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參章 進一步的分析 
 

第一節 導論 
 
「智慧財產權屬於財產權的一種，因此受憲法所保障。」的這樣

一個論述，似乎跟它在文義上所顯示的一樣理所當然，一樣無庸贅

述。然而，智慧財產權與傳統的財產權是否真的相同或相似，而可以

在邏輯上做不加思索的類推，其實是有很大的疑問的。兩者所保護的

客體，在本質上即有很大的不同： 
 
首先，智慧財產權之所以在法律上被歸類於「無體財產權」的一

種，就是因為智慧財產權所保護客體具有的「無體性」。這個特性讓

智慧財產權與一般財產權不同，它造成一般人無法完整、明確地掌握

智慧財產權的內容為何？所保護的範圍何在？進而，也就無法明確知

道某些行為是否造成對他人智慧財產權的侵害。舉例來說，我可以清

楚知道你的房子有多大，但我無法清楚知道你的著作權到底包括那些

內容；我知道我未經允許進入你的房子是侵害你的財產權，但我不知

道未經允許引用你書中的某一句話是不是侵害了你的著作權65。 
 
當然，智慧財產權的無體性並不代表著它就不是一種財產權，債

權雖然也是一種無體財產權，但它同樣也被認為是一種財產權而受到

憲法保障66。但是，債權與智慧財產權仍有顯著的不同：債權只存在

於特定人與特定人之間，因此當事人之間可以透過契約解決客體內容

不明確的問題，但智慧財產權不行67。智慧財產權是由法律所創造的，

而法律抽象的規定很難讓人在具體的個案中清楚的了解到某個智慧

財產權的內容到底是什麼68。因此，智慧財產權的「無體性」所產生

的「不確定性」，讓智慧財產權與一般人的直覺理解有很大的落差，

讓一般人無法輕易的知道什麼是智慧財產權，而人們無法對於不了解

                                                 
65 參見Wendy J. Gordon, An Inquiry into the Merits of Copyright, supra note 57, 1378-84。 
66 事實上債權是不是憲法上的財產權也不是沒有爭議過，只是現在普遍的被承認。參見蘇永欽，

〈財產權的保障與大法官解釋〉，前註 17；陳愛娥，〈司法院大法官會議解釋中財產權概念之演

變〉，前註 19，頁 404。 
67 值得注意的是，近年來著作權法的發展有以契約條款來擴張著作權的問題，這種趨勢可能沖

淡把著作權當成財產權的問題，但對使用者的限制，卻更加嚴重。 
68 學者就批評智慧財產權不只一般人不了解，連著作權法律師都不了解。參見Jessica Litman, 
Digital Copyright, Prometheus Books, 2001, 70-7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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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事物也就無法理解為什麼這些事物可以限制他，而沒有理解也就無

法形成法意識，一般人也就沒遵守法律的意願69。 
  
其次，智慧財產權法制所保護的客體，雖然範圍極廣，更會視不

同的法律領域有所差異，但如果能將「資訊(information)」做廣義的

理解，智慧財產權的客體應可用「資訊」來涵蓋70，例如一本書的內

容是一種資訊，一種發明的專利也是一種資訊。而「資訊」與傳統財

產權所保護的客體在性質上有很大的不同，它具有所謂「非競爭性

(non-rival)」71。也就是說，一個人享有、使用某些資訊並不會妨害其

他人相同的享有與使用該資訊，同樣的資訊可以在不同的地方、同時

的被享有、使用，任何一個人的享有、使用資訊都不會讓該資訊喪失、

耗盡。因此，對資訊的擁有者而言，要想充分地享受該資訊的利益並

沒有排除他人使用的必要72。在這種情況下，對於資訊，就沒有像對

一般財產權的客體一樣，需要賦予擁有者「財產權」這樣強烈的權利

才能讓擁有者能自由利用該資訊的必要，相反的，將一個可以同時讓

大家利用的資訊以賦予「財產權」的方式控制在特定人手上，反而會

減損該資訊的效用，不能達成「物」盡其用的經濟要求。既沒有必要

又有損害，把智慧財產權看作財產權，或甚至智慧財產權本身都有檢

討的必要。 
 
此外，做為智慧財產權保護客體的「資訊」還有一個特性，就是

對資訊是無法取得完全的控制，或許我們可以稱之為資訊的不完整性

(incomplete)或是漏洞性(leaky)。也就是說，資訊只要一被公開、一被

散佈，就沒有控制的可能，因為資訊一被其他人知悉、理解就成為「別

                                                 
69 學者就舉例，如果要把智慧財產權當做財產權看待，那就應該像一般財產權一樣，從小學開

始就要教育大家遵守智慧財產權的規定，但那不可能辦到，因為智慧財產權太反直覺、太複雜。

參見Jessica Litman, Digital Copyright，supra note 68。 
70 類似的用語包括：「抽象客體(abstract objects)」、「智識客體(intellectual objects)」等。不過，將

資訊看做智慧財產權的客體來認識，可能會與著作權法強調的「概念/表達二分原則

(idea/expression dichotomy principle)」存在著緊張關係，請參見下文的討論。另可參見Pamela 
Samuelson, Information as Property: Do Ruckelshaus and Carpenter Signal a Changing Direction in 
Intellectual Property Law?, 38 Catholic University Law Review 365(1989)。作者於該文中區分資訊與

一般著作權的客體不同，認為資訊不是財產權，但近來法院的判決似乎有改變的趨勢。 
71 參見本章第三節經濟分析部分的討論。 
72 不過並不是所有資訊都符合這些特性的，有些資訊第二個人擁有後就沒價值了，有些資訊要

在特定人手上才會有價值，相對地，也有許多資訊是要越多人知道越有價值。進一步的分析可參

見Margaret Jane Radin, Regulation of Computing and Information Technology: Property Evolving in 
Cyberspace, 15 J. L. & Com. 5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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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的」，他可以自由運用，你沒有辦法拿回來，也沒辦法消滅。而資

訊的使用又有一個特點，就是它通常需要公開，需要流通，就像許多

學者高喊的「資訊需要自由(information wants to be free)」73，我不能

將我寫的書藏起來，書就是要讓別人看才有價值，但一旦讓別人看

過，我就無法完全的控制別人會如何使用書中的內容。這個特性對智

慧財產權的保護相當有影響74，而以一無法完全控制的客體做為保護

對象的智慧財產權似乎也就與原則上能完全支配客體的財產權有著

相斥的性格。 
 
智慧財產權的客體雖有上述的特性，但它的效力確又相對的強

大，它類似於民法上的物權具有對世性，但效果卻遠比物權強很多。

因為，物權雖然一樣是一種「對世權」，在理論上世界上所有人都受

到某項物權的限制，但實際上來說，位於舊金山某塊土地的物權大概

永遠都與我無關，但智慧財產權卻不同，位於舊金山的作家寫的一本

書的著作權卻非常有可能限制到我，尤其是一些暢銷的書，越是暢銷

越有可能在台灣發行，也越有可能有很多人想看這本書，而著作權的

規定也就越可能限制到越多人75。它限制了沒有買書的人去圖書館把

它影印起來的行為，它更限制了已經買書的人不能複製的自由。從這

個角度上，著作權不只是一種對大部分人自由的限制76，它也限制了

小部分人的財產權，因為這些人雖然買了書、擁有了書的財產權，卻

不能完全支配、利用這本書的所有價值77。 
 
本節透過一些簡略的分析主要是想顯示出，智慧財產權不僅與一

般財產權有很大的不同，無法等而視之，它更限制了大多數人的自由

和財產權，是有正當化的必要。本文接下來就試圖以幾個角度切入來

分析智慧財產權的正當化基礎。 
 

                                                 
73 參見Yochai Benkler, Free as the Air to Common Use: First Amendment Constraints on Enclosure of 
Public Domain, 74 New York University Law Review 354(1999)。 
74 有學者認為智慧財產權面臨最大的問題不是無體性，而是不完整性。 
75 當然，一本不暢銷的書的著作權限制到我的機會也會很小，不過，大概也沒人在乎要不要去

保護一本不暢銷的書的著作權，著名的著作權法學者就指出，著作權完全與錢有關，參見Paul 
Goldstein著，葉茂林譯《捍衛著作權》，前註 42。 
76 著作權最常產生衝突的是表意自由，可參見下文的討論。此外，也有學者主張有所謂「複製

的自由」，著作權可能不合理的限制了此種自由。 
77 參見James Boyle, Shamans, Software, and Spleens: Law and the Construction of the Information 
Society,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96。  

 24



第二節 歷史 
 
歷史的分析可以幫助我們了解法律制度的來龍去脈和立憲者及

立法者的想法，雖然憲法與法律有國界主權的界線，但在台灣對著作

權制度的了解仍有依靠外國法解釋的需要，因此歷史的分析仍必須以

比較法上的資料為主78。 
 
一、 英國 
如一般學者所認為，著作權法的起源是英國的安妮法案(Statute 

of Anne)，然而在這個法案之前，英國就存在有出版商的著作權

(stationers’ copyright)79。西元 1557 年，在印刷術傳入英國的 80 年後，

英國正處於與羅馬教庭決裂所導致的政治與宗教的不穩定中，當時的

英女皇瑪莉(Mary Tudor) 和其繼承者伊莉莎白一世(Elizabeth I)為了

控制當時對皇室不利的言論與出版物，授與了倫敦出版商協會

(Stationers’ Company)會員一項皇室的特許(royal charter)，讓他們可以

專屬地去出版書籍，且去尋找並消滅任何不合法出版的書。對政府而

言，他們的目的不在保護著作，而在審查、控制言論；但對於出版商

而言，這代表著廣大的市場與利益的獨占，他們當然樂意配合。就這

樣，政府控制的利益與出版商私人利益完美的結合，出版商一面支持

政府對媒體的管制，一方面讓自己的著作權持續的擴張。雖然在光榮

革命後，女王對出版商所授與的特許隨著政局的改變而消失，取而代

之的是英國國會通過的幾次命令(ordinance)及在 1662 年通過且數次

更新的「版權法(Licensing Act of 1662)」，但這些法命的內容延續了之

前國王法院(Star Chamber)的數次判決(Decree)，不僅承認原有出版商

對著作的權利，更讓這些權利從私法領域進入了公法的保護。例如，

版權法規定在未經所有人（當時是指出版商）的同意所印刷或進口的

書籍，可以沒收並處以罰金，罰金交由所有人和英王各半。此外，版

權法也禁止出版任何可能含有對教會或政府有敵意內容之著作80。如

學者所分析地，在這個時候，著作權與「作者」完全無關，因為作者

並不是出版商的一員，著作權指是一種製造、販賣書籍的權利，而不

                                                 
78 除了下文的文獻外，關於英國及美國著作權法的歷史演進可參考Paul Goldstein著，葉茂林譯，

《捍衛著作權》，前註 42。 
79 當時其實還沒「著作權(copyright)」的用語。 
80 事實上，即時是光榮革命後的英國政府，制定這些版權命令和法律的真正目的，仍是在控制

言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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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作者對其創作所擁有的權利81。更明確的說，它是政府為了控制言

論而授與少數人的權利。 
 

由於這種出版商的著作權在性質上是永久的，當時幾乎所有書的

著作權都被擁有在這些少數的出版商手上，這造成了書的價錢不斷的

高漲而書的供應量則相對的變少，對此，當時的英國社會出現了強大

反對這種獨占的聲音，英國國會因此在 1694 年拒絕再次更新 1662 年

的版權法，使得出版商的著作權再次回到只有私法的保護。這種情況

讓出版商們感到不安，他們多次向國會遊說要恢復版權法，但都遭到

拒絕。出版商們為了自己的利益，想出了新的戰術，他們提出了「作

者(author)」的觀念，主張缺少了對著作權的保護將會減少作者的創

作，會減少作品的流通，進而損害社會的利益。他們主張要有保護作

者的著作權法，但其背後的動機是，作者可以將著作權授與出版商，

出版商就可以繼續維持他們的利益。這種表面上為了保護作者的主

張，受到當時洛克提出的勞力論82的支持，終於在 1709 年有了成果，

國會通過了著名的安妮法案，在 1710 年的 4 月 10 日正式生效。 
 
安妮法案的前言寫到：「這是一個為了鼓勵學習的法律…(An act 

for the encouragement of learning…)」，它應該同時滿足以下三種利

益：(1)出版商協會的利益：讓他們能繼續專屬的出版已經出版的書

21 年；(2)作者及其被授權人的利益：讓他們能專屬的出版未出版或

將完成的書自出版日起 14 年，而在到期後專屬的出版權將回歸到尚

生存的作者另一個 14 年，因此著作權將可能由作者享有而不再只擁

有在出版商手上，同時它也不再是永遠的；(3)公共對供應廉價書的

利益：每個人都有合法的權利去反對過高的書價，另外設有特定的人

有權去調查並依其判斷決定書的合理價格。在條文中，安妮法案規定

了每一本的書出版前須先在出版商協會登記，並繳交九本影本到不同

的特定圖書館。侵害著作權的行為將會遭到嚴厲的懲罰，盜印的書籍

會被沒收且依照盜印的頁數處罰，罰金同樣由王室與權利人各半。 
 
安妮法案是第一部不再以進行言論審查為目的的著作權法，同時

                                                 
81 參見L. Ray Patterson, The Nature of Copyright: A Law of Users’ Rights, supra note 32, 20-23。 
82 洛克本身也是反對出版商造成的獨占的，但他主張：「作者對其作品應有著作權，因為他花費

