 1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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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其對網路爬蟲深惡痛絕，然而這些商業上的衝擊與影響，並不一定

該當資料持有者法律上權利或利益的損害 438。是以，應該探究的是資

料持有者在網站經營上付出了何種投資，且因為該些投資形成其競爭

利益 439？如該些競爭利益被他人任意取得、使用，將有損市場競爭關

係。此考量係參考歐盟資料庫指令侵害資料庫權的要件之一 440，由於

資料庫權的立法意旨也含有不正競爭防止的目的 441，本文認為有參考

價值。即值得保護的法律權益，應是對於資料的搜集、驗證或呈現上，

有著勞力、時間、費用的投入 442，如果該些努力與投入與被擷取資料

並不相關，而僅是主要生產活動的順帶成果，也非資料庫權的保護範

圍。  

以前述財金資料庫一案為例，很明顯地台灣經濟新報不僅是投資

建立、維護資料庫運作，更需要大量人力蒐集、登錄財金資料進入系

統，可知值得受保護的競爭利益包含蒐集、分門別類、及歸納整理資

料的努力。相對地，許多 UGC 網站的經營模式下，例如人力仲介網站

依靠企業張貼求才廣告、求職者張貼履歷形成網站內容，人力銀行既

非蒐集資料的主體，則應該更深入確認 UGC 網站投入的成本與值得保

                                                 

438 Elkin-Koren, supra note 33, at 182. 

439 陳曉慧，前揭註 137，頁 60。 

440 見前揭註 153及文字說明。 

441 Grosheide, supra note 46, at 47-8. 

442 Husovec, supra note 169, at 149-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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護的競爭利益為何 443，否則形同認可某網站先登載資料，即可排除後

來者利用資料 444。  

確認個案中網路爬蟲擷取系爭網站資料，為資料持有者實質投資

的部分之後，第二，應討論網路爬蟲擷取資料後，是否利用在與原本

網站直接競爭的市場，並考量是否有取代原網站的效果。學者馮震宇

教授認為，非相互競爭的利用行為應不構成侵害 445，另一方面，如重

製資料的量或是頻率並不高，也無取代原本網站的可能 446，並建議可

以透過資料擷取者有無取代，或損害被擷取資料庫之商業價值而定 447。

本文進一步認為此一判斷，更有助於辨別資料持有者所受之商業影響

究竟是源自於不正競爭行為，或是市場競爭的自然結果。舉例而言，

聚合網站商業模式的出現，將吸引使用者先利用聚合網站特定自己尋

找的產品之價格區段，或確認標的物的評價，然後才至原網站進行交

易，此舉的確可能導致被擷取的網站不再能依靠瀏覽量的廣告收入為

主要或唯一的獲利來源 448。然而，這僅是在競爭激烈的網路領域中，

分工更加專業、精細的結果，原本網站提供的交易功能在這個例子中

並不會被聚合網站取代 449。是以，如網路爬蟲資料利用的模式，並不

                                                 

443 台灣 2000 年發生的 e498 酷才網未經授權重製 104 人力銀行網站資料一案（行政

院公平交易委員會公處字第 216號處分書），學者批評處分書未確認競爭利益為何，如保護

104 人力銀行「蒐集」資料的努力，會形成詭異的情況，因為 104 人力銀行根本並非蒐集資

料的主體；參見陳曉慧，前揭註 137，頁 60。 

444 馮震宇，前揭註 285，頁 198。 

445 馮震宇，前揭註 285，頁 198-199，轉引 Paula Baron, Back to the Future: Learning from the Past 

in the Database Debate, 62 OHIO ST. L.J. 879, 880 (2001): “New works based on existing ones were 

encouraged and non-competing uses did not constitute infringement.” 

