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貳章 初探智慧財產權之憲法基礎 
 

要研究智慧財產權的憲法基礎，首先當然要看看我國憲法本身說

了什麼，此外，有權的大法官解釋與無權的學者論述，也都有討論的

必要，因此本章將先簡述我國憲法相關的規定、相關的大法官解釋以

及對此問題學者間的見解。而在比較法上，德國與美國的法制一向是

我們參考的主要對象，因此本章也將依次介紹德國與美國關於此問題

的憲法規定、實務見解與學者通說。 
 

 
第一節 我國 
 
我國憲法本文中並未有「智慧財產權」之用語，在實質內容上也

未對著作權法、標法及專利法的相關內容有所規定，比較有關的，可

能是在基本國策一章中，第 165 條規定：「國家應保障教育、科學、

藝術工作者之生活，並依國民經濟之進展，隨時提高其待遇」以及在

第 166 條規定：「國家應獎勵科學之發明與創造…」。另外，第 167 條

也規定，國家對於於學術或技術有發明者之事業或個人，應予以獎勵

或補助。不過此些條文的文義相當的廣泛，而基本國策的效力也尚有

疑義14，無法直接看出有何結論。 
 
至於增修條文則無任何相關的規定。 

 
憲法的不明確，有賴釋憲機關的解釋與填補，大法官們雖曾在釋

字第 548 號解釋中，首次使用「智慧財產權」之用語，不過對其內容

與意義並未有進一步的表明15。而就涵蓋於智慧財產權的著作權、商

標權與專利權而言，大法官分別表達過下列的看法：對著作權，大法

官們並未對其性質有所解釋；對商標權，大法官們曾在釋字第 370 號

解釋的解釋理由書中以「商標權為財產權之一種，依憲法第 15 條之

規定，固應於以保障…」以及第 492 號解釋的解釋文中以「商標專用

                                                 
14 通說的看法是認為基本國策僅有指示立法及行政之功能，並無強行效力，即所謂的「方針條

款」。 
15 大法官釋字第 548 號解釋(91 年 7 月)，主要是針對公平交易委員會所發處理事業對他人散發

侵害各類智慧財產權警告函是否違反公平交易法之函是否違憲，加以解釋，會使用到「智慧財產

權」之用語只是替代著作權、商標權與專利權之統稱，並未實質討論智慧財產權本身的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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權屬於人民財產權之一種，亦在憲法保障之列」16的文字，明確的肯

定商標權屬於憲法所保障之財產權的一種；對專利權，大法官們雖未

有解釋像對商標權一樣明確界定其性質，但學者間多認為，依大法官

曾做出的釋字第 213 號解釋之內容，得認定大法官們是同樣地肯定專

利權屬於憲法上保障之財產權的一種17。 
 

至於學者間的看法，相當一致的認為智慧財產權的憲法基礎在財

產權之保護。在憲法學者方面：陳新民教授認為，基於財產權受到「社

會義務性」的拘束，因此法律對憲法上財產權的內容具有規範權，因

此法律可以規定什麼物質方可構成財產權之標的18，換言之，法律承

認之無體財產權即屬於財產權之一種；陳愛娥教授同樣認為，立法者

有形成財產權制度的權限，受憲法保障的財產權的保護範圍，須藉由

合憲的法律始能確定，而為了鼓勵精神創作，立法者保障創作者事實

上能享有其精神產物所生之財產價值，將此地位權利化，成為「新」

創的財產權19；吳庚教授則認為，通說所採取的憲法上財產權之定義，

即「財產是指在一定的時點，立法上就該時點界定一切屬於財富者」，

忽視了財產是個先法律、先憲法而存在的概念，因此主張應採取較廣

義的定義，包括所有人主觀上一切具有財產價值之權利與物件20，不

過不論採廣義或狹義的定義，智慧財產權都會涵蓋在財產權的保護範

疇內；法治斌與董保城兩位教授合著的憲法教科書中認為，在私法領

域中凡具有財產權價值的權利，皆屬財產權範圍，其中也包括了著作

                                                 
16 大法官釋字第 370 號解釋(84 年 1 月)，主要是針對商標法對利害關係人得申請商標註冊單位

評定註冊無效之權利有期間限制是否違憲，加以解釋；釋字第 492 號解釋(88 年 10 月)，則是針

對經濟部之將公司之解散或撤銷登記視為商標法中的廢止營業之函釋是否違憲，加以解釋。 
17 參見蘇永欽，〈財產權的保障與大法官解釋〉，收錄於氏著《違憲審查》，學林文化，初版，頁