了時間和努力在創作其作品上，而應獲得像其他工作一樣的獎勵」。詳細的討論可參考本章第四

節的討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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它也是也首次讓作者擁有了著作權的著作權法，這也是它一般被稱為

首部著作權法的原因。它終止了之前出版商所享有在性質上是普通

法、在時間上是永久的著作權，而讓著作權成為一種有期限的法定的

權利(statutory copyright)，雖然它並沒有立即終止出版商獨占的地

位，也沒有實質的保護了作者的權利83，但從歷史的角度來看，它不

可避免的導致了出版商著作權的崩壞。依據學者的分析84，安妮法案

有兩個值得注意的特色，首先，安妮法案將之前做為獨占與言論控制

工具的出版商著作權轉化成一個為了促進學習與限制出版商獨占的

「貿易管制(trade- regulation)」。包括了著作權期間的限制、著作權普

遍的取得可能性以及價格的控制，都顯示出安妮法案想要以貿易管制

的方式改變之前作為獨占與控制工具的著作權。第二，安妮法案創造

出了文學的公共領域(public domain)。這是個更重要的特色，因為在

舊的出版商著作權體系下，著作權是永久的，所有的作品永遠都屬於

某人，而安妮法案規定新的作品才能取得著作權，讓舊的作品不會被

特定人擁有；它規定了有限的著作權期間，讓作品總有一天不再是特

定人專有而會進入公共領域；它規定了著作權人對作品只享有有限的

權利，讓消費者在購買後能自由的使用作品，而這些規定都讓公共領

域的產生成為可能85。事實上，安妮法案的這兩個特色都持續地成為

後來著作權法應是以公益為首要目標的重要指標。 
 
安妮法案中的著作權，在性質上是一種法定權利、是一種有期限

的權利、是一種為了「鼓勵學習」、為了消除當時出版商獨占的情形

而給與作者的權利。但隨著時間的經過，這個設計的理念逐漸模糊。

出版商們因為其獨占的地位隨著安妮法案中的期限到期而再次面臨

挑戰，他們在向國會遊說失敗後，轉向法院的途徑，他們再次提出「作

者」做為訴求的重點，他們希望法院承認即使在安妮法案的期限到期

後，作者享有的著作權是一種永久的普通法權利，而他們就可以再一

次經由作者的授權而取得出版的專屬權利。這場在法院進行了四十年

的「書商戰爭(Battle of the Booksellers)」，發生了無數的訴訟，其中最

具有重要性的是兩個案件：Millar v. Taylor 以及 Donaldson v. Beckett。 
                                                 
83 因為它仍給了出版商 21 年的期限可以繼續出版，且多數的作者也都以極少的代價將作品授權

給出版商。 
84 參見L. Ray Patterson, supra note 32, 28-30。 
85 對此看法的評論可參見David Saunders, Dropping the Subject: An Argument for a Positive History 
of Authorship and the Law of Copyright, in Brad Sherman & Alain Strowel(ed.), Of Authors and 
Origins: Essays on Copyright Law, Clarendon Press, Oxford, 1994, 94-9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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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元1767年，書商Andrew Miller向王座法院(King’s Bench Court)

控告另一名書商Robert Taylor違法出版原告向作者 James Thomson購
買的詩作「四季(The Seasons)」，原告對該著作雖有合法的註冊，但

依據安妮法案的規定該著作權的期間已經過期。因此爭議點有二：其

一，作者在出版後對作品有沒有一個普通法性質的著作權？其二，如

果有，這個權利有沒有被安妮法案所排除？法院最後以三比一的數字

判決原告勝訴。對一個問題的答案是肯定，對第二個問題的答案則是

否定。 
 
多數意見的第一個理由是歷史上的，認為過去的出版商著作權、

法院判決、版權法等都支持作者有普通法的著作權的主張。第二個理

由是哲學上的，也就是認為一個人對其創作出的成果應享有一種自然

權利，也就是財產權。著名的Lord Mansfield所提出的意見為此看法

的代表：「因為這是正當的，一個作者應該能得到他自己原創力與勞

力的金錢利益。這是正當的，別人不應該未經同意使用他的名字。這

是適當的，他應該能決定什麼時候出版、是否出版。這是適當的，他

應該能選擇出版的時間、方式；多少；幾冊；幾版…」86。而Mansfield
法官認為，作者出版前享有的這些自然權利，在出版後一樣可以享

有，是符合自然原則，而在道德上正當且合適的。同樣地，Aston法
官也認為，文學作品從作者創作出來之後，都屬於作者的。他比較無

體的財產與有體的財產表示：「這種財產與那些由占有取得的財產是

有實質不同而較有利的；那些(由占有取得的財產)之前是共有，而不

是你的；但由於你的行為而變成你的的財產。因為這種財產(著作權)
一開始就是作者的；因此，除非因為他自己的行為及完全的同意，明

確的交給公共財產，它應該仍是屬於他的」87。 
 
然而，法院的多數意見在論證上有一定的瑕疵：對第一個理由，

事實上過去的著作權法從來都與作者無關，都不在保護作者的權利，

                                                 
86 原文如下：” It is just, that an author reap the pecuniary profits of his own ingenuity and labour. It is 
just, that another should not use his name, without his consent. It is fit he should not only choose the 
time, but the manner of publication; how many; what volume; what print…”。 
87 原文如下：” And there is material difference in favour of this sort of property, from that gained by 
occupancy; which before was common, and not yours; but was to be rendered so by some act of your 
own. For, this is originally the author’s; and therefore, unless clearly rendered common by his own act 
and full consent, it ought still remain his.”。 

 28



因此多數意見的看法並沒有依據。對第二個理由，Mansfield法官錯誤

的把著作權看做是對作品的所有權，而他忽略了，當作者將著作權授

權給出版商時，就已經將那些所謂「永遠的權利」都完全轉讓了88。

此外，而如同Yates法官在判決中所表示的不同意見，他雖然也支持

自然法理論的財產權，但他認為這並不適用在抽象的客體上，因為自

然法對財產權所強調的「占有」並無法作為著作權是財產權的依據，

因為抽象的客體跟本沒辦法被占有，沒有人可以對他的作品的風格與

概念擁有財產權，作者對其作品所享有的自然權利，在出版後就都應

該消失不見了，著作權仍應只是安妮法案所給與的法定權利。 
 
在Miller案做出肯定作者有永久的普通法性質的著作權後，爭議

並沒有停止。雖然Miller案本身並沒有上訴，但在Miller死後，他所擁

有對James Thomson作品的著作權，被拍賣給Thomas Beckett和 14 個

合夥人，而在拍賣中失利的另一名書商Alexander Donaldson，主張這

些詩的著作權早已到期，因此他可以免費的出版並販賣這些詩作。在

1772 年，Beckett依據Miller案的判例取得了對Donaldson的永久的禁制

令，Donaldson上訴到英國的上議院(House of Lords)89，結果就是英美

著作權法上最重要的判例：Donaldson v. Beckett。 
 

上議院認為本案的爭議有五點：其一，書的作者是否有初次印

刷、出版及銷售的普通法權利，並能對未經同意而印刷、出版及銷售

者有主張的權利？其二，如果作者有上述權利，法律是否因為出版而

排除了這些權利而其他人就可以自由重印這些書？其三，如果有其一

所述的權利，安妮法案是否排除了這些權利且限制了作者的主張？其

四，作者與其被授權人是否有依據普通法單獨且永久的權利去印刷、

出版的權利？其五，這些權利有沒有被安妮法案所限制或排除？90他

們將這五個爭點要求普通法的法官提供意見與建議，普通法的法官們

認為，除了第二個問題外，其他的答案都是肯定的。也就是說，普通

                                                 
88 參見L. Ray Patterson, supra note 32, 34-35。 
89 學者指出，當時的書商間雖然常發生訴訟，但多半不願上訴，因為上議院的決定並不是完全

由法官以理性的推論做成判決，而是混合了貴族、法律人和平民的投票，而當時一般並不喜歡書

商所造成的獨占情形，所以判決通常對他們不利。參見Mark Rose, The Author as Proprietor: 
Donaldson v. Becket and the Genealogy of Modern Authorship, in Brad Sherman & Alain Strowel (ed.), 
Of Authors and Origins: Essays on Copyright Law, Clarendon Press, Oxford, 1994, 40-41。 
90 第四和第五個問題是Lord Camden所加，雖然有點多餘，但Camden的目的在提醒法官們，爭議

的問題不只是有關單一的作者的權利，還包括許多出版商的利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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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的法官們所做成的建議是：作者在出版前有普通法上的權利，出版

本身並不會排除這些權利，但安妮法案排除了這些權利，同樣的作者

與出版商在普通法上有永久的權利去出版書，但安妮法案也限制或排

除了這些權利91。 
 
在上議院正式辯論時，代表雙方的律師(counsel)和其中五位大法

官在法庭上表示自己的意見，整體上來說，支持普通法著作權之一方

的主要理由是認為，作者對其出版前的手稿擁有財產權且可以藉以獲

利是無庸置疑的，而沒有理由去相信賣、租、借一本書給別人就同時

附帶了可以讓購買者、租借者享有複製該書並獲利的權利，對於文學

作品就像任何有體物一樣，是可以享有「財產權」的，出版這件事只

給與大眾使用(use)作品的權利，沒有其他。而反對普通法著作權之一

方的主要理由則是認為，概念(ideas)與動產不同，人不能對它主張有

財產權，當概念還在一個人腦中時就屬於他的，但一但出版，就不再

是他的了，就好像我從海水中取一瓢水，這瓢水是我的，但我一但倒

回海中，它就不再是我的了。因此，著作權仍只是一種法律授與的權

利92。 
 
在這些意見中，反對普通法著作權最強烈的Lord Camden在辯論

時發表了長篇的演說最值得一提，他同樣主張概念不能被當作財產

權，而如果世界上有任何東西應該是自由而普遍的，那就是知識

(science)和學識(learning)，他反駁勞力論的看法說道：「榮耀就是知識

的報酬，而那些有資格享有榮耀的人，嘲笑所有較卑賤的看法：我並

不是在說那些為了麵包的三流作家，他們用惡劣的作品取悅出版社；

14 年對他們那些易腐爛的垃圾已經是一個過長的特權。Bacon、
Newton、Milton及Locke並不是為了得到利益而教育、點亮這個世界；

對這些人，與骯髒的書商交易，即使只是為了僅僅一頁的凸版印刷，

都是不值得的。當書商要給Milton五英磅去出版他的失樂園(Lost 
Paradise)時，Milton並沒有拒絕而將他的詩丟入火燄中，但他也沒有

接受這可悲的津貼做為他勞力的報酬；他知道，他的作品真正的代價

                                                 
91 值得注意的，對第三個問題，雖然依據當時官方的記錄投票是以六比五傾向安妮法案排除了

作者的普通法權利，但當時的報紙和其報導合理地顯示，這應該是記錄的錯誤，當時的投票應該

是六比五傾向承諾作者永久的普通法著作權。詳細的內容參見Mark Rose, The Author as Proprietor: 
Donaldson v. Becket and the Genealogy of Modern Authorship, supra note 89, 41-45。 
92 其實主張的內容與Millar案沒有太大的不同。詳細的內容可參見L. Ray Patterson, supra note 32, 
38-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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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不朽的名聲，而後世將會給他這個名聲」93。接著，Camden繼續強

調公益的重要，他認為如果著作權是永久的普通法權利，真正獲利的

將不是作者而是出版商，而我們所有的學識都將會長期地被控制在特

定書商的手上，他們會依照他們的貪婪去決定書的價格，而公眾最後

都將變成如同他們的奴隸一般。 
 
在本案件中，另外有兩位值得注意的大法官。首先是 Lord 

Chancellor Apsley，他正是在下級審同意對上訴人 Donaldson 發出禁

制令的法官，然而他卻表示反對普通法性質的著作權的立場。他解釋

他之前的判決只是讓這個問題能進入上議院審理的一個過程，因此，

他本身並沒有偏見，他能向其他參與的大法官一樣自由的表示意見，

而他贊同 Camden 大法官的意見，同樣反對將著作權當成一種財產

權。另一個值得注意的則是 Lord Mansfield，如同在 Miller 案中的意

見一樣，他一向被認為是普通法性質著作權的有力支持者，倫敦的書

商們也都期待他的意見能為他們帶來有利的判決，但由於本案實質上

等於是對 Miller 一案的上訴審，而他正是 Miller 案的首席主審法官，

因此，Mansfield 大法官選擇沉默。而如同學者所指出的，Mansfield
大法官不發表意見的原因是不是真的是因為迴避並不確定，但可以確

定的是，他的沉默確實影響了上議院最後的決定。 
 
上議院最後的投票是以 22 比 11 的比數，撤銷了對 Donaldson 的

禁制令。對後來許多法院與學者而言，Donaldson 案帶來的意義是：

作者擁有永久的普通法性質著作權，只是被安妮法案所排除。然而，

這種看法很可能是因為錯誤的理解上議院的判決記錄，認為上議院最

後的決定是肯定了普通法法官們所做出的建議意見。事實上，上議院

最後決定的，只是要不要撤銷對 Donaldson 的禁制令，在上議院的大

法官眼中，考量的重點很可能是禁制令的撤銷與否跟書商獨占情況之

間的關係，投票本身並看不出上議院最後對著作權的性質採取什麼看

法。反而從辯論時幾個有發言的大法官所表示的意見看起來，他們應

                                                 
93 原文如下：” Glory is the reward of science, and those who deserve it, scorn all meaner views: I 
speak not of scribblers for bread, who teaze the press with their wretched productions; fourteen years is 
too long a privilege for their perishable trash. It was not for gain that Bacon, Newton, Milton, Locke, 
instructed and delighted the world; it would be unworthy of such men to traffic with a dirty bookseller 
for so much as a sheet of a letter press. When the bookseller offered Milton five pound for his Paradise 
Lost, he did not reject it, and commit his poem to the flames, nor did he accept the miserable pittance 
as the reward of his labour; he knew that the real price of his work was immortality, and that posterity 
would pay i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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該並不是採納普通法法官所做出的建議，反而是主張反對將書本的內