446 馮震宇，前揭註 285，頁 198。 

447 馮震宇，前揭註 285，頁 198-199。 

448 Jasiewicz, supra note 35, at 841. 

449 Elkin-Koren, supra note 33, at 2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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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於取代資料持有者的市場地位，自不會完全消弭資料持有者未來投

資的意願，競爭行為之可非難性也較低。  

最後不可或缺的，是進行資料持有者利益保護與公共利益的衡平。  

審理百度訴奇虎 360 案的中級人民法院很好的歸納了網際網路產

業的運行現狀，目前網路產業經常也是透過免費的分享與瀏覽，獲得

瀏覽量，與其他遠期的獲利管道，網際網路開放且鼓勵自由近用的架

構 450，使得網站經營者在上傳資料到公開網頁時，「即應認為是其同

意被整個互聯網分享」，這可以說是一種互利雙贏的模式，法院更認

為是網路發展的基礎 451。  

具體到網路資料爬梳技術，以他人的網站作為資料來源，本質上

類似「搭便車」，然而換個角度，網路爬蟲技術大幅加快了人類瀏覽

資料、篩選所需資料的速度的技術，使得資料擷取者得以分析大筆原

始資料蘊含的知識與價值，促使資料的利用與散佈更有效率。故法院

站在價值判斷的角色，不只必須衡量涉案當事人間的利害關係，更需

考慮對於消費者的正面與負面影響，並且試圖體察技術在當代發展的

現況，以社會總體公共利益判斷 452—究竟個案中的網路爬蟲行為僅

是一時威脅他事業的既存競爭優勢，卻是提供有利社會大眾的新服務，

使他事業有不斷努力改良商業模式與增進產品功能的壓力，實際上促

                                                 

450 Keamey, supra note 55, at 315-16. 

451 北京市第一中級人民法院(2013)一中民初字第 2668號民事判決書。 

452 促進整體經濟之安定與繁榮，為公平交易法第一條所揭示的立法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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進了市場競爭？或是長遠來看，放縱個案中爬蟲擷取資料的行為，將

侵蝕事業透過努力本應得的正當經濟報酬，有害市場競爭關係 453。  

第三項  網路爬蟲之合法性取決於利用模式  

依據以上整理的判斷標準，回顧並應用於具體個案的資料利用情

境，區分為以下不同的狀況，分別討論之：  

第一款  違反爬蟲協議之法律效果  

爬蟲協議作為網路世界資料擷取的把關措施，係電子商務貿易的

重要環節，如前述判決之整理，中國司法實務將爬蟲協議視為搜尋引

擎產業的「行業規範」，在事業忽視或規避爬蟲協議時，可能直接構

成不正競爭；然而美國及我國對爬蟲協議均無明確的法律定性。  

本文認為，其一，目前除了爭議雙方均為「搜尋引擎」的狀況，

實際上並非所有網站均認知爬蟲協議的功能，並設有爬蟲協議，在目

前狀況下不一定能符合所謂特定地區、產業及當事人均普遍接受的慣

例此一認定要件。再者，爬蟲協議是框定網站允許瀏覽、利用資料範

圍的防護機制，資料持有者得以單方決定禁止特定網路爬蟲的瀏覽、

亦不保證有談判空間，考量其有利益失衡的可能性，不應將爬蟲協議

定性為一種商業道德，或是公認的行業規則，尚屬恰適。  

綜合以上，本文認為爬蟲行為是否構成不當競爭，仍需要回歸構

成要件的審查，並不得歸納出單純違反爬蟲協議、擷取資料，即直接

推定構成不當競爭等推論；反面而言，遵守爬蟲協議擷取資料，亦不

                                                 

453 See, Victoria Smith Ekstrand & Chirstopher Roush, From Hot News to Hot Data: The Rise of Fintech, 

the Ownership of Big Data, and the Future of the Hot News Doctrine, 35 CARDOZO ARTS & ENT. L.J. 

303, 334-35 (20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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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表即絕無不正競爭行為 454。應整體檢視爬蟲行為的利用模式為何，

進而討論其行為是否造成市場競爭負面影響。  

第二款  直接複製、呈現擷取資料  

單純複製他人經營的網站資料、挪作己用這種「搭便車」行為，

如幾乎沒有將擷取而來的資料進行轉化，經常只能使用於相類似的目

的，造成與原資料持有者直接競爭的狀況。  

在公共利益的考量方面，這種利用模式也沒有提供消費者任何新

的或更進步的產品／服務，並不能促進技術創新 455，這種網路爬蟲類

型可謂典型的並未付出相應的努力，僅在榨取他人蒐集資料、維護網

站的努力成果，無疑地較容易被評價為不正競爭行為。以上各國案例

中，亦可發現美國發生的 Google 與 Yelp 爭議，以及中國發生的百度

與 360 爭議，兩者均屬於直接擷取對方網站，呈現並增益自己網站的

使用類型，也難怪最後主管機關或法院均有偏向不正競爭行為的評價。  

是以，如網路爬蟲單純聚合自各個網站上蒐集而來的資料，毫無

修改，呈現於自己網站上，難謂增益大眾近用資訊的好處，既然沒有

進行轉化，並沒有幫助消費者做更好的消費決策，未帶來社會總體更

大的效益，即可以認定是利用他人努力的成果，並藉此取得成本優勢

與原本網站競爭，構成不正競爭行為。  

 