100，1999；李惠宗，《憲法要義》，元照，初版，頁 250，2001。不過本文認為，大法官釋字第

213 號解釋(76 年 3 月)，主要是針對專利法中對公眾或利害關係人就專利公告得主張之異議程式

有期間限制是否違憲，加以解釋，其解釋結果雖認為此期間限制為「為防止他人藉故阻礙，使專

利案件早日確定所必要」，因此認定專利法未侵害人民之訴訟權與「財產權」，但此處的「人民」

實際上指的是對專利公告之異議人，並非專利權人，因此其權利所指的也就不是專利權，故本解

釋並未明確的認定專利權是否是一種憲法所保障之財產權。相對的，大法官們雖然也沒有明白的

表示這種異議人未受侵害的「財產權」所指為何，但可以確定的是，大法官認為給予專利權人專

利權會對其他人(公眾或利害關係人)產生財產權上的影響。 
18 參見陳新民，《中華民國憲法釋論》，三民，四版，頁 292-294，2002。不過陳教授也強調，著

作權的保障斷不可流入「絕對保障」的窠臼，而智慧財產權內容的確定，給予立法者一個更應全

盤考量其所具「社會義務性」的立法權限與任務。另可參見同作者，〈憲法財產權保障之體系與

公益徵收之概念〉，收錄於氏著《憲法基本權利之基本理論(上)》，自版，再版，頁 340，1991。 
19 參見陳愛娥，〈司法院大法官會議解釋中財產權概念之演變〉，收錄於劉孔中、李建良主編《憲

法解釋之理論與實務》，中研院，頁 405，1998。 
20 參見吳庚，《憲法的解釋與適用》，前註 9，頁 242-2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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權、專利權與商標權21；李惠宗教授於其憲法專論的著作中，雖未明

確的討論財產權的客體問題，但在就財產權舉例時，亦將著作權歸屬

於財產權之一種22；蘇永欽教授則認為，無體財產權雖未脫經濟政策

的考量，但既經立法保護，即為憲法所保障的財產權23。 
 

在智慧財產權法學者方面，國內學者有論述到其憲法基礎的並不

多見，羅明通律師在其著作權的專論中認為著作權為無體財產權，自

應受憲法第 15 條，人民之財產權應予保障之規定保護24。 
 

此外，魏千峰先生在其政治大學法律研究所博士論文中，曾就智

慧財產權是否為財產權所保障之客體，有以下的分析：智慧財產權雖

係政府為獎勵人類思想或發明而創設之權利，但其與有體財產權相

同，皆係法律確認之權利，具有排他性，不許第三人侵害智慧財產權，

其應被歸類為財產權。同樣地採取財產權保障說25。 
 
 

                                                 
21 參見法治斌、董保城合著，《憲法新論》，自版，初版，頁 199，2003。 
22 參見李惠宗，《憲法要義》，前註 17，頁 248-251。 
23 參見蘇永欽，〈財產權的保障與大法官解釋〉，前註 17，頁 100。 
24 參見羅明通，《著作權法論》，前註 8，頁 12。 
25 參見魏千峰，《財產權之基本理論研究—以國家與人民之關係為限》，國立政治大學法律研究

所博士論文，1999.6，顏厥安博士指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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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 德國 
 