容做為財產權的對象，反對永久的普通法性質著作權。 
 
Miller 與 Donaldson 兩案對後來英國與美國著作權法的發展有著

重要的意義，然而問題並不是後世是否錯認本案判決的結論，是否錯

誤的承認普通法性質的著作權，畢竟，自從安妮法案後，不論是英國

或美國，國會制定的著作權法都取代排除了普通法的功能。問題出在

它的「用語」上，討論著作權是否是「普通法」上的權利，會讓人自

然連想到了把著作權當做一種自然權利，就如同主張普通法著作權的

人常用洛克的勞力論做為理論依據一樣，他們也會把著作權當做一種

自然權利，再加上「作者」這個概念的出現，著作權變成從出版商的

權利變成作者的權利，從法定的權利變成作者的自然權利，從一個貿

易管制的工具變成作者的財產權。從一個為了公益目的法定權利變成

為了保護作者私益的財產權。 
 
 
二、 美國 
前面在背景部分已經介紹過美國法院與學界對憲法條款內容的

爭議，而美國立憲前後的歷史發展，與當時立憲者對著作權條款的看

法，都是對這些問題重要的參考依據。 
 
首先，在殖民地時期，當時的美國雖然是受英國法律所管轄，但

普通法本身是非常模糊而不明確的，而安妮法案是否可以適用到各個

殖民地上更是沒有人能夠肯定，因此，實際上沒有任何的著作權法在

當時的美國真正發生效用，英國的書在美國被以便宜的價格出版，而

沒有人擔心會遭受到任何的懲罰94。 
 
接著，在美國獨立後初期，聯邦憲法還沒制定之前，當時所存在

的是各州代表共同制定的「邦聯條款(Article of Confederation)」，在條

款中沒有任何有關著作權或智慧財產權的規定，而在此條款之下所組

                                                 
9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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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upra note 32, 20; Paul 
J. Heald & Suzanna Sherry, Implied Limits on the Legislative Power: The Intellectual Property Clause 
as an Absolute Constraint on Congress, 2000 University of Illinois Law Review 1119(2000), 1146。本

節後面的討論也都以這兩篇期刊為主要參考對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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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的「大陸會議(Continental Congress)」並沒有制定法律的權利，各

州仍保有各自的立法權。在當時，英國的安妮法案與其後的一些判決

已經在美國受到認識與重視，也對當時的立法產生一定的影響，有幾

個州開始延用安妮法案的用語和期限來制定各自的著作權法律，而其

中幾乎沒有州的著作權法維持了普通法性質的著作權保護。康乃迪克

州(Connecticut)是最早制定著作權法的州，在其著作權法的前言中表

示：「鑒於那是完全符合自然衡平與正義的原則，每一個作者應該能

確保去獲得由他的作品銷售所可能產生的獲利，而這樣的確保能鼓勵

有學識和天份的人去出版他的作品；這些作品能榮耀他們的國家並服

務所有人類」95，之後麻塞諸塞州(Massachusetts)也制定了著作權法，

其著作權的前言則表示：「鑒於知識的發展、文明的進步、社群的公

共福祉以及人類幸福的提昇都極度的依賴在各種藝術與知識上有學

識和天份的人的努力：作為讓這些人能極度且有益地發揮這些天份的

主要鼓勵，必須存在於將他們研究與勤奮的結果歸於他們的法律保

障；而這些保障是人類自然權利的一種，沒有任何財產比一個人心智

勞動的產品更特別地屬於那個人的」96。 
 
西元 1782 年五月，大陸會議通過一項決議(resolution)，建議各

州制定保護著作權的法律，對象限於美國的國民，期限是 14 年97。這

項決議被稱為是美國聯邦政府第一次跨入智慧財產權的領域。在決議

前的委員會報告中指出：「沒有任何東西比一個人的研究成果是更適

當的被他擁有，而保護與保障文學財產會大大地有益於去鼓勵才能，

去促進有用的發明以及藝術及商務的一般發展」98。在決議公布之後

                                                 
95 原文如下：” Whereas it is perfectly agreeable to principles of natural equity and justice, that every 
author should be secured in receiving the profits that may arise from the sale of his works, and such 
security may encourage men of learning and genius to publish their writings; which may do honor to 
their country, and service to mankind.”。 
96 原文如下：” Whereas the improvement of knowledge, the progress of civilization, the public weal 
of the community, and the advancement of human happiness, greatly depend on the efforts of learned 
and ingenious persons in the various arts and sciences: As the principal encouragement such persons 
can have to make great and beneficial exertions of this nature, must exist in the legal security of the 
fruits of their study and industry to themselves; and as such security is one of the natural rights of all 
men, there being no property more peculiarly a man's own than that which is produced by the labour of 
his mind.”。後來各州的著作權立法大致也都參考這兩州的著作權法。 
97 決議的全文如下：”Resolved, that it be recommended to the several States secure to the authors or 
publishers of any new books not hitherto printed, being citizens of the United States, and to their 
executors, administrators, and assigns, the copy right of such book for a certain time not less than 
fourteen years from the first publication... such copy or exclusive right of printing, publishing, and 
vending the same, to be secured to the original authors, or publishers, their executors, administrators, 
and assigns, by such laws and under such restrictions as to the several States may seem proper.”。 
98 原文如下：” Nothing is more properly a man's own than the fruit of his study, and that th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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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年內，除了達拉威之外的各州都制定了基本的著作權保護法律，其

中有五州甚至要求，擁有著作權的書籍，必須以足以滿足公眾要求的

數量和低價來出版。 
 

在這三份文件中，我們都可以看出兩種對著作權的性質所抱持的

立場：「著作權是一種作者的自然權利」與「著作權是為了促進特定

公益所採取的手段」。但三份文件對這兩種立場的排列的順序並不一

致，而順序是重要的。康乃迪克州的著作權法很明顯的先以「符合自

然衡平與正義的原則」去正當化著作權，將著作權當成一種作者的自

然權利，然後，才表示著作權「或許(may)」也可以「榮耀國家」或

「服務所有人類」。相反地，麻塞諸塞州的著作權法則是先明確的肯

定作者的創作對「知識的發展」等公益有助益，而著作權是鼓勵作者

的必要方法，以這樣的方式正當化著作權後，才認為這種保障是自然

權利的一種99。至於決議的委員會報告則是將兩者並列，並沒有特別

的先後區分，不過在文字中並沒有明確的使用「自然權利」的用語，

只是認為一個人應該能擁有其努力的成果，似乎有意地排除自然權利

的理論。總結來說，這些順序的不同，代表了當時各州對著作權的性

質並不是沒有爭論，而相較於後來美國憲法條文中，在相似的用語中

卻完全未提到自然權利的概念而只剩下工具論的規定，似乎可以解釋

為立憲者對著作權性質所採取的態度的表示。可惜的是，並沒有任何

文獻資料可以證明這種推論。 
 
西元 1787 年，各州的代表在費城召開制憲會議(Constitutional 

Convention)。討論與爭議的問題很多，但不包括國會是否有權制定著

作權法律，因為著作權條款在沒有任何辯論的情況下無異議的被通

過，沒有記錄顯示為什麼會無異議通過，甚至，連這條款是被誰提出

的、為何提出的、為何會修改成後來通過的條文都沒有人可以確定。

可以確定的只有在憲法的第一次草案中第一條對國會權利的授權規

定上，並沒有任何有關著作權或其他智慧財產權的規定；而提案的人

應該是維吉尼亞州的代表James Madison以及南卡羅萊那州的代表

                                                                                                                                            
protection and security of literary property would greatly tend to encourage genius, to promote useful 
discoveries and to the general extension of arts and commerce.”。 
99 參見Michael D. Birnhack, The Idea of Progress in Copyright Law, 1 Buffalo Intellectual Property 
Law Jouranl 3(2001), 29-30。作者表示，麻州著作權法偏重公益可能來自於其州憲第五章第二節

「文學的鼓勵」中的對公益的強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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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harles Pinckney；提案的內容是包括在授與立法機關的 12 項權利

中：「提案授與美國的立法權…去保護文學的作者有限制期間的著作

權；以適當的津貼與供應，去鼓勵有用知識與發現的進步；去對有用

的發明授權專利；去保護作者特定期間內的排除權；及去建立促進農

業、商務、貿易及製造的公共機構、獎勵及保護」100。 
 
因此，許多學者只能依據極少的資料做出他們的推論。例如，對

於著作權條款之所以會被提出的原因，有學者認為是因為當時由

Noah Webster所代領代表作者的利益團體所遊說的結果101；資料也顯

示Madison在他參與制憲前所準備的「J. M.的觀察(Observations by J. 
M.)」中，曾以著作權法為例，指出了當時「邦聯條款」的缺點之一

是法律的不統一，這也可能是他提案的原因之一；不過也有學者反對

這些看法而指出：沒有任何文獻顯示作者團體的遊說真的對制憲代表

們發生了影響，而連Madison本人也認為就算沒有著作權條款，聯邦

國會一樣可以依據其他條款制定聯邦的著作權法，因此這些都不是理

由，反而，從著作權特殊的條文設計來看，制憲代表的重點不在授與

權利本身，而在強制授與的權利需以一定的方式被執行，也就是以「保

護作者對其作品有排除權利」的方式102。另外對無異議通過的原因，

有學者認為是因為爭議性不大而有相當的共識，有學者單純的認為可

能是代表們都累了，也有學者合理的認為無異議通過顯示的意義是，

各州的代表只希望去明確化當時的著作權法，而不是想去改變它103。

至於為什麼會變成後來的條文文字104，學者認為，最後的提案成功的

融合當時幾個不同的提案，至於用語的改變，從「knowledge」改成

「science」，從「manufactures」改成「useful arts」應該只是同義而較

為簡潔且好聽105。 
 

                                                 
100 原文如下：” …proposed to be vested in the Legislature of the United States,…To secure to literary 
authors their copy rights for a limited time; To encourage, by proper premiums and provisions, the 
advancement of useful knowledge and discoveries; To grant patents for useful inventions; To secure to 
authors exclusive rights for a certain time; and To establish public institutions, rewards and immunities 
for the promotion of agriculture, commerce, trades, and manufactures.”。 
101 參見Michael D. Birnhack, supra note, 31-33。Webster的主張理由有三，對統一的著作權法的需

求、獨立國家的利益、追求公益政治的目的。 
102 參見Edward C. Walterscheid, supra note 32, 24-35。作者並進一步指出制憲代表們採用著作權這

種方式的原因，應該與代表們受到英國與美國實際發生的情況所影響有關。 
103 參見Paul J. Heald & Suzanna Sherry, supra note 94, 1149。 
104 後來也就成為現行的條文。 
105 參見Edward C. Walterscheid, supra note 32, 51-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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不論學者們看法為何，需要再一次地強調，這些都只是無法有文

獻確實證明的推論。唯一確定的結論是：著作權條款被放進憲法草案

中，而最後各州無異議順利通過，成為現在的憲法條文。不過，無異

議通過不代表著對條文完全沒有爭議，相關的文獻資料仍然很少，主

要討論的焦點集中在許多人對著作權條款所給與的獨占權利所表現

出的憂慮106，其中最大的異議者就是Thomas Jefferson。 
 
Jefferson在收到制憲會議提出的憲法草案後，他寫信給Madison

表示他對草案的內容感到欣慰，但仍有些失望草案中沒有人民基本權

利的規定107，而他在陳述他認為什麼應該寫入權利法案時，就表示應

該包括了「明確的限制獨占」。之後在憲法草案被正式通過後，Jefferson
再次寫給Madison表示其對憲法條文的意見，他說：「最好能廢除所有

的獨占…。雖然有人說沒有獨占會減少對創作的鼓勵，因為它會被能

獲得如 14 年這樣一個有限期間的獨占的期望所激勵；但是，即使只

是有限的獨占，它的利益仍是太令人懷疑可以相對於獨占造成的普遍

壓抑」108。Madison小心翼翼的回信說道：「提到獨占，它們合適的被

認為是政府裡最另人討厭的事了。但很明顯地做為文學作品與創意發

現的鼓勵，它們不是太有價值去完全廢除的」109。不過，Jefferson仍
然堅持他的看法，即使在後來他成為首位美國專利制度的行政首長，

他仍表示非常懷疑給與發明者財產權的概念，並在後來明確的表示否

定任何自然法概念的專利權，同時，他也反對對抽象的客體有任何的

自然權利，在他著名的一段話中，他極具說服力的說道：「大自然如

果有任何一個東西是比其他東西更不具有能力成為專屬財產權的，就

是被稱為概念的思想力量的行為，這種概念是能被一個個人專屬的持

有，只要他將它留給自己；但是在它被洩露的瞬間，它會強迫自己被

每一個人所持有，而收到的人也無法不持有。它獨特的特色也在於沒

有一個人持有的比較少，因為每一個其他人都持有全部的概念。從我

這裡得到的概念的他，從他自己得到了知識，而不會減少我的知識；

                                                 
106 參見Edward C. Walterscheid, supra note 32, 55-56。 
107 也就是後來的權利法案(Bill of Rights)。 
108 原文如下：” It is better… to abolish… Monopolies, in all cases, than not to do it in any… The 
saying there shall be no monopolies lessens the incitements to ingenuity, which is spurred on by the 
hope of a monopoly for a limited time, as of 14 years; but the benefit even of limited monopolies is too 
doubtful to be opposed to that of their general suppression.”。 
109 原文如下：” With regard to Monopolies they are justly classed among the greatest nusances sic in 
Government. But is it clear that as encouragements to literary works and ingenious discoveries, they 
are not too valuable to be wholly renounc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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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像從我的火引點燃他的火引的他，可以得到光亮，但也不使我變