                                                 

454 從中國近年案例發展中，可以觀察出此傾向。例如大眾點評訴百度案，法院即強調遵守爬蟲

協議僅代表資料擷取時未違反行業慣例，故即使遵守爬蟲協議，仍須整體判斷後續資料利用

情況是否有不正當情形。 

455 Shelanski, supra note 63, at 17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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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款  擷取後轉化利用資料  

以目前的網路爬蟲大致分類：搜尋引擎、聚合網站，或是資料分

析為導向的網路爬蟲，已經不足以預知個案會否該當不正競爭，因為

即便是搜尋引擎也有各種不同的商業模式，即便搜尋引擎有助於網路

資訊流通，如其一字不差地呈現網站資料為搜尋結果，實質上即會取

代各該網站的商業價值，較有非難性。  

回歸不正競爭防止法的立法目的觀之，所謂不正競爭行為，取決

於到底事業的交易行為、競爭方法有沒有影響市場正當的「效能競

爭」。以本文選擇的台灣案例—屋比案而言，提供比價功能的網路

爬蟲使得消費者可以更便捷的取得最適合需求的房屋物件資料，但是

在消費者需要進行交易時，又以鏈結的方式，引導消費者回到各個房

仲網站，可見這種網路爬蟲類型，並未剝奪資料來源網站的交易機會，

更有促進「網路使用者近用網路上資訊」的公眾利益。  

本文認為，轉化利用擷取而來的公開資料屬於有益市場效能競爭

的類型，即是，不論是協助消費者更便捷的做交易決策，或是透過資

料分析，提供市場尚未存在的新產品／服務，不應被評價為不正競爭。  

網站經營者如重視資料的潛在經濟價值，自然希望資料只可為自

己所用。資料持有者也許亦擔心，以資料分析為目的的網路爬蟲越來

越常見，如只因為競爭市場不同於原本資料來源網站，就不該當不公

平競爭，有管制疏漏之虞。然而，所謂公平的市場競爭關係，是以包

含公眾利益的市場所有參與者為考量，而非個別網站經營者的利益，

在市場整體考量下，如果沒有值得保護的競爭利益的損害，不應該啟

動不正競爭防止相關法律。以電子商務網站遭遇大量網路爬蟲瀏覽為

例，電商競爭的現實，是孰者最能反映市場需求的價格，即能成為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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業龍頭，故 Amazon 和 Wal-Mart 透過網路資料爬梳技術互相窺探商品

價格，並據以調整自己的價格，使得價格的精確性與價格競爭越發激

烈，如無其他有違商業或社會道德的情事，法律並無正當性介入這種

技術鬥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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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  結論與建議  

第一節  規範取向的選擇  

回顧網路資料爬梳技術的發展背景，其隨著網際網路而誕生，因

大數據分析技術的發展而茁壯，可以應用在擷取各種各樣的資料來源，

輕易加以複製與利用 456，正體現網際網路有利於資訊分享的本質 457，

也平添規制網路領域的行為的挑戰性。  

從案例中亦可觀察到此技術的變遷與發展，雖然可以粗略歸納網

路爬蟲的運用模式為搜尋引擎、聚合網站與資料分析，然而爬蟲的應

用模式卻已經出現混合的情況：例如「元搜尋引擎」結合了搜尋引擎

與聚合網站的功能，「聚合」各家「搜尋引擎」呈現搜尋結果。換言

之，網路資料爬梳的法律問題仍高度取決於個案事實與利用模式，尚

難以絕對定義與歸類資料擷取者，來簡單判斷資料利用的合法性。雖

然如此，透過本文國內外案例的回顧與評析，資料利用模式的合法性

並非完全無法預見，重點在於，網際網路資訊自由流通需與市場各方

參與者利益平衡，如搭便車利用他人網頁資料、卻又實質取而代之，

自有不正競爭法制介入評斷正當性的空間。  

進一步而言，在網際網路領域規範行為的方式，並不是只能借助

「法律」這股力量。如 Lawrence Lessig 所提出，行為的規範是由「法

律」、「市場」、「社會規範」、「科技架構」等四種力量共同交織

                                                 