德國的情況與我國類似，在其基本法中並未明文對智慧財產權加

以規定26。其聯邦憲法法院曾做出下列幾個重要判決，配合了自然權

利的理論，確立了著作權，或是說智慧財產權，是屬於德國基本法第

14 條所規定財產權保障的一部分27。 
 

1. BVerfGE 31, S. 229ff (Schulbücher-Entscheidung，教科書判

決)： 
本案主要是有關德國著作權法第 46 條的合憲性問題，該條允許

對於為了教會、學校、研究目的的使用，可以在不需要著作權人同意

且不需給與著作權人補償(Vergütung)的情況下，複製與散布其作品。

聯邦憲法法院在其判決中首先肯定了著作權是屬於基本法第 14 條第

1 項第 1 句中的「財產」，而根據同條同項第 2 句，立法者有依據社

會與經濟的情況去形成財產權的範圍與限制的權利與義務。不過立法

者也不是沒有限制，他必須受到基本法中對財產權保障基本內涵的拘

束，且同時與其他憲法條文和諧共存。在本案中，對於不需要著作權

人同意這點，聯邦憲法法院認為，著作權人依據對其作品雖然享有財

產權的保障，但財產權並非不能限制，立法者除了個人的利益外，也

必須考量到公益，本條在此是合憲的限制，因為這對大眾有重大的利

益；但是對於不用補償這點，憲法法院則認為，依據憲法「財產權保

障」的內涵，著作權人應該對其工作成果的經濟上利益有請求權，在

此並沒有理由認定能自由接近作品的公益比著作權人的利益優先，必

須有更大的公益才能正當化此規定。 
 

2. BVerfGE 49, S. 382ff(Kirchenmusik, Gottesdienst，教會音樂

判決)； 
本案是關於德國著作權法第 52 條第 1 款合憲的程度問題。該條

規定將已發表出版的作品的再演出(Wiedergabe)，只要其製作人沒有

                                                 
26 不過在巴伐利亞邦憲法中則在第 162 條中明確的表明智慧財產權，包括了著作人(Urheber)、
發明家 (Erfinder)、和藝術家 (Künstler)的權利是受國家保護的。參見Manfred Rehbinder, 
Urheberrecht, 1998, 10 Auf., S. 71。 
27 參見Eugen Ulmer, Urheber- und Verlagsrecht, 3, neu bearb. Aufl., Berlin, 1980, S. 65。德國聯邦憲

法法院也用相似的論證將專利權與商標權歸類於基本法第 14 條第一項的財產權保障的範圍內。

參見Frank Fechner, Geistiges Eigentum und Verfassung : Schöpferische Leistungen unter dem Schutz 
des Grundgesetzes, Tübingen, Mohr Sieback, 1999, S.1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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賺錢的目的、參與者或表演的藝術家沒有特別的酬勞、或是演出是為

了上帝、教會的活動或其他宗教慶典，則都是允許不用經過著作權人

同意的。聯邦憲法法院認為，本條為著作權法第 15 條第 2 款給與著

作權人對其作品有排除利用權的例外，這個不是一種政府的徵收，而

是對權利合憲的限制，也就是說著作權法第 15 條的權利在一開始只

存在於第 52 條的範圍內。法院強調，將智慧創作成果的經濟上利益

歸於著作權人是將著作權當作「憲法意義上的財產權」的特色，但並

不是所有對其的限制都會是不能接受的侵害。立法者依據基本法第

14 條所賦予的任務，必須平衡公益與私益，而法院認為係爭的條文

已經達到了平衡。不過就如前述的教科書案一樣，憲法法院認為係爭

的條文已經不只限制了著作權人的排除利用權，也同時限制了著作權

人的補償請求權，這就已經過度的侵害到了財產權的保障。法院再次

強調著作權人根據「憲法上對智慧財產權保障的內涵」28，應該得到

他精神創造成果的經濟上利益，公益的限制不一定都正當，仍需通過

比例原則的檢驗。 
 

3. BVerfGE 31, S. 248ff(Bibliotheksgroschen，圖書館金判決)： 
本案是關於德國著作權法第 27 條第 1 項的問題，該條規定公立

圖書館可以不需要支付作者版稅。首先，雖然著作權人有專屬的權利

去散佈其作品的具體形式，但著作權法第 17 條第 2 項規定，若著作

權人在交易過程中將作品的本體或複製物轉讓，這個散佈權就耗盡。

這個原則是基於著作權人在轉讓時就已經放棄了對其作品樣本

(Werkexemplar)的支配，他對此作品的利用利益已經在第一次散佈的

行為時就被滿足，買受人後續的利用就應該是免費的。而著作權法第

27 條第 1 項規定，在作品的散佈是以出租的方式，且出租可以滿足

出租人的營利目的時，可以例外的給予著作權人補償請求權時，就表

示著作權人不能再要求來自非營利的公共或教會圖書館的補償。憲法

法院認為，基本法並未要求立法者保障作者所有可能得到利益的方

法，也未要求立法者不能區分營利性與公共的圖書館。法院認為在本

案中，立法者已經同時考慮了著作權人對其作品經濟上利用的利益與

消費者付了對價就要能自由的處理該作品樣本的利益。而這種未補償

的公共圖書館利用可能性並不是對著作權人的一種徵收。這裡再次是

立法者的形成空間，對作者權利的限制再次維護了公益。 

                                                 
28 德國聯邦憲法法院在本案中就明確的使用「智慧財產權(Geistiges Eigentum)」的用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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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BVerfGE 31, S. 270ff(Schulfunksendungen，學校廣播判決)： 