暗。概念，為了人們的道德和共同的知識，以及改善他們的狀態，應

該自由的在這個世界上從一個人散佈到另一個人，當大自然將它們創

造的跟火一樣，能擴展到各地，但不會在任一地點減少了密度，也跟

我們所呼吸、移動和物理上存在於其中的空氣一樣，無法被限制或專

屬的擁有，似乎是大自然特別且善意的設計成如此。因此，發明在本

質上就是不能成為財產的」110。 
 
在憲法被通過後，美國的著作權的立法也很快的被完成。1790

年的 5 月 31 日，國會通過了第一次的著作權法，法案的名稱是：「為

了學識的鼓勵，而以在下述的期間內，對地圖、圖表及書籍的影本，

保護作者與該些影本的所有人的法律(An Act for the encouragement of 
learning by securing the copies of maps, charts, and books, to the authors 
and proprietors of such copies, during the time therein mentioned)」。其中

規定保護的期間是 14 年，如期間屆滿而作者仍生存可再延長 14 年。

從這些法條的用語及期限規定的背後，可以很明顯的看出美國第一部

著作權法的立法深受英國安妮法案的影響，同時，如同憲法所顯示

的，它是一部以公益為中心，主要目的不在保護作者的著作權法。 
 
 
三、 法國 
相較於英美以公益為中心的著作權法，以法國為首的大陸法系一

向被認為是走著完全不同的方向，在著重著作權中的「道德權(Moral 
Right)」的前提下，理所當然的把著作權當成作者的一種自然權利、

一種財產權。然而，這種差異性在法國著作權法的歷史起源上似乎並

                                                 
110 參見Thomas Jefferson, Political Writings,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9，575-582。原文如

下：” If nature has made any one thing less susceptible than all others of exclusive property, it is the 
action of the thinking power called an idea, which an individual may exclusively possess as long as he 
keeps it to himself; but the moment it is divulged, it forces itself into the possession of every one, and 
the receiver cannot dispossess himself of it. Its peculiar character, too, is that no one possesses the less, 
because every other possesses the whole of it. He who receives an idea from me, receives instruction 
himself without lessening mine; as he who lights his taper at mine, receives light without darkening me. 
That ideas should freely spread from one to another over the globe, for the moral and mutual 
instruction of man, and improvement of his condition, seems to have been peculiarly and benevolently 
designed by nature, when she made them, like fire, expansible over all space, without lessening their 
density at any point, and like the air in which we breathe, move, and have our physical being, incapable 
of confinement or exclusive appropriation. Inventions then cannot, in nature, be a subject of 
proper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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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如此111。 
 
其實如同英國和大部分歐州國家一樣，法國最早的「著作權」，

只是皇室授與出版商的特權，目的在讓出版商的獲得利益，以鼓勵他

們出版政府覺得有利的書籍。在 16 世紀初，任何書籍的出版都要經

過政府同意，而這項同意不代表任何權利，只是確保書籍的內容沒有

危害教會與政府利益的可能。之後，政府首次授與特權在一些宗教的

書籍上，讓出版商享有排除的權利，後來隨著時間經過，聲請同意出

版與聲請授與出版特權都是同時被提出與核準。特權只限於給與在巴

黎的書商，以方便皇室的控制，違反的懲罰是很嚴厲的，在 1566 年

的一項命令中規定，未經允許而出版書籍者將被吊死或勒死。 
 
這種出版的特權，起初也只是有期限性的，而如同倫敦的出版

商，巴黎的出版商也努力想要讓這個特權變成永久性的。當時的國會

因為害怕出版商的獨占地位造成書價過高而數次拒絕出版商的請

求，最後終於在 1618 年王室所發的特許證(letters patent)中確立了兩

項原則：(1)特權只能被發給新的作品；(2)特權不能被更新，除非有

新的部分被添加到作品上。因此在 17 世紀初，舊的作品都不再受出

版特權的限制而會進入公共領域(public domain)，而當時也普遍的認

為，延長特權將傷害自由與工業的發展。不過，故事並沒有就此結束。

在 1649 年，因為出版商主張，如果沒有特權，將沒有人願意出版舊

的書，反而有害公益，王室又再次同意繼續授與特權並延長舊作品的

特權。然而國會並不同意這樣的看法而拒絕認可王室的決定，之後，

兩方的力量一直爭執到 18 世紀，大致上，出版商一方仍占了上風，

他們仍獲得並持續更新出版新書的特權，而不能更新的「舊」書只限

於作者死於 1470 年以前的作品。 
 
然而，在這些爭議中，作者的利益是完全被忽略而沒有受到保護

的，他們或許太驕傲、或許太依賴出版商的津貼而沒有為自己爭取任

何權利，最後和英國的發展一樣，他們的權利最早是被出版商因為自

己的利益而被主張。在 1725 年，在其他省的出版商控訴巴黎出版商

                                                 
111 此部分的討論主要是參考Gillian Davies, Copyright and the Public Interest, Sweet & Maxwell, 
London, 2002, 129-150；Jane C. Ginsburg, A Tale of Two Copyright: Literary Property in 
Revolutionary France and America, 64 Tulane Law Review 991(1990)。需要注意的是，這部份的英

文原文都是直接轉引自英文之參考資料中，並非作者翻譯自法文原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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獨占的案件中，巴黎出版商這方的辯護人(Louis d’Hericout)就首次提

出了「作者」作為主張的重點。他主張的邏輯如下：作者創造的東西

就是屬於他的，就是他的財產，他是其作品絕對的主宰，可以自由的

處分。因此，國王在作者或其繼承人還在的時後是沒有任何權利的，

國王不能未經作者的同意就授與特權給任何人。然而作品需要被交給

大眾才符合公益，因此作者應該將這個權利轉讓給出版商。出版商取

得的權利不是來自國王的特權，而是作者的同意。而因為作者對其作

品的財產權是永久的權利，而就像一般財產權轉讓的效力一樣，出版

商取得的權利也會是永久的。 
 
不過，再次與英國的發展類似，出版商提出的「作者」主張成為

一個雙面刃，隨著時間經過，作者以及其繼承人，尤其是後者，開始

主張他們的權利。首先，他們認為出版商特權的更新必須經過他們的

同意。更進一步地，在 1761 年的王室諮政院(King’s Council)以「其

祖父的作品基於繼承權應歸屬於他」的理由，授與了一位作者的孫女

在出版商的特權到期後有新的特權。最後在 1777 年，國務院(Council 
of State)下了六個命令，其中一個關於出版特權的命令112中正式將作

者加入了特權授與的體系中，該命令規定：出版商可以在一定期間或

作者生存其間內享有出版特權，在期間到期後仍可取得出版的執照，

但不能妨害第三人取得出版執照的權利；作者若以自己的名義出版，

可為自己及繼承人取得永久的出版特權，但一旦他將特權轉賣給出版

商，他將喪失所有權利，而特權的期間將減至以作者的生存期間為限。 
 
這些王室授與的特權體系隨著法國大革命的成功，在 1789 年被

完全廢除。革命家們的原來的希望是能解放市民的思想、使散佈、交

換知識的工具，也就是印刷與出版，能自由的發展，但隨之而來的卻

是猖獗的盜版書籍和處處可見批評與誹謗的小冊子。在書商們為了他

們的利益持續的向眾議院(National Assembly)請願，而國民大會也希

望作者能為其作品負責以解決誹謗書籍的問題這兩種經濟與政治的

要求下，著作權保護的真空並沒有持續太久，在 1791 到 1793 年國民

大會通過的數項命令(decree)，成為大革命後重要的保護著作權法律： 
 

                                                 
112 另一有關的是關於偽造的命令，該命令禁止複製任何已經授與特權的書籍，並禁止未經同意

出版特權已經到期或作者已經死亡的書籍。 

 39



首先在 1791 年的命令，其內容主要是有關對戲劇作品公開表演

的權利，當時立法的主要目的其實是為了結束當時劇院的壟斷，希望

能讓所有市民都能自由的開設戲院並製作戲劇。為了達成這個目的，

該決定保護了作者的權利，藉由授與作者能自由且專屬的授權給任何

的戲院演出其作品的權利。該命令規定，沒有經過作者明示的同意不

能在法國境內演出，而所有作品在作者死後五年就屬於公共領域的財

產。此項決定的提案與主要推動者 Le Chapelier 雖然常因為他在其著

名的報告中所說的：「所有財產中最珍貴、最正當、最個人的，就是

作者想像的成果所形成的作品(The most sacred, most legitimate, most 
unassailable, and… the most personal of all properties, is a work which is 
the fruit of the imagination of a writer…)」，讓他被認為是作者財產權的

主要支持者，但事實上，Le Chapelier 所指的是在出版前的作品，在

同一份報告中，他繼續說道：「然而，這是與其他財產相當不同的一

種財產。當一個作者公開他的作品…似乎從那一刻起，作者就將他的

財產與公眾結合在一起，或是說完全地轉讓給公眾…」。也就是說，

他認為作者的作品在出版後就「很自然地被交給公眾，而在公眾以這

種方式取得作品後，作者與出版商所有權利都結束了(…is given to the 
public…by the nature of things, everything is finished for the author and 
the publisher when the public has in this way acquired the work.)」。因

此，Le Chapelier 理想的著作權法，是把公共領域當做主要的原則，

而把作者的權利當做是例外。而事實上 1791 年的命令也就是依照了

這個順序，該命令第一條是宣布所有市民都有製作與表演戲劇的權

利，第二條是規定所有作品在作者死後五年都是公共財，第三條才承

認作者在生存的期間內有同意其作品演出的權利。 
 
接下來的是 1792 年的命令，其內容仍是有關公開戲劇表演的權

利，起因是 1791 年的命令中讓所有人都能製作戲劇的公共利益與劇

作家們授權公開演出的私人利益發生衝突，劇作家們向國民大會請

願，要求能更進一步的確保他的的權利。然而，1792 年的命令雖然

在前言表示「無可懷疑地屬於劇作家的出版與公開表演的權利並沒有

受到法律足夠的強調與保護」，但其實質內容反而對作者更加不利，

該命令規定作者必須在劇作出版時以一定的方式告知大眾作者保留

公開表演的權利，否則作者就不擁有此項權利。此外，1792 年的命

令規定在劇作出版後 10 年即可自由的公開表演，更縮短了 1791 年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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令所規定的保護期間。這些 1792 年命令的內容或許更可以顯示出當

時的著作權法仍是將公益做為真正的立法目的。 
 
最後的是 1793 年的命令，其內容授與的各類作品的作者、音樂

的作曲家、畫作的畫家能在他生存的期間內享有排除的權利去買或散

佈其作品，或是授權給其他人的權利。作者的繼承人可在作者死後

10 年享有同樣的權利。學者認為這次的命令較明確的肯定了作者權

利，在提案者Lakanal的報告中，他稱此次命令為「天才權利之宣言

(Declaration of the Rights of Genius)」，他認為作者的權利是：「在所有

權利之中最沒有爭議的，它的增加既不會傷害共和的平等，也不會侵

犯自由(…of all rights the least subject to dispute, the increase of which 
can neither harm republican equality, nor offend liberty.)」。不過學者也指

出，從Lakanal的用語中可以看出其實他對作者權利仍有保留，而與

Le Chapelier重視公益的看法沒有太大差距113。而 1793 年的命令仍要

求作者必須有踐行一定的方式才能取得權利，也代表著立法者仍認為

作者的權利不是自然發生的，而是法律所賦與的。  
 
1791 到 1793 的三個命令持續到 1957 年都還是法國最基礎的著

作權法令。而它們代表的意義是法國著作權法一開始的立法與英美法

的情形其實差距不大，它們同樣都是在政治與經濟考量下的產物，作

者的保護從來不是站在鎂光燈下。學者就指出：「當法國與英美法的

傳統比較上認為法國拒絕了工具主義的理論而傾向將著作權視為創

作者正當而公平的特權時，對於一些原始資料的研究可以支持一個不

同的結論。各種的立法資料顯示出對保護作者的權利是一個猶豫且崎

嶇的進程。作者並沒有安全地在新的文學財產制度的核心處；反而是

公眾扮演了一個重要的角色」114。 
 

 
四、 我國 
我國著作權法的起源同樣源自於西方，自鴉片戰爭後，西方新式

印刷機器傳入中國，開始有版權概念的倡議，清光緒二十二年，中美

                                                 
113 參見Jane C. Ginsburg, A Tale of Two Copyright: Literary Property in Revolutionary France and 
America, supra note 111。 
114 參見Jane C. Ginsburg, A Tale of Two Copyright: Literary Property in Revolutionary France and 
America, supra note 1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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簽訂「續議通商行船條約」，其中要求保護美國人在中國境內的版權，