456 Samuelson, supra note 14, at 168. 

457 See, Elkin-Koren, supra note 33, at 183; Keamey, supra note 55, at 315-16；參見李劍非，前揭註

97，頁 18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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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形塑 458。除了法律以公權力的施展作為限制 459，市場透過設定價格、

議價力等市場機制決定行為的成本，進而影響人的行為選擇 460；而社

會規範類似於人生活於社會必須服膺的倫理道德 461；科技架構則指技

術本身或是物的客觀條件，限制可能的行為選項 462。  

1. 法律力量的管制：不具原創性之資料宜以不正競爭防止法保護  

總結前兩章之討論，對於公開網頁資料的保護，目前有至少三種

法律規範取向—著作權、創設保護資料庫的特別權，或以不正競爭

防止法規範之 463；而牽涉其中的利益拔河，是資訊流通自由帶來的技

術與商業模式的創新，與資料持有者的智慧財產權或公平競爭利益 464。  

智慧財產法本是為了獎勵創作帶來的文明發展之公眾利益，故特

別保護具有智慧投入的發明與創作，考量此立法目的，不含有創意或

美學內涵的資料庫或是網頁資料，即便有努力與心血的投入，也不代

表有必要賦予智慧財產權。值得注意的是，其實智慧財產法的用途本

也非為賦予某種絕對的保護。如學者劉孔中教授在著作中所強調，智

慧財產權並非追求「機械式、形式上的明確性和安定性」 465，智慧財

產法本身含有的合理使用例外與權利限制，使得智慧財產權權利範圍

                                                 

458 楊智傑，資訊法，頁7，增訂二版，2007年10月；LAWRENCE LESSIG, CODE: AND OTHER LAWS 

OF CYBERSPACE, VERSION 2.0, 123 (2006): “four constraints regulate this pathetic dot—the law, 

social norms, the market, and architecture—and the “regulation” of this dot is the sum of these four 

constraints.”, http://codev2.cc/download+re mix/Lessig-Codev2.pdf. 

459 Id. 

460 Id. 

461 See, LESSIG, supra note 458, at 124. 

462 Id.  

463 Grosheide, supra note 46, at 42. 

464 See, Ekstrand & Roush, supra note 453, at 331. 

465 同前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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並不是固定的 466，需要由法院在個案中理解事實、探知技術發展現狀，

透過「權衡雙方當事人利益」，實現公共利益與著作權人利益的「動

態平衡」 467。由此觀之，自然不應僅以最大化著作權保護為目的，將

智慧財產的保護領域恣意擴張，反而阻礙大眾利用公共領域資源進一

步創新的自由。是以，即便網頁上公開呈現的資料難以落入智慧財產

法保護範圍，也不應武斷推論智慧財產法保護不周，而應反思究竟這

些資料有無保護的必要，與公共利益比較下孰者更重要？  

既然不能以智慧財產權保護不具原創性的網頁資料，在現行法制

框架智慧財產之保護闕如，有論者較為推崇歐盟以「特別權」保護資

料庫的立法模式，主張如此才能提供資料庫建立者較完整的保護 468。

其更批評不正競爭防止法帶有許多不確定法律概念，不正競爭行為之

判斷大幅取決於個案事實 469，導致執法缺乏可預見性，網站經營者者

難以藉此維護權利 470；又，當初歐盟通過資料庫指令亦有考量到會員

國間缺乏一致的不正競爭法制 471，網際網路無遠弗屆的特性，將使得

資料擷取方將取得的資料利用於另一不相關市場，例如，提供另一國

家的使用者相類似的服務，即難以建立競爭關係，難以以不正競爭防

止法相繩 472。  

                                                 

466 劉孔中，前揭註 273，頁 33。 

467 同前註。 

468 張懿云、陳錦全、古清華，前揭註 143，肆、一、(g)。 

469 同前註。 

470 Grosheide, supra note 139, at 44. 

471 Directive 96/9/EC of The European Parliament and Of The Council of 11 March 1996 on the Legal 

Protection of Databases, Preamble (6), WIPO website, http://www.wipo.int/wipolex/en/text.jsp?file_ 

id=126789 (last visited July 3, 2018). 