本案是有關德國著作權法第 47 條合憲性的問題。該條規定，學

校可以為了教學的目的將學校廣播內容的作品，透過將作品的轉錄到

圖畫或聲音載體(Bild- oder Tonträger)上的方式，取得個別的複製品。

不過學校必須在最慢該學年的結束時消滅該複製，除非有給予著作權

人適當的補償。憲法法院認為，立法者依據憲法有權利與義務去確定

財產權的內涵，而他必須確保憲法「財產權保障的基本內涵」，必須

將受保護作品的具財產價值之權利，以適當的方式歸屬於著作權人，

且同時與其他的基本權利保持和諧。而在本案中，係爭的條文並沒有

排除了著作權人的重製權(Vervielfaeltigungsrechts)，反而是具體化了

這些權利的範圍。廣播本身只有在獲得著作權人的同意下才有可能，

而因為著作權人在轉讓廣播權時就已經取得了報酬，因此法院認為本

條是合憲的。 
 
    在上述的四個德國聯邦憲法法院的判決中，教科書案與教會音樂

案的重點在強調可以因為公益的因素限制著作權人的一些權利，但基

於財產權的憲法保障，不可以排除著作權人對其創作物可以有經濟上

補償的請求；圖書館金案與學校廣播案的重點在著作權法上的耗盡原

則，也就是著作權人在第一次銷售或授權其作品且獲得補償後，就不

能再主張權利。而其共同顯示出的是，德國聯邦憲法法院明確的以其

基本法第 14 條對財產權的保障，做為著作權的憲法基礎。也就是說，

德國聯邦憲法法院不僅肯定了「智慧財產權」的概念，更將其視為財

產權的一種態樣來加以保護。 
 

在這樣的背景下，德國的學者也都主張對智慧財產權的保護主要

是基於德國基本法第 14 條對財產權保障的看法。而依據基本法第 14
條第 1 項第 2 句的規定：「財產權的內容及界限由法律定之」，因此立

法者對著作權或智慧財產權的實質內容有具體形成的權利與義務，唯

並非毫無限制而仍需顧及「財產權保障的基本內涵」以及比例原則的

限制。 
 
不過，學者們也都認為，財產權的保障只是著作權法的一個面

向，除此之外，著作權的憲法基礎應該還包括了基本法第 2 條第 1 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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連結第 1 條第 1 項所保障的一般人格權(包括了對人性尊嚴的不可侵

犯性與人格發展的自由)才完整29。另外，基本法第 5 條所保障的表意

自由，尤其是該條第 3 項保障的藝術、知識、研究及教學自由，對著

作權也是重要的憲法基礎30。 
 
有學者認為這樣分散的憲法規定，讓著作權的憲法保護不夠明

確，使得立法者在立法時必須依照實際的情況來決定適用的憲法原

則，不過相對地，也較有彈性而提供了立法者一定的空間能考量個案

的利益以保障特定的基本權利31。 
 
  

                                                 
29 參見Eugen Ulmar, a.a.O., S. 65 ; Schricker, Urheberrecht : Kommentar, 2. Auf., C.H.Beck, 1999, 
S.7 ; Heinrich Hubmann, Urheber- und Verlagsrecht, 4. Auf., 1978, S. 67ff ; Frank Fechner, a.a.O., S. 
186ff ; Manfred Rehbinder, a.a.O., S. 69ff。 
30 參見前註Fechner, Hubmann, Rehbinder部分。 
31 參見Frank Fechner, a.a.O., S. 18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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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節 美國 
 
相對於我國與德國在憲法上的不明確，美國的情況就清楚的多。

美國憲法第一條第一項第八款規定：「國會有權力去 ...促進知識

(science)32與實用藝術(useful arts)的進步，以保護(secure)作者(authors)
與發明者(inventor)對他們各自的作品(writings)與發現(discoveries)在
有限的期間內享有排除權(exclusive right)的方式」33。學者一般稱此