故開始有立法之必要，宣統二年（西元 1910 年），滿清政府制定了中

國第一部著作權法「大清著作權律」，參考了英美大陸等主要國家的

著作權法，並以德日的著作權法為中心，主要的內容包括了：保護客

體的限制、註冊生效主義、保護期間的限制、編輯著作權的保護、著

作人格權的保護、合理使用原則、侵害著作權的處罰。 
 
國民政府定都南京後，於民國十七年公布施行著作權法，為我國

著作權法正式的開始，其內容除沿襲清朝及北洋政府時期的著作權法

外，主要的內容還包括：概括的保護客體、註冊審查制度、翻譯著作

權的保護、揭載於報紙雜誌之著作，得註明不得轉載等。 
 
民國三十三年，抗日戰爭即將結束，而由於歐美媒體於戰爭期間

進入國內，著作權法有修正的必要，故於該年四月間完成著作權法的

第一次修正，內容主要在於放寬外國著作的保護其間，及對侵害著作

權增加自由刑的處罰115。在此之後，著作權分別於民國三十八年、五

十三年、七十四年、七十九年、八十一年、八十二年、八十七年、九

十、九十二及九十三年多次修正。現行的著作權法為民國九十三年九

月一日公佈施行的版本。 
 
在對我國著作權法簡略的歷史考察後，有兩個值得注意的地方，

首先，我國著作權法從滿清及國民政府的立法起源、到後來多次的修

正原因，幾乎都是受外國力量的主導，不論是受到美國貿易的壓力，

或是為加入世界貿易組織所做的法制調整116，故在法律內容上完全沒

有建立一定的理論基礎，而是完全依照國外學說的發展117，而現行的

法律規定也幾乎與國際條約完全一致。其次，我國著作權法的建立在

初期一樣扮演著為政府進行言論審查的功能。民國十七年的著作權法

規定，教科書在未經大學院審查前不得註冊、著作有明顯違背黨義或

其他法律規定禁止發行者，得拒絕註冊。而民國三十三年的著作權法

更擴大審查的範圍，規定任何依法令應受審查的著作物，在未經法定

                                                 
115 以上介紹參見羅明通，《著作權法論》，同前註 7，頁 45-78。 
116 著作權法因應美國及世界貿易組織作的修正可參見羅明通，《著作權法論》，同前註 7，頁

53-92。 
117 這種情況當然是普遍的出現在我國各種法律上，但不論是民法刑法等，在國內皆已經建立有

相當程度獨立的學說理論，但在著作權法的研究上，則完全沒有任何本土化的嘗試，只有外國學

說與原則的全套引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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機關審查前，不予註冊。這種情況，跟英國及法國在國家剛建立的動

盪期，將著作權法作為控制言論的工具，可說是如出一轍。 
 
 
五、 小結 
分別對英、美、法的著作權法作歷史的觀察後，我們發現目前看

起來分歧的英美與大陸法系，在著作權法的起源上卻是相當的一致，

皆是因為私人的出版可能對政府帶來的傷害，讓政府有管制出版的誘

因，配合上出版業者追求壟斷的商業利益，才造就了著作權法的誕

生。而在當時「作者」概念的出現，只是一種出版業者為維護自身利

益的策略工具，並不是真正著作權法的保護重點。直到安妮法案開

始，著作權法才擺脫言論管制的陰影，成為為追求公益目的而給予作

者的獨占權利。而隨著著作權法的發展，作者的概念也越來越重要，

將作者提升為一種財產權人也成為一種趨勢。 
 
然而歷史的觀察真正顯示出的不只是著作權的發展趨勢，而是著

作權制度的性質。著作權制度一直是一個公與私、控制與自由的衝突

與協調。從以前政府利益與作者言論的衝突、出版商壟斷利益與讀者

利益的衝突、社會進步的公益與使用者自由使用私益的衝突，到現在

作者的財產利益與社會資訊流通公益的衝突。著作權制度從來都不是

一面倒的保護，而是衝突後的協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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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節 經濟118 
 
從前文歷史的分析我們可以看得出來，智慧財產權真正的重點一

直是「錢」，是利益與利益的對抗與協調。美國最高法院的判決也多

次強調了著作權法做為一種提供作者創作誘因的工具，美國憲法條文

本身也可以明顯的看出這種功效主義的工具論思想。因此，從經濟的

角度對智慧財產權進行分析一直是學者喜歡且大量嘗試的方式，美國

法律經濟分析的宗師Richard A. Posner法官就曾開宗明義的表示：「智

慧財產是法律經濟分析天生的場域(Intellectual property is a natural 
field for economic analysis of law.)」119。 

 
 
一、 理論簡介 
以經濟的角度來嘗試正當化智慧財產權源自一個根本的問題，也

就是智慧財產權客體所具有類似「公共財(pubic goods)」的性格。所

謂的公共財，例如軍隊，是指一些不會因為任何一個消費者的使用消

費，就會減損其內容或價值，而影響其他消費者使用消費的資源。也

就是說，這類資源不會因為消費而被「用完(use-up)」，它們具有「非

競爭性(non-rival)」120。非競爭性會導致此類資源在本質上無法或很

困難去排除其他人在未付出對價下就使用同樣的資源，也就是所謂的

「非排除性(non-exclusive)」，而這些人未付對價就使用資源的人也就

是所謂的搭便車者(free-riders)。那既然不用付對價也可以享有資源，

結果就是沒有人願意付出對價，沒有對價的收入，就沒有人想要生產

商品，最後就導致此種資源的商品生產不足。因此面臨公共財的問

題，常常都需要政府介入來生產此項商品121。 
 

                                                 
118 關於法律經濟分析的基本理論請參見Richard A. Posner, Economic Analysis of Law, Aspen 
Publishers, 6th ed., 2003。 
119 參見William M. Landes & Richard A. Posner, An Economic Analysis of Copyright Law, 18 J. 
Legal Studies 325(1989)。 
120 這是相對於一般資源的「競爭性」而言，例如一顆蘋果在被消費後，它的價值就消失了，其

他人就無法再享有此一資源，因此它的消費是具有競爭性的。 
121 以著名的燈塔為例來說明，燈塔發出的燈光不會因為一艘船享受到燈光的指引就被消費掉，

其他的船仍可以享受燈塔提供的燈光指(非競爭性)，而燈塔所發出的光在本質上無法排除任何船

舶的使用，因此未付對價的船舶一樣可以享受燈塔提供的燈光指引(非排除性)，而既然船舶可以

不付對價也能享有燈塔提供的燈光，則所有船舶都不會想要對燈塔支付對價(搭便車效應)，則經

營燈塔並無法獲利，沒有私人會願意經營，所以必須由國家介入來營運燈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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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種公共財的問題發生在智慧財產權上的情形是，智慧財產的商

品在生產創造第一個產品的成本，包括了投入的時間與金錢，通常都

相當的高，但一但生產出來後，複製第二、第三個產品的邊際成本

(marginal cost)卻相對的非常低122。因此，假設在一個沒有智慧財產權

保護的社會裡，如果原始的生產者將產品的價格定的與邊際成本相當

時，雖然其他競爭者123就比較不會去生產同樣的產品來競爭，但原始

的生產者也無法回收其龐大的初始創作成本。但如果原始生產者為了

回收初始成本而將價格定的遠高於生產的邊際成本時，因為其他的競

爭者並不用負擔初始創作成本，他們就有能力以更接近邊際成本的價

格從事競爭，而在市場競爭下，消費者當然會選擇低價的商品，結果

就造成原始的生產者無法獲利而無法生存。因此，沒有人願意成為第

一個生產者，每一個人都等待其他人先創作再加以複製即可，最後的

結果就是沒有任何商品被生產出來，生產者與消費者雙方都產生損

失，造成經濟上的無效率124。 
 
於是為了解決這個問題，政府就需要介入，所採取的方法就是給

與創作者智慧財產權法的保護，給與原始的生產者，也就是著作權法

上就是作者，有獨占的權利去回收其初始創作成本，去取得一定的利

潤，讓作者有創作的誘因，去創作新的產品。對於這樣的看法，我們

或許可以稱為誘因理論。 
 
然而，給與作者這樣獨占的權利不是沒有問題，「獨占」在多半

的時間都是法律與經濟所不喜歡的，獨占會抑制競爭，造成市場的無

效率；獨占會造成所謂的無益損失(deadweight loss)125，增加整體社會

成本。除此之外，對著作權的保護會讓消費者必須付出超過邊際生產

成本的價格才能取得產品，因此增加了消費者的成本，將消費者剩餘

(consumer surplus)移轉至生產者剩餘；著作權的保護也會讓可能的新

創作者，因為需要獲得授權，增加了在創作新作品時所需付出的初始

                                                 
122 如前所述，數位化資訊的複製邊際成本幾乎趨近於零，舉例來說，從網路上複製一套大英百

科全書，你要付出的可能只是可以與其他次複製分擔掉的網路服務與電腦硬體的成本，再加上少

許的時間成本，而這些時間你甚至不用待在電腦前，所以其實也是可以被忽視的成本。 
123 在一個出版成本極低的電子化社會，每一個消費者都是一種競爭者。 
124 簡要敘述參見William W. Fisher III, Reconstructing the Fair Use Doctrine, 101 Harvard Law 
Review 1569(1988), 1698-1704。 
125 無益損失是指因為市場無效率等因素造成的社會成本無意義的增加，在獨占的情況是指當消

費者雖有意願及能力購買，但生產者不願意供給所造成的社會整體損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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創作成本126。在這樣有利有弊的情況下，著作權法的核心問題就是如

何能在取得(access)與誘因(incentive)間取得適當的平衡127，而這也是

對著作權法進行經濟分析最主要的課題，經濟分析的學者就認為著作

權法在客體、期間上限制、合理使用原則等等規定就都是為了追求這

個平衡而設計的制度128。 
 
那到底怎麼樣才是適當的平衡呢？在經濟分析上所追求的是資

源的最有效率運用，而整體來說就是追求社會福利的極大化

(maximization of social welfare)，也就是說，要設計一個著作權法是可

以讓鼓勵作者創作所產生的利益扣去獨占限制所造成的損失能達到

最佳化，是可以給與足夠的誘因但又不會過份損害其他人的利益。而

就是因為我們認為著作權制度能有效達成社會福利極大化的目標，在

功效主義者的立場上，它才能被正當化。 
 

二、 問題 
以功效主義的角度來正當化智慧財產權制度，一直是最受支持也

影響最大的理論，而經濟的分析也為立法與司法都帶來一定的合理

性，不論是在詞彙上或是實質上。不過，越是主流的理論遭受到的攻

擊當然也越多，這些攻擊來自於包括了主張以其他理論來正當化智慧

財產權的學者129，以及在根本上質疑現行的智慧財產權法制的學者
130。 

 
首先功效主義本身就有許多的缺陷，其中最常被提及的，就是將

                                                 
126 除了授權必須要付出的成本外，還包括了追溯成本(tracing cost)與協商成本(negotiation cost)，
也就是確定原著作權人是誰的成本和與著作權人協商授權條件的成本。參見Posner 書 41。而在

越來越多的資訊成為特定作者的著作權標的的情況下，新創作者的成本將越來越高，請參見後文

的討論。 
127 參見William M. Landes & Richard A. Posner, An Economic Analysis of Copyright Law, supra note 
124, 326。 
128 參見William M. Landes & Richard A. Posner, An Economic Analysis of Copyright Law, supra note 
124, 344-363。 
129 參見Wendy J. Gordon, A Property Right in Self-expression, supra note 58, 1439-1446; Alfred C. 
Yen, Restoring the Natural Law: Copyright as Labor and Possession, 51 Ohio State Law Journal  
517(1990)。他們主張自然權的文章都是以批評功效主義的理論為開始。 
130 參見Tom G. Palmer, Are Patents and Copyrights Morally Justified? The Philosophy of Property 
Right and Ideal Objects, in Adam Thierer & Wayne Crews (ed.), Copy Fights: The Future of 
Intellectual Property in the Information Age, Cato Institute, 2002; James Boyle, Cruel, Mean, or Lavish? 
Economic Analysis, Price Discrimination and Digital Intellectual Property, 53 Vanderbilt Law Review 
2007(2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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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視為促進整體利益工具的道德問題，不過，這並不是智慧財產權經

濟分析所特有的。將攻效主義適用到智慧財產權的分析上，真正的第

一個問題，在其理論本身的矛盾之處131。簡單來說，為了解決搭便車

問題所造成的市場失靈(market failure)，採用給與作者獨占權利的方

式來解決，卻導致另一種市場的不效率132；為了提供誘因以促進新的

資訊的生產量，認為資訊流通有益於社會的福祉的增進，卻採用管制

資訊流通，增加資訊取得成本的方式；為了鼓勵創作，卻增加了創作

的成本。換句話說，在這種理論下的智慧財產權，永遠都有兩個相對

的成本在相互抵銷，因此，永遠都不會有兩全其美，永遠都是只是折

中的妥協，對經濟學家而言就是永遠都沒有一個絕對的答案，永遠都

是一個複雜的本益分析(cost-benefit analysis)。當然，這些損益計算本

身並沒有問題，在經濟分析中的法律的任何決定本來就都是計算的結

果，問題在於，從不同的立場出發會產生完全不同的分析，會達成完

全不同的平衡點，而不同的法官、不同的經濟學家也就會得出不同的

結論。這樣沒有確定答案的理論不是不能用，只是很難足夠且有效的

去正當化一個像財產權這樣效力強大的權利。 
 
此外，在整個誘因理論的推論過程中，我們也可以發現幾個較明

顯的問題，讓我們一步一步來檢討： 
 
首先，智慧財產權的客體是不是真的具有公共財的性質？真的一

定具有非排除性？雖然因為資訊必須公開流通才有價值，而一經公開

的資訊就無法阻止其他人使用，所以資訊會具有公共財的性格，但如

同學者所指出的，公共財(public goods)並不一定具有非排除性，而是

與公共財類似的「共有財(collective goods)」才有絕對的非排除性133，

而資訊並不完全是共有財。而就算資訊具有一定的非排除性，但這也

不是不能克服，因為要將資訊作為商品，通常都無法單獨的存在，它

通常都伴隨了一些其他的東西，包括顧客的需要、社會的效益、市場

的效應、其他的商業機會等等，而這些附帶的東西就是有排除性的，

                                                 
131 參見Glynn S. Lunney, Jr., Reexamining Copyright‘s Incentives-Access Paradigm, 49 Vanderbilt 
Law Review 483(1996), 556-561。 
132 參見Sanford J. Grossman & Joseph E. Stiglitz, On the Impossibility of Informationally Efficient 
Markets, 70 America Economic Review 393(1980)。作者從經濟學的角度分析，認為資訊市場要能