472 謝銘洋，前揭註 176，頁 16亦提及此疑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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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本文並不完全認同上開見解。如在第三章第二節所述，創設資

料庫特別權，或賦予資料某種法律上權利，可能產生強烈的排他性，

需要仔細考量其法律上與經濟邏輯上的正當性與必要性，尤其必須審

慎判別現行法律是否真有保護不足的問題 473。本文認為，司法實務應

認識到「搭便車」行為對於競爭亦有正向影響，諸如搜尋引擎引導使

用者到含有相關資料的網頁，幫助使用者更便捷的取得資訊，聚合網

站則提供使用者篩選比較過後的資訊，更引導消費者到各該訂房、租

車的各個網站完成交易，使消費者得以作出更理性的消費選擇。回顧

實務案例的發展，亦可以觀察到法院順應時代與科技的變遷，在個案

中肯認搜尋引擎有助於資訊有效率流通 474，若擷取公開資料的不同利

用模式，均被歸類為侵害某種排他的權利而遭限制，恐非社會之福。  

在資料利用的脈絡下，不正競爭防止法的規範一方面得以與智慧

財產權法產生互補的作用 475，另一方面卻是二度限制公共領域資源的

自由利用。是以，應了解不正競爭防止法目的並非為保護法律上的權

利，而是一種源自於民法侵權行為概念的特別法 476，啟動不正競爭防

止法並非為了填補智慧財產所不及的權利保護，而應唯有在事業透過

違反商業倫理或社會倫理的手段利用資料時，衡量市場競爭狀況與影

                                                 

473 參見吳淑莉，前揭註 138，頁 29，文中提及，現行法制下尚有營業秘密保護、民法、公平交

易法、個人資料保護法可以提供保護；姚信安，前揭註 125，頁 43。 

474 楊智傑，前揭註 61，頁 64。 

475 謝銘洋，前揭註 176，頁 15。 

476 田蒙潔，價格歧視—評最高行政法院九十五年度判字第一五一八號判決，月旦民商法雜

誌，37期，頁 86、93，2012年 9月；劉建臣，前揭註 301，頁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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響，例外加以禁止 477。此係為避免實質上創設目前不存在的資料權利、

且無限擴張權利保護期間的意外結果 478。如此，不正競爭防止法聚焦

於行為，而非創設權利的規範模式，讓公開資訊保持原則上可以自由

近用的狀態 479，始屬得當。  

最後，本文認為不宜貿然以法條明確定義網路產業資料利用的型

態，而應給予執法者根據立法目的解釋與適用時相當的操作彈性，以

因應大數據時代日新月異的商業模式與新的規範需求 480。考量網路資

料爬梳技術促使各產業有效率地在巨量資料中選擇資料，改善統計資

料的品質，也降低蒐集資料的整體時間、勞力成本，亦有助資訊自由

流通，故以不正競爭法的概括條款賦予競爭法主管機關與法院相當介

入調和之空間，以因應技術創新帶來的新興商業手段，特別是衡平包

含競爭自由與資訊流通等市場各方利益，此法制彈性實為不可或缺。

試圖以法律條文界定網路產業資料多變的擷取與利用的型態，難免顧

此失彼，無法確保現在所修正的法條，可以預測並適用於未來技術發

展的走向。  

2. 非法律管制力量：產業自律之可能  

雖然本文主要聚焦於法律之規範，然法律的規範力道有時而窮，

可能礙於特定條文文字有限的解釋，司法實務發展也僅能被動等待訴

                                                 

477 Grosheide, supra note 46, at 44; Josef Drexl, et al., Data Ownership and Access to Data ––– Position 

Statement of the Max Planck Institute for Innovation and Competition of 16 August 2016 on the 

Current European Debate, MAX PLANCK INSTITUTE FOR INNOVATION & COMPETITION Research 