為著作權條款或是著作權與專利條款，或統稱為智慧財產條款34，在

本條條文平行的結構中，可以區分為著作權部份與專利部份，其中對

著作權的部分規定就是：「國會有權利去促進知識的進步，以保護作

者對他們各自的作品在有限的期間內有排除權的方式」。這樣的文

字，很清楚的表現出幾個重點：第一，美國憲法對著作權採取的是一

種工具論的看法。因為條文的文字是「以...(保護著作權)的方式，

去...(促進知識的進步)(to...by...)」，其所顯示的意義就是，保護作者的

著作權是為了促進知識進步的所採取的一種手段，保護著作權只是一

種工具，其本身並不是目的。更進一步來說，由於本條是對立法權的

授權規定，並非課與立法權義務，因此，如果有別的手段可以促進知

識，國會也可以選擇該手段，而不一定要保護著作權。其次，著作權

保護的主體是「作者(author)」。憲法所保障的著作權是作者的權利，

憲法並不保障雇用作者的公司、企業，也不是保障除了作者外的其他

人。第三，著作權保護的客體是「作品(writing)」。憲法只保障作者對

其具體作品的權利，憲法並不保障在作品背後抽象的想法與概念。第

四，著作權只給予「有限期間(limited time)」的保護。憲法保障的著

作權不是永久無期限的，而是由立法者決定一個適當的有限期間，而

這點讓著作權與一般來說都是永遠的傳統財產權，或是絕對的自然權

                                                 
32 美國的學者認為，英文中的“science”一詞一般雖解為「科學」，但此字的意義在 18 世紀後期是

「知識(knowledge)」或「學習(learning)」的同義詞，而事實上在美國立憲時的憲法草案中，原本

就是使用“knowledge“的用語，參見Edward C. Walterscheid, To Promote the Progress of Science and 
Useful Arts: The Background and Origin of The Intellectual Property Clause of the United States 
Constitution, 2 Journal Intellectual  Property Law 1, 51 (1994); L. Ray Patterson & Stanley W. 
Lindberg, The Nature of Copyright: A Law of Users’ Rights, University of Georgia Press, 1991, 48。   
33 原文如下：”The Congress shall have Power…To Promote the Progress of Science and useful Arts, 
by securing for limited Times to Authors and Inventors the exclusive Right to their respective Writings 
and Discoveries.”。 
34 亦有學者主張此條文的重點應擺在「進步(progress)」，故應稱此條文為「進步條款(Progress 
Clause)」，參見Malla Pollack, Dealing with Old Father William, or Moving from Constitutional Text to 
Constitutional Doctrine: Progress Clause Review of The Copyright Term Extension Act, 36 Loy. L.A. 
L. Rev. 337, 338-388, 2002。也有學者認為應該忠於原文稱為「知識(science)與實用藝術(useful arts)
條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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利(naturl right)並不一樣35。 
 
此外值得注意的是，本條是美國憲法對立法權的授與規定中，少

數附加有目的限制的條文36。 
 
依據這項條文，美國早期的多數學者也都採取工具論的立場，將

著作權視為是一種特別允許的獨占37。他們或是從動機的角度，認為

給與作者獨占的權利，讓他們能藉由市場上的獨占地位獲得一定的經

濟上利益，以填補創作的成本，可以讓他們有願意繼續創作的誘因，

而在越多創作就越能促進知識進步的假設下，作者越願意持續的創作

就對促進知識的進步越有幫助；或是從功效主義的角度來看，認為在

創作人創作所帶來對促進知識進步的利益，大於給與創作人獨占對市

場經濟的損害，使得整體功效是正的情況下，此種獨占是被允許的38；

又或是從市場失靈的角度來看，認為資訊產品具有的公共財(public 
goods)特性所造成的搭便車效應(free-rider)所導致的市場失靈，需由給

與作者獨占地位來解決39。不論如何，他們都排斥將著作權視為一種

自然權利、一種傳統財產權的看法，相反地，他們都認為著作權法的

重點在維護公益，而不在給與作者利益。 
 
美國早期的立法也採取了這樣的基本思考，在 1909 年著作權法

制定時，眾議院委員會的報告中即強調：「在憲法的文字下國會對著

作權立法的執行不是基於任何作者對其作品的自然權利...，而是基於

公眾的福祉將會被滿足的理由...」40。同樣地，在 1988 年眾議院對「伯

恩公約履行法」的報告中也強調：「我國著作權法的首要目標不是在

                                                 
35 對於美國憲法著作權條款的其他分析可參見L. Ray Patterson, Understanding the Copyright 
Clause, 47 Journal of the Copyright Society of the U.S.A. 365(2000)。作者於文中認為，著作權條款

的詮釋主要有三種意義：著作權的目的不在審查言論(因為目的在促進學習)、保護公共領域(public 
domain)(因為著作權只保護有限的作品在有限的期間)、保護公共接近(public access)(因為必須出

版才有著作權保護)。 
36 其他對授權有限制的條文包括第 1 款、第 12 款及第 17 款。 
37 參見L. Ray Patterson & Stanley W. Lindberg, The Nature of Copyright: A Law of Users’ Rights, 
supra note 32, 61-64。 
38 至於要如何使促進進步的利益大於獨占損害，就在於藉由立法去調整對著作權保護的期間與