達成完全的效率是不可能的。 
133 參見Harold Demsetz, The Private Production of Public Goods, 13 Journal of Law & Economic 
293(197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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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將商品的重點轉向這些部分，就可以解決資訊非排除性的問題134。

近期引起注目的開放原始碼運動就是最好的例子135，開放原始碼的軟

體本身是自由的，任何人都可以任意的複製，軟體公司賣的是服務，

他們提供了說明教學、售後服務和持續升級的保證，而這些服務就是

具有排除性的，就不會有公共財的所發生生產不足的問題，也就不需

要著作權的保護136。 
 
其次，就算資訊有不能解決的非排除性問題，會發生搭便車的效

應，是不是就一定表示創作者會完全沒錢賺呢？美國哈佛大學Breyer
教授著名的論文就曾以書的出版為分析對象做研究，指出就算沒有著

作權保護，原始的出版商也可以因為能先進入市場而享有時間的優勢

(lead time advantage)，去抵銷複製者低成本的優勢，或是用降價促銷

的方式，以他較建全的行銷管道，去擊敗複製者，而仍然享有足夠的

利益137。此外，創作者還可能有其他的收入，一本暢銷書的作者，就

算無法從版稅獲得任何的利益，他也可以因為名氣而獲利，例如去主

持電視節目，或成為專欄作家。又例如廣播公司對其廣播的內容從來

都無法向大眾收費，但它們仍可以因為廣告的播出而從廠商那邊得到

足夠的獲利138。前文提到的開放程式碼運動，也可以做為這裡的例

子，他們就是以服務來獲利139。在這些情形中，與誘因理論相反的是，

越多人搭便車，去看去聽去使用這些創作，對作者反而越有利140。 

                                                 
134 參見James Boyle, Cruel, Mean, or Lavish? Economic Analysis, Price Discrimination and Digital 
Intellectual Property, supra note 130, 2015-2016。 
135 關於開放原始碼與自由軟體等介紹，請瀏覽自由軟體基金會(Free Software Foundation, FSF)
的中文網站：http://www.gnu.org/home.zh.html。 
136 事實上數位化的資訊在商品本身上解決非排除性已經是可能，科技的進步已經可以對數位資

訊的所有人提供完全的控制，在這種情況下，數位資訊產品已經以一般財產權完全無異，只需適

用一般的財產法原則，也不再需要著作權的保護。不過，這種情況的發生可能產生更令人關心的

憲法問題，請參照本文第四章的討論，另參照Lawrence Lessig, Code: and other Laws of Cyberspace, 
劉靜怡譯，《網路自由與法律》，商周，初版，2002。   
137 參見Stephen Breyer, The Uneasy Case for Copyright: A Study of Copyright in Books, Photocopies, 
and Computer Programs, 84 Harvard Law Review 281(1970), 329-302。需注意的是，Breyer教授分

析的是出版商的利益，不是作者的。而在複製技術快速進步的今天，市場的時間優勢已經不再明

顯。對於該文章的批評請參見Barry Tyerman, The Economic Rationale for Copyright Protection for 
Published Books: A Reply to Professor Breyer, 18 UCLA Law Review 1100(1971)。較完整的分析請

參見Lloyd L. Weinreb, Copyright for Functional Use, 111 Harvard Law Review 1149(1998)。 
138 當然，要如何能獲利就是各憑本事了，這才是市場競爭的常態不是嗎？ 
139 常有人質疑，開放原始碼的軟體真的能獲利嗎？坦白說，很難。但這是正是因為在現在的法

制下，智慧財產權受到保護的關係，假如微軟的視窗系統(Windows)不受著作權法保護，微軟一

樣要靠服務來獲利，那雙方才能在相同的標準上來競爭，那誰的服務好，誰就能獲利。 
140 再度拿微軟來做例子，當Word因為盜版而普及使得大家都必須使用Word來處理文書時，對微

軟所帶來的其他利益應該已經超過盜版所帶來的銷售額減少的損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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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就算資訊的公共財性格造成的搭便車效應真的讓創作者都

沒錢賺，是不是作者就不會再創作呢？我們知道許多的作者是因為他

們喜歡創作所以創作，是因為他們有話要講、有想法想要表達、有情

緒想要抒發，所以他們創作。就像是在Donaldson v. Beckett中Lord 
Camden所說的：「榮耀就是知識的報酬」。而創作的報酬還可能包括

了一定的自我肯定、一定的成就感，有創作過的人應該都可以體會作

品完成時的那種成就感，而人一生追求的不就是這一點點的成就感

嗎？此外，很難想像每一個作者在創作時腦子裡都在想著：「我這本

書大概會賣多少本，可以讓我賺多少錢，所以足夠讓我過幾個月的生

活，所以我要寫這本書」。學者就批評現在的著作權法對作者創作過

程的假設是完全錯誤的，大部分作者的創作是不自覺而無計劃的，他

們不知道著作權法到底規定了什麼，只希望著作權法能適合他們就好
141。假如這種看法是正確的，一般的作者根本不清楚著作權的保護，

那他們又怎麼能像經濟學家所認為的理性經濟人，因為思考過著作權

法能保障他們有足夠的回收才會去創作呢？ 
 
第四，就算公共財會發生的搭便車效應讓作者沒錢賺，而作者沒

有錢賺就不會創作，所以必須要有誘因才能鼓勵他們創作，但是不是

就一定要用著作權的保護才能提供誘因呢？我們很快的就可以想到

其他的方法，其中討論最多的，就是由政府介入來鼓勵創作142。這種

主張的理論如下143：政府從公眾所繳交的稅收中拿錢來給創作者，做

為創作的報酬，而作品一但創作出來後，就進入公共領域，每一個國

民只要負擔複製的邊際成本，都可以自由的複製，不會有任何的處

罰，而這個成本是遠低於智慧財產權體系下要取得作品價格。因此，

                                                 
141 參見Jessica Litman, Copyright as Myth, 53 University of Pittsburgh Law Review 235(1991)。基於

同樣的理由，要求作者在創作前先去得到每一個他可能用到的材料的著作權人的授權也是不合理

也不可能的。 
142 其他的替代方法還包括了以消費者的集體力量來督促作者創作等等，參見Stephen Breyer, The 
Uneasy Case for Copyright, supra note 137。另有學者針對數位時代討論其他可能採行的替代方

案，參見Diane Leenheer Zimmerman, Authorship without Ownership: Reconsidering Incentives in 
Digital Age, 52 DePaul Law Review 1121(2003)。 
143 參見Steve P. Calandrillo, An Economic Analysis of Intellectual Property Right: Justifications and 
Problems of Exclusive Rights, Incentive to Generate Information, and the Alternative of a 
Government-run Reward System, 9 Fordham Intellectual Property, Media and Entertainment Law 
Jouranl 301(1998), 336-340; Steven Shavell & Tanguy van Ypersele, Rewards Versus Intellectual 
Property Rights, National Bureau of Economic Research, Working Paper 6956(1999); Michael 
Polanvyi, Patent Reform, 11 Review of Economic Studies 61(19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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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來在智慧財產權體系下因為能力或意願而無法取得作品的消費

者，在政府鼓勵的制度下，也能輕易的取得。而因為價格等於邊際成

本，政府鼓勵的制度也就能達到經濟學上消費量的最佳化，另一方

面，創作者能因為政府的獎勵得到足量甚至更多的補償，而更有創作

的誘因。總結來看，政府獎勵制度比起智慧財產權制度能增進更多的

整體社會福祉，而這也是功效主義者所追求的144。除了在經濟比較上

略勝一籌外，政府鼓勵制度更大的優點在於它能夠讓資訊自由的流

通，能讓所有的「概念(ideas)」都留在公共領域中而不被私人占有，

而這些都是能造成社會進步、創新發展的重要要素，也正是智慧財產

權制度在資訊社會中最為人詬病的一環。事實上，政府獎勵制度並不

只是理論的空談，在實務上已經有被採行，例如在美國就對原子能源

科技的發明採取了這種制度145，而類似的制度其實也常見，政府各個

機關常常都以獎勵或補助的方式鼓勵創作與研究。 
 
當然，政府獎勵制度也有許多爭議。首先，有人會質疑為什麼沒

有享受特定發明或創作的人卻一樣要繳稅，去負擔別人的使用與享

受？這是一個比較容易回答的問題，畢竟，稅收的本質就是如此，本

來就不是誰繳的稅都只會用在他會使用到的建設上，只是在時間與空

間被拉長與平均後，這個不平等的效果就可以獲得解決146。另一個也

常出現的質疑是，政府有沒有能力負擔這個獎勵制度？很明顯的這將

會是很大很大的一筆錢，不過在經濟學者眼中，這也不是個問題，只

要以增稅的方式就可以輕易的加以克服，而因為消費者會因為這個制

度而獲得更大的利益，增稅對他們與對整體社會都不會造成損失，問

題只是在政治上有沒有辦法克服人民反抗增稅的壓力147。對於政府獎

勵制度真正強大的攻擊，是來自於一向對政府抱持懷疑態度的自由主

義者，著名的自由論作者John Sturat Miller就表示過：「一個排除性的

特權是比較好的，因為它不會依賴任何人的裁量 (...an exclusive 
privilege is preferable because it leave nothing to anyone’s discretion.)」
148。一個由政府控制的獎勵制度可能因為特定個人的專斷或錯誤的資

                                                 
144 還有一些較細節的成本計算，例如獎勵體系下稅收的行政成本、智慧財產權體系下的執行成

本、消費者盈餘等等，不在本文詳述，請參見Steve P. Calandrillo, supra note 143, 340-342。 
145 參見美國原子能源法 1946，Steve P. Calandrillo, supra note 143, 342-343。 
146 參見Steve P. Calandrillo, supra note, 138, 338。 
147 參見Steve P. Calandrillo, supra note, 138, 344-346。 
148 參見John Stuart Mill, Principles of Political Economy, (W. J. Ashley ed.), Longmans, Green & Co., 
1848(1940), 933(轉引自Steve P. Calandrillo前接論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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訊造成決策的錯誤，不只可能直接損害創作者的利益，也可能間接讓

創作不信賴制度而不願意創作。此外，由政府控制的制度也就具有淪

為政府控制言論的工具的高度危險性，而這一直是自由主義者以及智

慧財產權法制在歷史發展上所極力避免的。或許建立客觀的制度能解

決部分的問題，但仍無法完全消除自由主義者的疑慮149。與此問題相

關的另一質疑是：政府獎勵制度無法客觀的決定多少的獎勵才是合理

的150。雖然有學者主張以作品被複製的量來決定獎勵的多寡，再加上

其他的輔助方式來解決這個問題151，但不論是客觀上作品對社會的價

值或是主觀上作者投入的成本其實都不一定是可以用「銷售量」來衡

量的。而政府錯誤的資訊也很可造成錯誤的獎勵分配，但正確的資訊

又是非常難取的與計算的152。此外，政府獎勵制度可能會因為獎勵特

定種類的創作而引導社會走向不均衡的發展；可能無法將獎勵給與真

正的創作者；可能造成民眾搶先發明、創作以取得獎勵，造成資源的

浪費；無法解決跨國界的問題等等，這些都是政府獎勵制度需要但卻

很難克服的缺點153。  
 
智慧財產權替代方案的可行與不可行，其實都不會直接就代表了

智慧財產權制度本身的可行與不可行，替代方案的出現代表的是，智

慧財產權誘因理論的推論其實不是這麼的理所當然，而在功效主義的

立場上，如果替代方案能被證明所能追求社會福祉比智慧財產權制度

還要多，那就應該採取替代方案，在這種情況下，目前的智慧財產權

法制也就無法被正當化154。 
 
第五，誘因理論在推論上最後一個問題與美國憲法有直接的關

係。美國憲法的智慧財產權條款中，將給與智慧財產權當做是工具，

終極的目的是在「促進知識與實用藝術的進步」，這樣的條文在功效

主義的立場上，就是認為促進知識與實用藝術的進步就是代表社會福

祉的極大化，於是，在誘因理論的推論中就必須認為，只要能鼓勵作

                                                 
149 有學者即認為著作權的正當化基礎之一就是能避免政府以獎勵制度的方式來控制言論，以追

求言論的多樣性，進一步促進民主政治，參見後文的討論。 
150 參見Stephen Breyer, The Uneasy Case for Copyright, supra note 137, 307。支持智慧財產權的學