Paper No. 16-10, 6 (2016).；許忠信，前揭註 279，頁 6；謝銘洋，前揭註 176，頁 15。 

478 劉孔中教授採此見解，前揭註 273，頁 14。 

479 Drexl, et al., supra note 477, at 6. 

480 蘇永欽，私法自治與公平法的管制公平法第二十四條的功用與濫用，月旦法學雜誌，70

期，頁 48，2001年 3月。 

http://lawdata.com.tw/tw/search_list.aspx?SearchKey=2984&type=AC&show_name=%e8%98%87%e6%b0%b8%e6%ac%bd
http://lawdata.com.tw/tw/journal_list.aspx?no=1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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訟的提起，本文認為可以更宏觀地看待網路資料爬梳帶來的法律議題，

不該忽略尚有「市場」、「社會規範」、「科技架構」等力量，成為

形塑網路領域行為的助力。  

尤其從網路治理的角度，本文認為另一著力點在於網路產業的

「社會規範」，例如鼓勵產業自律。比起法律是由立法者與國家由上

而下的管制，市場參與者自主訂定的準則，更能反映產業的需求與避

免法規管制的僵化，形成產業群體內在的拘束力，進而促進法律的規

範效用 481。以前述百度訴奇虎 360 案例中中國《互聯網自律公約》為

例，其中涵蓋資料擷取方與資料持有方的利益平衡條款：一方面要求

資料持有方不得惡意的、無正當理由的在爬蟲協議中限制其他公司對

公開資料的擷取權限 482；另一方面也強調資料擷取方原則上應尊重爬

蟲協議 483。另外，提及爭議雙方必須先行調解，作為網路領域爭端解

決的方式等，即有反應資料擷取與持有方利益衡平。  

然而網路產業變遷快速，不同的商業模式不斷更迭，即使是爭議

頻仍的中國市場，目前亦只有搜尋引擎業者發展出明顯的自律規範，

其他藉由網路進行交易的行為與業者，即不見得有效地受到自律規範

的控制。是以，本文並非主張單憑市場機制即可以衡平公共利益；鼓

勵產業自律，並不代表執法機關全然退出，而是建議從一個更全面的

角度看待技術所帶來的影響，始能決斷法律如何回應科技發展。  

                                                 

481 LESSIG, supra note 458, at 124: “a set of understandings constrain behavior, again through the threat 

of ex post sanctions imposed by a community.” 

482 《互聯網搜索引擎服務自律公約》第 8條：「互聯網站所有者設置機器人協議應遵循公平、

開放和促進信息自由流動的原則，限制搜索引擎抓取應有行業公認合理的正當理由，不利用

機器人協議進行不正當競爭行為，積極營造鼓勵創新、公平公正的良性競爭環境。」 

483 《互聯網搜索引擎服務自律公約》第 7條：「遵循國際通行的行業慣例與商業規則，遵守機

器人協議（robots協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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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於法律與非法律管制力量之間交互影響的特色，本文以下分別

針對資料持有方與資料擷取方，以法律與非法律因素切入，提出策略

建議。  

 

第二節  對於資料持有者的策略建議  

防禦網路爬蟲在技術上，最重要的就是區別一般使用者與自動化

程式 484，讓前者自由瀏覽網頁，而儘量阻擋後者；然而道高一尺，魔

高一丈，要寫出一個自動化程式完全無法擷取資料的網站十分困難。

即便可以採用例如 CAPTCHA 之類的認證技術，要求使用者輸入圖片

上的歪七扭八的亂數作為認證碼，但有些網路爬蟲有著自動辨識文字

並輸入的功能，有的則可以改變網路爬蟲發送要求的標頭（ headers）

來模擬一般使用者 485，增添分辨瀏覽者身分的困難。況且，過多的認

證流程也會造成使用者的不便，也有使用者誤被阻擋的可能。因此，

網站經營者在資訊技術發展快速與資料重要性升高的當代，思維必須

改變。與其一昧將網路爬蟲視為洪水猛獸，不如積極地認識網路資料

爬梳技術的作法與其優缺點。  

1. 確認將資料發佈於公開網頁的必要  

首先，網站在資料管理方面，應該檢視自己的經營模式，確認網

頁上所載有的資料之公開程度是否符合網站經營的需求？如果事業蒐

集的資料有涉及使用者隱私等資安問題，考量用戶利益以及網站的利

                                                 