內容。 
39 關於這些正當化理論的詳細內容，可參見下文第參章的討論。 
40 參見H. R. Rep. No. 2222, 60th Cong., 2d Sess. 7 (1909)。原文如下：”The enactment of copyright 
legislation by Congress under the terms of the Constitution is not based upon any natural right that the 
author has in his writings,...but upon the ground that the welfare of the public will be serv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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獎賞作者，而是為公眾保障來自作者創作的利益」41。 
 

美國聯邦最高法院也在其歷來的判決中，同意了這樣的見解。首

先是在美國著作權法標杆案件的Wheaton v. Peters42案中，就確立了對

著作權的本質採取法定獨占(statutory-monopoly)的原則，法院主張：

「作者依據普通法，對他的手稿享有財產權...是不容質疑的；但這與

主張對於其作品未來的出版有永久且獨占的財產權是非常不同的權

利」43。法院並對憲法的用語做出解釋：「保護(secure)這個字，當使

用在憲法中時，不會是指對一個公認的法律權利的保護。它是有關發

明人與作者，且從來沒有任何人，不論在本國或在英國，認為一個發

明人在普通法上有永遠的權利去賣他發明的東西」44。 
 
在United States v. Paramount Pictures, Inc.45一案中，最高法院表

示：「著作權法，就如同專利法一樣，將給與作者報酬當作第二考量

(The copyright law, like the patent statutes, makes reward to the owner a 
secondary consideration.)」。 

 
接著在Mazer v. Stein46案中，最高法院強調：「在授權國會能給予

專利權和著作權的原因背後的經濟哲學是，相信用給予個人所得的方

式去鼓勵個別的努力，是透過作者與發明家在『知識與實用藝術』中

                                                 
41 參見H. R. Rep. No. 609, 100 Cong., 2d Sess. 23 (1988)。原文如下：” …the primary objective of our 
copyright laws is not to reward the author, but rather to secure for the public the benefits from the 
creations of authors.“。 
42 參見 33 U.S. 591(1834)。本案是有關前「美國聯邦最高法院判決彙編」的主編Henry Wheaton
和其繼任者Richard Peters間，關於後者欲將前者已經出版的彙編加以濃縮出版時，所產生的著作

權侵害與否的爭議。關於本案的介紹的中文資料可參見，Paul Goldstein, Copyright’s Highway: 
From Gutenberg to the Celestial Jukebox, Farrar, Straus & Giroux, Inc.(1995)，葉茂林譯《捍衛著作

權》，五南，初版，頁 86 以下，2000。 
43 原文如下：” That an author, at common law, has a property in his manuscript...cannot be doubted; 
but this is a very different right from that which asserts a perpectual and exclusive proeprty in the 
future pubication of the work...“。 
44 原文如下：” The word secure, as used in the Constitution, could not mean the protection of an 
acknowledged legal right. It refers to inventors, as well as authors, and it has never been pretended, by 
any one, either in this country or in England, that an inventor has a perpetual right, at common law, to 
sell the thing invented.”。 
45 參見 334 U.S. 131(1948)。本案是關於美國政府控告五大片商藉由控制銷售契約去限制及壟斷

各大城市電影院的售票價格而違反了雪曼法(Shaman Act)，被告則認為他們依據著作權法有專屬

權去決定其作品的價格。 
46 參見 347 U.S. 201(1954)。本案是關於在檯燈上裝飾磁器的人型小雕像能不能成為著作權標的

的問題，法院從立法史來解釋認為著作權法要求的”work of art”是廣泛的，而這樣的小雕像仍是

可著作權的，而作品要拿來做什麼與可不可以成為著作權標的無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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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天份去促進公共福祉最好的方式」47。 
 