者常主張智慧財產權制度的優點之一，就是可以讓市場機制去決定價格，但在事實上，作者獨占

的力量早已經造成了市場機制的失靈。 
151 例如需經過會計師審核後才給與獎勵，參見Michael Polanvyi, supra note 143, 68。 
152 參見Steve P. Calandrillo, supra note 143, 348-349。 
153 參見Steve P. Calandrillo, supra note 143, 349-352。 
154 這也就呼應了前文所說，功效主義的立場無法確定的去正當化智慧財產權法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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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創作就可以達成這個目標，也就可以追求社會福祉的極大化。但這

也是不一定的，創作量的增多不見得就表示能促進社會的進步，相反

的，重點應該在於創作的質，但誘因理論卻完全無法反應出這點。很

多沒有太多促進社會進步價值的創作，如八點檔的連續劇，言情小

說，因為受到普羅大眾的歡迎，反而得到更多的著作權保護，甚至完

全對社會進步一點幫助都沒有的創作，像是私人的日記，智慧財產權

一樣會保護它們。這些邏輯上的矛盾，都降低了誘因理論的可信度。 
 
然而，以上這些誘因理論在推論上的問題，並不是就代表誘因理

論是完全錯誤的，它問題是在於，沒有人可以證明它到底是對是錯。

因為在誘因理論中，所有的是或不是都只是假設，完全沒有實際的數

字可以作為證據，也就是說，沒有人可以真的證明作者沒有誘因就會

或不會創作，也沒有人可以證明智慧財產權制度達到的社會福祉比政

府獎勵制度多或是少155。而很明顯的，這些在過去無法確定的問題，

在近期內也不會有方法能找到解答。 
 
同樣的道理，就算採取了智慧財產權的法制，到底那個點是社會

福址的最大化呢？要給作者多少、怎樣、多久的權利與限制才能達成

「接近」與「誘因」的平衡呢？沒有人可以確定，也沒有人有辦法確

定，每一個學者與法官都只是用自己的假設去推導出自己的結論，而

這些結論又常常會是相互矛盾的。因此，「沒有實證」，或許才是對智

慧財產權採用經濟分析最令人質詢的缺點。 
 
此外，誘因理論在實務上也有很多矛盾的地方，很多現行的著作

權法原則都剛好與誘因理論背道而馳。例如在誘因理論下，應該是付

出越多成本、越需要回收成本的創作越需要保護，才能提供這些作者

創作的誘因，但是在著作權法上要求的「原創性原則(originality)」，
卻將保護的重點擺在一個人的天份，或是一時的靈光一閃，相反的，

努力流汗的成果在著作權法中反而不受保護。又例如對著作權不採登

記主義，則不論在不在意著作權保護的作者都可以享有著作權保護，

這也與著作權的保護的目的在於提供誘因的理論不合，因為不在乎誘

因的作者也會同樣的被保護。再例如對建築物的保護，建築師在設計

                                                 
155 因此，有學者主張美國憲法及其後的法律實務之所以會採取誘因理論的原因是因為受到英國

安妮法案強烈影響的結果，至於安妮法案又為什麼會是這樣，應該是經驗的累積與歷史發展剛好

變成這樣。因此也有學者認為這樣的理論只能適用在印刷術時代，不能再適用到現在的資訊時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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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造一棟房子時，就已經從雇主那邊得到足夠的報酬了，在他設計的

時後，他並不會考量他的設計會帶給他別的利益，因此才有創作的誘

因，他只會預計從契約中得到利益，因此對建築物提供著作權的保護

也無法從誘因理論得到支持。 
 
雖然有這麼多的批評，以功效主義正當化的智慧財產權理論還是

很有思考的價值的。最重要的是，它告訴我們了，智慧財產權絕對不

是一種絕對的權利，它永遠是一種協商(bargain)，在作者與使用者集

合而成的社會之間的協商，它永遠是一種交換(trade-off)，對使用者的

限制來交換對作者的誘因，它永遠是一種追求目的的工具

(instrument)，用來促進進步、追求社會福址的工具。 
 
 
三、 更進一步 
然而，對於支持擴張智慧財產權保護的學者與企業來說，傳統的

誘因經濟理論所帶來不夠絕對的保護、在理論無法解決的眾多瑕疵，

以及將智慧財產權定性為獨占所遭受的批評，都讓他們對這個理論感

到不滿足，不過他們仍相當滿意以經濟的詞彙來繼續幫助加強對他的

的保護，於是他們更進了一步，他們開始主張智慧財產權不是獨占，

是財產權156，而新古典主義的經濟學就成為他們第二波所採取的經濟

詞彙。 
 
依照新古典主義經濟學的看法157，財產權是市場建制與運作的基

礎，明確的財產權歸屬能讓市場參與者降低溝通的交易成本並將正面

外部性(positive externality)於以內部化，財產權還能透過價格系統去

評估資源的價值，並讓這些資源能被分配到最有價值的使用上，換句

話說，財產權最能有效的促進分配的效率(allocative efficiency)。而支

持擴張智慧財產權保護的學者，就採用了這樣的看法，將它類推到智

慧財產權上。他們雖然並不排斥將智慧財產權當做一種誘因，但他們

                                                 
156 參見Frank H. Easterbrook, IP is still property, supra note 59; Wendy J. Gordon, An Inquiry into the 
Merits of Copyright, supra note 57; Roger E. Meiners, Robert J. Staaf, Patents, Copyrights, and 
Trademarks: Property of Monopoly, 13 Harvard Journal of Law and Public Policy 911(1990)。 
157 對於新古典主義對財產權的基本看法請參見Harold Demsetz, Toward a Theory of Property 
Rights, 57 Am. Econ. Rev. Papers & Proc. 347 (1967)。對於新古典主義對智慧財產權的看法簡介請

參見Neil Weinstock Netanel, Copyright and a Democratic Civil Society, 106 Yale Law Journal 
283(1996), 309-3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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認為智慧財產權的主要功能是在做為一個促進市場的機制，它能讓生

產出來的作品移動到它能產生最高社會價值的使用上，而為了達成這

個目標，智慧財產權應該要讓作者能享有其作品在市場所有潛在的價

值，因為為了極大化這個價值，作者會盡可能的發展其現存的作品，

並將作品的權利賣給最能將作品利用以滿足公眾需求的其他人158。他

們認為使用者付出的價格不是在給與作者誘因，而是在決定作品的價

值以提供如何分配資源的方向。也就是說，新古典主義學者不再像誘

因理論著重尋找作者與使用者間的平衡，認為著作權是個限制的權

利，他們追求的是一個廣泛、完全的財產權體制以追求分配的效率，

他們避免了誘因理論在尋找智慧財產權保護的適當程度時所遭遇的

不確定性，而主張給與作者最大的權利，並讓市場來決定如何分配
159，而正因為將智慧財產權當成財產權就能達到最有效率的分配，因

此它能被正當化160。 
 

不過，新古典主義的經濟學本身就有被批評的地方。新古典主義

所依賴的價格理論過於高估了消費者與生產者的理性，事實上，消費

者在做消費決策時，常常會受到個人偏好、現狀、群體效應等影響，

因此並不會像新古典主義者所主張能完全反應出整體對價格的接受

度。而在生產者方面，生產者也不會完全反應出消費者的需求，生產

者仍會考量其他因素來決定是否生產，舉例來說，電影工業不會想去

滿足小眾的喜好，而只追求討好一般的大眾而生產符合大眾口味的電

影。此外，近期對賽局理論(game theory)的研究也顯示，有限的權利

其實更能刺激資源有效率的移轉161。 
 
而新古典主義對智慧財產權所提出的理論也有相當多的缺陷。首

先，新古典主義在根本上忽略了智慧財產權客體在性質上的特殊性。

如同前文所討論的，資訊具有非競爭性的特性，再多人使用也不會減

損資訊本身的價值，因此要讓資訊產品能達到最高社會價值的使用，

                                                 
158 參見Wendy J. Gordon, An Inquiry into the Merits of Copyright, supra note 57, 1392-1393。 
159 參見Neil Weinstock Netanel, Copyright and a Democratic Civil Society, supra note 157, 310-311。 
160 以新古典主義經濟學去討論智慧財產權的第二個重點是主張給予著作權人有差別定價(price 
discrimination)的能力，就可以解決獨占所造成的無益損失。簡單的說，著作權人可以根據每個

消費者不同的消費能力來決定商品的價格，就不會造成部分消費者因為無力購買就無法取得商品

造成社會整體的損失。本文不欲就此深入討論，關於此種理論的簡介及批評請參照James Boyle, 
ruel, Mean, or Lavish? Economic Analysis, Price Discrimination and Digital Intellectual Property, 
supra note 130。 
161 參見Neil Weinstock Netanel, Copyright and a Democratic Civil Society, supra note 157, 334-3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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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是讓資訊能自由的流通，讓資訊能被越多人來使用，而不是給予特

定人的財產權來控制資訊的流動。與此相關的，是新古典主義要求將

智慧財產的正面外部性內部化的主張，也是錯誤的看法。幾乎所有的

財產都有正面的外部性，法律也都不會要求全部將其內部化，一片私

人擁有的美麗花園對路人提供了正面的外部性，但法律不會要求路人

通通要付錢才能觀賞。換句話說，沒有造成損害的搭便車行為並不是

法律所要禁止的，反而是對這種無損的搭便車行為進行管制才會無益

的增加社會成本162。第三，新古典主義者雖認為智慧財產的商品有可

替代性，所以可以充分競爭，以追求合理的價格與市場效率，但事實

上，智慧財產的商品在市場上常常無法出現替代商品的，沙士比亞的

劇作要如何能在市場上找到替代商品？而給於著作權人財產權的完

全保護更會增加這個趨勢，結果就是享有財產權保護的著作權人可以

任意的決定其作品的價值及交易(授權)與否，最後就是導致無法負擔

的人無法取得必須的資訊產品，並造成整體社會成本的無益增加。最

後更重要的是，新古典主義帶來對智慧財產權的無限擴張，對社會中

其他重要的利益帶來了嚴重的威脅，而它完全忽略了可能帶來的負面

成本。舉例言之，新古典經濟主義者認為著作權法中的「合理使用(fair 
use)」是為了解決「市場失靈(market failure)」問題所設計的法律制度，

也就是說，因為在一些要取得著作所有權人的同意是困難、不可能或

是不經濟的情況下，為了避免合理使用人無法有效利用受著作權保護

的作品，所以著作權法以合理使用原則限制了著作所有權人的權利，

以解決市場失靈造成的不效率163。這種看法雖然也有一定的說服力，

但是卻完全誤解了合理使用原則的真正目的，合理使用原則的設計，

不論是為了確保公共領域的存在164，或是避免所有的資訊都成為著作

權人所控制，或是作為協調著作權保護與言論自由衝突的制度165，或

是以上皆是，都絕不只是一種為解決市場失靈的工具。錯誤的將理論

                                                 
162 參見Mark A. Lemley, Property, Intellectual Property, and Free Riding, Texas Law Review 
1031(2005)。 
163 參見Wendy J, Gordon, Fair Use as Market Failure: A Structural and Economic Analysis of the 
Betamax Case and Its Predecessors, 82 Columbia Law Review 1600(1982)。 
164 關於公共領域的重要性及與合理使用之關係，參見Jessica Litman, The Public Domain, 39 
Emory Law Journal 965(1990); Yochai Benkler, Through the Looking Glass: Alice and the 
Constitutional Foundations of the Public Domain, 66 Law and Contemporary Problem 173(2003)。 
165 美國在實務上及傳統的著作權學者皆認為認為因為有合理使用、概念表現二分原則及其他對

著作權的限制的存在，著作權的保護在原則上是不會對言論自由有所侵害，甚至認為著作權的保

護是言論自由的原動力，代表性的著作請參照Melville B. Nimmer, Does Copyright Abridge the First 
Amendment Guarantees of Free Speech and Press? 17 UCLA Law Review 1180(197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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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點擺在市場失靈的解決只會造成對真正重要的利益與價值的忽視

與誤解，而造成更大的不利益166。 
 
以新古典主義經濟學的理論將著作權定位為財產權最主要的目

的其實是為了解決誘因理論發生的諸多問題，學者就指出，不論將著

作權當成財產權的理論是否有說服力，其重點在於它移轉了大眾對

「著作權是一種獨占」的疑慮，它將獨占這個字眼從公眾與經濟對於

著作權的討論中移除，為了著作權的擴張立下了詞彙上的基礎167。 
 
 
四、 小結 
對智慧財產權進行的經濟分析源自於智慧財產客體所具有的非

競爭性與非排除性的特質，而未避免這種特質所造成智慧財產可能發

生類似公共財生產不足的問題，所以必須由政府介入，提供生產的誘

因。而在著作權法的制度下，這個誘因就是給予作者在一定期間內享

有的獨占獲利權利。不過由於獨占亦會對社會造成負面成本，所以經

濟分析追求的就是在開放與控制間能產生最大社會利益的平衡。正因

為著作權制度能達到這個平衡，所以著作權對使用者的限制是可以被

正當化。 
 
如果我們暫時將這些複雜的經濟理論擺在一旁，對著作權法進行

經濟分析，其實就是要解決一個終極的問題：「如何讓作者願意創

作」。雖然有人主張沒有經濟誘因也會有作者願意創作，但這只有在

部分情況是真實的，很難想像在沒有任何經濟誘因的情況下電影公司

願意投下大成本去拍一部需要大場面、眾多的臨時演員、最新電腦技

術的電影，也很難想像會有軟體公司每年願意花上億的研究經費去研

發最新的軟體168。但是對於這個終極問題的解答，是不是就一定是現

行的著作權制度？是不是一定要以多少強度的著作權來保護？是不

                                                 
166 新古典主義者要用合理使用原則去解決的市場失靈狀況，在數位時代下都是可以透過技術去

解決，例如建立小額付款機制、在數位作品上標示作者的e-mail、建立信任系統等等，在這種情

況下，如果依照新古典主義者的上述的推論，合理使用原則在數位時代將會沒有存在的必要，那

我們所重視合理使用原則所帶來的其他價值也都無法確保。 
167 參見James Boyle, Cruel, Mean, or Lavish? Economic Analysis, Price Discrimination and Digital 
Intellectual Property, supra note 130, 2018。 
168 對此，有學者即主張區分不同類型的作品可能要提供不同的保障，對需要大量投資就可以用