484 MITCHELL, supra note 16, at 178. 

485 Id. at 179-80; HTTP headers是一串包含顯示 User-agent的列表，每次訪問目標網站，傳送請

求時都會寄送標頭，而改變 User-agent就是一種簡單的假裝人類的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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益，本不應將該等資料公開於網路上任人瀏覽與輕易下載。在符合特

定要件下，甚至可將該等資料作為營業秘密來保護 486。  

然而，以房屋租賃網站或電子商務網站而言，公開房屋所在地及

評價、商品品項與價格，是有利消費者查詢所必須 487，資料持有者即

可預期將面臨網路爬蟲大量瀏覽網站的情況。在此情形下，資料持有

者應善加利用爬蟲協議，明確化不願受到擷取的頁面。一方面設置爬

蟲協議可避免被認定為默示授權網路爬蟲擷取資料 488，另一方面從網

路爬蟲的生態加以理解，目前法院已經承認搜尋引擎的技術對於社會

的貢獻，並肯認其不可能一一取得網站的個別授權始製作網頁索引，

可以預期技術所造成的授權模式已經改變，網站與其被動等待資料擷

取者洽談授權，宜主動以爬蟲協議宣告允許擷取範圍，兼以其他防禦

網站的技術措施加以因應，控制資料分享的範圍。  

2. 以科技防禦網站，兼及適時分享與開放資料  

資料持有者更應該認識第三方利用資料可能帶來的潛在好處，適

時採取資料分享與開放的模式，創造雙贏局面。不只是 Facebook、

Twitter 等社交網站，知名運動賽事網站 ESPN489以及 Google490，均透

過開放 API 使第三方得以開發新網站工具 491，提供網站用戶更高的附

加價值，不但不侵蝕網站的原本利益，而是增加網站黏著度—使原

本使用者繼續愛用網站，又因此吸引更多用戶加入使用。雖然聚合網

                                                 

486 Scassa, supra note 2, at 1047-48. 

487 Id. 

488 Jasiewicz, supra note 35, at 843. 

489 ESPN Developer Center, http://www.espn.com/apis/devcenter/ (last visited July 3, 2018). 

490 Google Cloud Platform, https://console.cloud.google.com/apis/dashboard (last visited July 3, 2018). 

491 請見前揭註 16與文字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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站類型的爬蟲可能使原網站喪失使用者在網站上活動的紀錄，但卻有

助於提高消費者實際下單的交易量，此時開放 API 的作法，不僅可以

避免聚合網站透過網路爬蟲轉載的資料有誤 492，框定資料持有者願意

分享的資料形式與範圍，亦可作為額外的獲利來源。  

以科技架構與市場機制的角度觀察，如前一點所提及採取爬蟲協

議及其他防禦網站的技術措施，例如，將網頁程式寫得較為複雜，或

是網頁不斷動態更新，將使技術較初階的網路爬蟲難以分析網站或輕

易擷取大量資料，此舉反而有助於使資料擷取方優先考慮取得 API 等

請求授權使用資料。  

3. 積極因應網路爬蟲的影響，檢討網站獲利方式  

有較激烈的見解認為，若有好的商業模式，法律的保護並不那麼

重要 493。此仍與網路領域越發激烈且快速的競爭態勢有關，資料只會

越來越有價值，也會開發出越來越多利用與分析資料的技術、新的商

業模式，以致於廣告收益不一定能夠成為企業永續經營的唯一獲利來

源。在傳統的著作權法概念下，著作權人需要透過從著作物本身的交

易或授權獲利，因此必須賦予著作權人高強度的專有權利；然而時代

進展，許多著作權人反而先將作品開放給大眾自由近用 494，吸引關注

者的注意力，再透過周邊商品、舉辦實體活動、廣告代言等盈利，與

著作權所賦予的專屬權利不一定相關。以此角度觀之，資料持有者可

                                                 

492 Kathryn S. Robinson, Providing Copyright Protection to Real Estate Listings: Protecting Brokers, 

Sellers, and Consumers, 15 J. MARSHALL REV. INTELL. PROP. L. 318, 329-30 (2016) 提及被擷取的

網站價格或是內容已經產生變化，但是尚未反映在聚合網站時，有提供消費者錯誤資訊的可

能。 

493 Samuelson, supra note 14, at 168-69. 

494 Id. at 168-6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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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轉換思維模式，如開放資料於公開網路上屬於經營的必須，可以尋