在Twentieth Century Music Corp. v. Aiken48案中，最高法院在討論

當時有效的 1909 年著作權法時認為：「著作權人『法定獨占』的有限

範圍49，比如憲法所要求的有限的著作權期間，顯示出與相衝突的公

益間的平衡：創作應該被鼓勵與獎勵，但私利的動機必須永遠是為了

促進公眾有更廣泛的接近文學、音樂和其他藝術的機會。我們的著作

權法的立即效果是保障”作者的”創作勞力能有相當的回報。但最終的

目標是，藉由這個誘因，可以為了大眾的公共利益去刺激藝術的創作」
50。 

 
同樣地在著名的Sony Corp. v. Universal City Studio, Inc.51案中，最

高法院詮釋憲法的著作權條款認為：「如同憲法的文字能解釋的，國

會被付予了任務去界定為了讓公眾能適當的接近他們的作品而應給

予作者或發明家的『有限獨占』的範圍」52，同時法院強調：「著作權

的保護從未給與著作權人對其作品所有可能使用的完全控制」，「國會

有權授與的獨占特權，既不是限制於也不主要是設計去提供一個特別

的私人利益。反而，這個有限制的授權是一個讓重要的公益能被達成

的方式」。 
 
在Feist Publications, Inc. v. Rural Telephone Service Co.53案中，最

                                                 
47 原文如下：” The economic philosophy behind the clause empowering Congress to grant patents and 
copyrights is the conviction that encouragement of individual effort by personal gain is the best way to 
advance public welfare through the talents of authors and inventors in `Science and useful Arts.“。 
48 參見 422 U.S. 151(1975)。本案是有關被告在其速食店裡播放廣播，而廣播中有上訴人有著作

權的作品時，是否造成著作權侵害的問題。 
49 此引號為判決原文所無，係本文作者強調用，下文同。 
50 原文如下：” The limited scope of the copyright holder's statutory monopoly, like the limited 
copyright duration required by the Constitution, . . reflects a balance of competing claims upon the 
public interest: creative work is to be encouraged and rewarded, but private motivation must ultimately 
serve the cause of promoting broad public availability of literature, music, and the other arts. The 
immediate effect of our copyright law is to secure a fair return for an "author's" creative labor. But the 
ultimate aim is, by this incentive, to stimulate artistic creativity for the general public good.”。 
51 參見 464 U.S. 417(1984)。本案又被稱為Betamax案，因為它是有關上訴人Sony公司販賣能讓使

用者錄下原告有著作權作品的錄影機(Betamax)是否造成著作權侵害的問題，法院運用”時間轉移

(time-shifting)的理論認定家用錄影是合理使用，而合理使用是著作權的限制，所以不造成著作權

的侵害。 
52 原文如下：” As the text of the Constitution makes plain, it is Congress that has been assigned the 
task of defining the scope of the limited monopoly that should be granted to authors or to inventors in 
order to give the public appropriate access to their work product.”。 
53 參見 499 U.S. 340(1991)。本案是關於上訴人Feist出版公司，在其出版的包括 11 個不同區域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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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法院認為：雖然原告的努力可能被別人不用代價就可以利用，但這

並不是「法律規劃中沒被看到的副產品」，反而這正是「著作權的精

華」所在，因此法院再次強調：「著作權法的首要目標不是去獎勵作

者的勞動，而是『去促進知識與實用藝術的進步』」。 
 
最後在Fogerty v. Fantasy, Inc.54案中，最高法院總結了之前法院的

見解，再次強調：「我們一直認定，國會所授與的，以特別獎勵的規

定去給與作者與發明家創作行為動機的『獨占特權』，是受到其本質

的限制，且必須最終是為了公共利益的目的」55。 
 
不過，這種理論所帶來的保護，對規模越來越大的智慧財產權產

業並不足夠，再加上不斷面臨新科技的挑戰，產業需要更多、更強、

更絕對的保護，以「財產權」來保護聽起來是個好主意，因為，傳統

認為的「獨占」在聽起來就讓人覺得不好，獨占一直是法律所排斥的

現象，它象徵著只有為了公益有必要時才能例外採行的制度。相對

的，「財產權」在著重個人主義與權利保護的美國，象徵著優先、絕

對的保護，而將無體的著作權類比成土地、房屋一樣的實體財產，不

但可以讓大眾很快的接受著作權是一種財產權，更可以接受著作權也

該受到一樣的保護這樣的看法。此外，創作者應享有其勞動成果的論

述，聽起來也非常符合在美國盛行的洛克勞力論的看法。再加上通說

的獨占理論在經濟假設上有其缺點，而需要另外的正當化理由56。因

此將商標、專利、著作權當作是財產權的論述就日漸強大。學者間如

Wendy J. Gordon教授就利用著名的Holdfeild對權利的分析來檢驗，認

為著作權符合財產權的定義，而其他的替代方案並不可行57。同時她

也積極的主張正確的認知著作權符合自然法的財產權性質，反而更能

                                                                                                                                            
電話簿中，未經原告Rural電話公司同意，而節取了其電話名單的內容，是否有著作權侵害的問

題，爭議的重點在電話簿是否可以成為著作權標的。法院駁斥「額頭上的汗水(sweet of the brow)」
的理論，強調法院向來堅持「原創性」的要求與「事實」不能成為著作權保護客體的原則。 
54 參見 510 U.S.517 (1994)。本案是關於上述人Fogerty在被Fantasy公司告著作權侵害而勝訴後，