求與資料擷取者合作的機會。  

 

第三節  對於資料擷取者的策略建議  

1. 優先使用目標網站提供的資料授權管道  

本文前述開展法律議題討論，主要是假定含有所需資料的網站並

沒有提供適合的使用目的之 API，然而原則上，在決定是否自行運用

網路資料爬梳技術擷取網頁資料前，資料擷取者其實可以優先考慮使

用網頁提供的 API495，或直接聯絡網站經營者請求資料。如價格合理

並符合需求，即可以透過 API 取得格式清理完成的資料 496，不但避免

資料有所缺漏與錯誤 497，甚至也可以交替運用 API 和網路資料爬梳技

術，更完整地進行資料蒐集與分析，獲得有意義的分析結果 498。如網

站並未提供 API，資料擷取方同樣應該檢視擷取資料的利用目的，確

認網頁資料是否已經公開，又是否含有個人資料等隱私成分，以避免

法律糾紛 499。  

 

 

                                                 

495 Sophie Chou, To scrape or not to scrape: technical and ethical challenges of collecting data off the 

web, STORYBENCH, http://www.storybench.org/to-scrape-or-not-to-scrape-the-technical-and-ethical-

challenges-of-collecting-data-off-the-web/ (last visited July 3, 2018). 

496 有的 API是免費提供，有的需要付費、認證使用。MITCHELL, supra note 16, at 49. 

497 Chou, supra note 495. 

498 MITCHELL, supra note 16, at 64. 

499 Chou, supra note 4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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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勿設定瀏覽網站頻率過高的網路爬蟲程式  

一旦運用網路資料爬梳技術，資料擷取方應檢視自己的商業模式，

確認擷取資料的頻率與速度是否有必要。例如，價格聚合網站為了精

確且即時地跟隨各大電商網站更新價格，較難避免在較短時間內一再

訪問網站；而搜尋引擎類型的網路爬蟲，重點在於廣泛蒐集網路上的

網頁與內容製作索引，即無需過度頻繁地瀏覽網站 500。由於網站經營

者可以觀測特定 IP 位址對網站提出要求的頻率，來辨別瀏覽者是一般

使用者或是網路爬蟲程式，如果資料擷取者過於快速地向網站要求資

料，不僅可能佔用過多目標網路流量資源，干擾網站正常運作，也更

有可能被網站經營者發現來自特定 IP 位址的是網路爬蟲程式，而遭到

阻擋（又稱 IP 黑名單， IP address blocking），無法繼續擷取資料 501。

因此視擷取資料的需求量，擷取網頁資料應該注意要求資料速度與頻

率，或選擇在離峰時段擷取，透過函式的設定模擬一般使用者 502，不

過度造成目標網站伺服器的負擔。  

3. 加值利用網頁資料，勿實質取代資料來源網站之功能  

在資料利用的方式上，資料擷取者最好在擷取資料後，選擇加值、

轉化利用擷取而來的資料，而非單純抄襲，或是用於與原網站競爭性

的用途。由我國房仲訴屋比案可以得出，資料擷取方宜以說明文字和

超鏈結，明確指向資料的來源並引導用戶回到原網頁取得相關資訊，

此舉有助於法院認定網路爬蟲沒有取代原網站市場地位的意圖。當然，

實際上有無取代原網站的市場地位，仍取決於資料呈現與利用的模式

                                                 

500 Keamey, supra note 55, at 317. 

501 Keamey, supra note 55, at 318; MITCHELL, supra note 16, at 199-200. 

502 MITCHELL, supra note 16, at 182-8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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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定，例如 Google 與 Yelp 的爭議，聚合網站如呈現擷取之資料過於

全面與大量，即便留有超鏈結作為資料來源之指示，亦無法達到引導

用戶回到原網站的功效 503，仍可能被判斷為不正競爭行為。  

                                                 

503 Meltwater, 931 F.Supp.2d at 554. 例如Meltwater案中，美聯社不斷要求Meltwater提供其用戶

點擊新聞摘要鏈接到原網站的紀錄（click-through rate），以確定究竟有沒有如 Meltwater 所

辯稱的導引流量的事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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