請求法院依著作權法中法院得判給勝訴一方律師費用以補償其損失的規定來判決而不獲同意時

所生的訴訟，爭議的重點在著作權法此規定是只限於勝訴的著作權人還是所有勝訴的當事人。 
55 原文如下：” We have often recognized the “monopoly privileges” that Congress has authorized, 
while 'intended to motivate the creative activity of authors and inventors by the provision of a special 
reward,' are limited in nature and must ultimately serve the public good.”。 
56 詳細論述請參見本文第參章的討論。 
57 參見Wendy J. Gordon, An Inquiry into the Merits of Copyright: The Challenges of Consistency, 
Consent, and Encouragement Theory, 41 Stanford Law Review 1343(19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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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其與言論自由或其他公益相協調58。Frank H. Easterbrook教授在其

文章中也針對專利權討論，認為智慧財產權不應是通說的為了誘因或

交換所授與的獨占，而應是一種財產權59。Adam D. Moore教授則主

張正確瞭解洛克的財產權理論，就足以正當化智慧財產權60。而著作

權法的權威之一Jane C. Ginsberg教授則指出憲法中既然使用”secure”
的用語，就是指去「保護」原來就存在的權利，也就是財產權，因此

立法者不是去「創造(create)」而是「再確定(reaffirm)」這個權利61。

這些著名學者的法律論述有著一定的影響力，於是在美國著作權的性

質也不斷的「財產權化」62，就如一個學者Lawrence Lessig教授所批

評的：「我們變的習慣將國家給予的壟斷權不再認為是給予作者以交

換創作的特權，而是權利。不再是受限或平衡於其他國家利益的權

利，而是像自然財產權一樣永久且絕對。憲法的『專屬權』條款已經

變成了『智慧財產權』條款」63。 
 
而事實上，美國最高法院也不是從來沒有過主張著作權是「自然

權利」的聲音，例如前面提到的Wheaton案中，Thompson大法官就提

出不同意見認為：「作者權利所依據的主要原則是，那是他勞動的結

果或產物，而這藉由心智機能的勞動，就如同身體機能的勞動一樣，

是足以確立一個財產權」64。同樣的在前面提到的Mazer案中，最高

                                                 
58 參見Wendy J. Gordon, A Property Right in Self-expression: Equality and Individualism in the 
Natural Law of Intellectual Property, 102 Yale Law Journal 1533(1933)。 
59 參見Frank H. Easterbrook, Intellectual Property is Still Property, 13 Harvard Journal of Law & 
Pubic Policy 108(1990)。 
60 參見Adam D. Moore, A Lockean Theory of Intellectual Property, 21 Hamline Law Review 
65(1997)。 
61 參見Jane C. Ginsberg, Copyright and Control in the Digital Age, 54 Maine Law Review 
195(2002)。 
62 美國智慧財產權財產權化的傾向與原因可參見William W. Fisher III, The Growth of Intellectual 
Property: A The History of the Ownership of Ideas in the United States，available at 
http://cyber.law.harvard.edu/metaschool/fisher/growth.html。作者簡介美國智慧財產權擴張的情況與

原因，認為主要有四個：美國經濟的成長(從智財產品輸入國變成輸出國)、特定的文化與意識型

態(洛克的勞力論、獎賞有貢獻的創作、浪漫主義的作者概念)、政治的動態(利益團體影響立法)
以及將智慧財產權財產化。 
63 參見Lawrence Lessig, Copyright’s First Amendment, 48 U.C.L.A. L. Rev 1057(2001)。原文如

下：”We have become accustomed to thinking of the monopoly rights that the state extends not as 
privileges granted to authors in exchange for creativity, but as rights. And not as rights that get defined 
or balanced against other state interests, but as rights that are, like natural property rights, permanent 
and absolute. The "exclusive rights" clause has become the "intellectual property" clause.”。Lessig教授

主要是針對法院對Eldred案的判決做出批評，他認為著作權的擴張已經侵害了言論自由。  
64 參見前註 42。原文如下：” The great principle on which the author's right rests, is, that it is the fruit 
or production of his own labour, and which may, by the labour of the faculties of the mind, establish a 
right of property, as well as by the faculties of the bod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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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院同時也認為的：「為了那些創作活動而犧牲的日子值得給予對等

的獎勵 (Sacrificial days devoted to such creative activities deserve 
rewards commensurate with the services rendered.)」，有著將著作權視為

作者自然法財產權的看法。不過在原則上，美國的通說仍認為著作權

是法律給予著作權人的獨占權利，並非一種財產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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