著作權保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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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一定要採取目前採用的合理使用原則、概念表達二分原則？是不是

一定要對著作權有期間的限制169？雖然都可以嘗試用經濟分析的方

式來討論，但其實都是沒有也無法有實證研究可以去檢驗的。會採用

目前的著作權制度，或許真的只是一種歷史的成因，而一旦這樣的制

度已經形成，相關的經濟模式也就隨著成形，如果想反過來用這些經

濟模式去正當化著作權制度，難免欠缺足夠的說服力。正如學者所指

出，著作權法的平衡已經存在在那，經濟分析只是嘗試去理解它，去

詮釋它170。在這種態度下，我們可以發現經濟分析告訴了我們很重要

的一件事：著作權的保護是一種工具，不是目的。 
 
然而，希望強化著作權保護的學者與利益團體，提出了新古典主

義經濟學的主張，嘗試將著作權定義為財產權以解決傳統經濟分析將

著作權當作一種獨占所產生的問題，並進一步強化著作權的保護。但

是此種理論忽略了智慧財產在客體上所具有的特殊性質，也忽略了著

作權法除了作者的權利外所重是的其他社會價值的重要性，以致無法

對著作權應屬於一種財產權的假設在經濟分析上提出有說服力的證

明。於是，主張加強著作權保護的一方，轉向尋求哲學理論上的支持，

試圖以哲學上的自然法理論先確認著作權為一種財產權的前提要

件，再以此為基礎並藉由新古典主義經濟學的理論一步一步的擴張著

作權的保護版圖。而這種主張對於大陸法系下將智慧財產權理所當然

視為財產權的我們，也並不陌生。然而，著作權是否在這些哲學上可

以輕易的被正當化？是不是可以完全適用財產權的正當化理論？是

不是真的那麼理所當然是財產權的一種？都有深入討論的必要。 

                                                 
169 關於以經濟分析方式研究著作權的期間限制可參考William M. Landes & Richard A. Posner, 
Indefinitely Renewable Copyright, 70 University of Chicago Law Review, 471(2003)。 
170 參見James Boyle, Cruel, Mean, or Lavish? Economic Analysis, Price Discrimination and Digital 
Intellectual Property, supra note 130, 2036-20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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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節 哲學 
 
對於財產權的保護，常常被認為是先於憲法存在的制度，而它的

正當性來源也就有超過憲法層次而尋求哲學理論建立的必要，不同的

哲學理論提供財產權不同的正當性基礎，而這些不同的正當性理論也

會產生不同的憲法解釋。簡單來說，智慧財產權若是如通說認為屬於

財產權的一種，它就應該能符合財產權的正當化理論，就算不是，智

慧財產權要能在被認為是憲法所保障的權利，也有在哲學上加以正當

化的必要。 
 
西方的學者對這個問題，從哈佛大學教授Stephen Breyer在 1970

年所發表的「著作權的難題(The Uneasy Case for Copyright)171」一文

起，就已經有相當深入的討論，各方學者都有不同的看法172，若依同

樣是哈佛大學教授William W. Fisher的整理，對智慧財產權的正當化

基礎主要有四種看法：第一種看法是功效主義，或者可以說是工具論

或是經濟分析的看法，其理論的主旨就是追求公共福祉的極大化，從

規範的角度來看就是智慧財產權的立法應促進福祉極大化，從描述的

角度來看就是智慧財產權是促進福祉極大化的工具，簡言之，因為採

行智慧財產權制度對社會整體提供的利多於造成的弊（因此符合經濟

效率），所以它是正當的。第二種看法是自然權利的理論，其主旨是

認為人可以得到其勞力的成果，是正當而符合自然法的，既然作品是

作者勞力的成果，所以讓作者取得對作品權利的智慧財產權制度是正

當的，其主要的理論基礎來自於洛克的勞力論。第三種看法是源自於

黑格爾(Hegel)與康德(Kant)的哲學理論，也就是認為智慧財產權是個

人人格發展、自我實現的表徵，法律對其加以保護是正當的。最後一

種看法是政治上的，也就認為智慧財產權的目的在促進一個民主的社

會，在這種目的之下智慧財產權的制度是正當的。關於功效主義的一

部份，由於與經濟分析相關，已於上一節討論過，其他三種理論，下

                                                 
171 參見Stephen Breyer, The Uneasy Case for Copyright, supra note 137。  
172 較重要的包括期刊論文：Justin Hughes, The Philosophy of Intellectual Property, 77 Georgetown 
Law Journal 287(1988); William W. Fisher, Theories of Intellectual Property, in Stephen R. Munzer 
(ed.), New Essays in the Legal and Political Theory of Property,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1, 
168-199; Jeremy Waldron, From Authors to Copiers: Individual Rights and Social Values in Intellectual 
Property, 68 Chicago- Kent Law Review 841(1993); Edwin C. Hettinger, Justifying Intellectual 
Property, 18 Philosophy and Public Affairs 31(1989); Tom G. Palmar, Are Patents and Copyrights 
Morally Justified?, supra note 130。專書可參見Peter Drahos, A Philosophy of Intellectual Property, 
Dartmouth Publishing, 1996。另請參見各個理論中專門討論的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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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將就與智慧財產權有關的部分一一介紹並加以分析。 
 
一、 自然法的智慧財產權—洛克的勞力論 
被歸類到自然法的財產權理論中，最有名的當然就是洛克的勞力

論，然而不論是「勞力論(labour theory)」或是「洛克論(Lockean theory)」
都不是一個特定的用語，它們都只是指洛克在 1690 年所出版著名的

政治理論大作「政府論(Two Treaties of Government)」下篇(Second 
Treaty)第五章中對財產權的一段短短的論述。我們首先應該瞭解的

是，洛克寫「政府論」的主要目的本來是為了駁斥當時支持絕對君權

的Robert Filmer在其著作「父權：或是國王的自然權力(Patriarchs: or 
the Natural Power of Kings)」中的主張：上帝給亞當能控制全世界的

權力，而由於國王是亞當的繼承人，所以他也能繼承這個權力。在政

府論的一開始，洛克就主張Filmer的想法是不可能的，但這帶來一個

問題就是，政府權力如不來自亞當，那應該來自什麼？因此洛克在政

府論一書中的任務就是去尋找「另一個政府的起因、另一個原創的政

治權力及另一個方式去設計與瞭解擁有這種權力的人，而不是Robert 
Filmer所告訴我們的」173。 

 
那這個目標與財產權有何關係？起因是 Filmer 在其著作中對一

些自然法對財產的看法提出的批評，例如，自然法既然主張共有財產

的存在，那為何現在的世界是私有財產制？自然法學者雖然主張將共

有財產變成私有財產是因為經過所有共有人的同意，但這種同意在實

際上是明顯不可能的。面對 Filmer 對自然法的挑戰，洛克為了捍衛

自然法的主張，就必須建立合理的財產權理論，而他的解決方法就是

提出「每個人對他自己都擁有財產權」的假設。他的推論是：在原初

狀態下，上帝將世界給與所有人共同享有(commons)，而因為每個人

都對自己的身體擁有財產權，因此他就應該享有所有他身體勞動的成

果(“…the Labor of his Body, and the Work of his Hands ... are properly 
his.”)，也因此所有他將他的勞力與之混合的本屬於共有的東西，都

會因此而成為他的，在自然法上取得對勞力成果的財產權。反過來

說，未經同意就利用他人勞動的成果，就像是未經同意就利用他人身

體一樣，是違反自然法的。 
                                                 
173 參見John Locke, Two Treatises of Government, II, 25。原文如下：” …another rise of government, 
another original political power, and another way of designing and knowing the persons that have it, 
than what Sir Robert F. hath taught u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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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這種對洛克勞力論的推論法的標準介紹外，也有學者有力的指

出，洛克對財產權的正當化應該區分為兩個層面，第一個層面是去正

當化那些東西可以被私人擁有，第二個層面才是正當化那一個特定的

人可以擁有。學者指出，洛克認為上帝給與了世人共同財產就是要人

們能去利用，而有些財產在本質上是非得由特定的人專有排除的利用

才能夠發揮效用的，因此，這些財產如果不被私有化就無法被利用，

也就違反了上帝的意旨。此外，上帝也給與人們有求自保的自然權

利，就像一個人摘下蘋果吃進肚子，沒有理由說他沒有權利享有這顆

蘋果，也因此這些財產被私有化也是正當的，這是第一層面。而在這

些可以被私有化的財產中，洛克才提出以是否付出勞力去正當化那些

特定的人可以擁有財產權，也就是說傳統對洛克勞力論的介紹只集中

在第二層面174。 
 
洛克在他的推論外加上了兩個必要的前提條件，只有符合這兩個

條件的財產才能透過勞力取得財產權：第一個可以稱為「足量等質

(enough and as good)」的條件，第二個則可以稱為「禁止毀壞

(no-spoilage)」或「禁止浪費(non-waste)」的條件。洛克認為，只有那

些在個人以勞動將共有財產中的物品變成私人的財產後，仍可「在共

有財產中留下足量且等質的物品給其他人」的物品，才能成為私人財

產的客體。在這個前提下，才沒有人會因為某些物品變成特定人的財

產而受到損害，因為永遠又更多等質的物品可以被其他人私有財產

化。此外，這個前提也可以解決公平性的問題，因為只要願意勞動，

永遠都還有足夠的物品能變成私有財產，而不會發生因為競爭而讓有

些人即使勞動也無法獲得財產的情形。 
 
至於第二個條件，洛克認為，上帝創造萬物就是要給人類享用

的，因此誰能在物品毀壞之前盡量的利用它，他就能以勞力與之混合

而成為他的財產，但超過這個限度就不能成為他的財產，因為這會造

成東西的毀壞與浪費，這是上帝所不允許的，這些東西就應該給其他

人利用。在這個前提下，洛克同意人們可以透過交易去累積不會毀壞

的物品，因為交易可以避免一些物品的毀壞。而在金錢交易的體系

                                                 
174 參見Seana Valentine Shiffrin, Lockean Arguments for Private Intellectual Property, in Stephen R. 
Munzer (ed.), New Essays in the Legal and Political Theory of Property,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1, 138-1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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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金錢財富的無限制累積在道德上也就變的可以被接受。 
 
洛克的勞力論在後世被大量的討論，每個學者有不同的詮釋175，

也有許多被批評的地方。首先，洛克的勞力論本身其實還是沒有真正

指出財產權可以被正當化的原因，也就是為什麼將勞力與公有財產混

合的成果就可以取得財產權。洛克自己有討論過這個問題：有時他訴

諸自然法，認為努力的人「值得(desert)」獲得「報酬(reward)」176；

有時他訴諸神意，認為上帝要求人們辛勤工作以換取生活的便利，共

有財產是給與辛勤與努力的人的，而勞力就是這些人的證明177；有時

他也認為勞力讓物品增加了價值進而對整體社會有利、增加了共有財

產的內容，因而有權獲得財產。然而，這些其他的理由不免讓勞力論

本身失去的重要性，而最後一種想法甚至已經有了功效主義的傾向
178。 

 
勞力論第二個最被批評的地方，就是Robert Nozick所提出的看

法。他質疑：為何當人把勞力混入物品後，他就取得物品的財產權而

不是他就喪失了其勞力呢？當我們把所擁有的蕃茄汁倒入大海後，我

們就擁有了大海嗎？還是我們就失去的蕃茄汁呢？因此，Nozick認為

財產權正當化重點還是傳統自然法上的「占有(possession)」，也就是

說，只有能被實體上占有的東西才能成為財產權的客體。而他認為，

洛克論的重點在於「足量等質」條件所顯示出的「因為沒有傷害才能

取得財產權」的限制179。在Nozick討論到專利權時他就提到，給與一

個發明家專利並不會傷害到其他人，因為如果沒有這個發明，其他人

                                                 
175 參見Lawrence C. Becker, Property Rights: Philosophic Foundations, Routledge and Kegan Paul, 
1977。 
176 「值得(desert)」一直是另一個在自然法上重要的財產權正當化依據。簡單說，勞動者值得獲

得其勞動的利益，他在自然法上有權利對該利益有所主張，該利益是對其勞動的「報酬(reward)」。
詳細的討論參見Lawrence C. Becker, Deserving to Own Intellectual Property, 68 Chicago-Kent Law 
Review 609。這個論證的缺點是，除了空泛的說因為在自然法上是正當的，它還是沒有提出為什

麼勞動者就值得獲得報酬，而就算勞動者值得獲得報酬，這個報酬也未必就要是財產權，此外，

報酬有多少常常是受外在因素決定，多少勞力未必就能決定值得多少報酬。 
177 洛克在其政府論中經常訴諸上帝的意旨，對後世產生的問題是，對於沒有宗教信仰的人，要

如何才能同意洛克的論證。 
178 許多學者都認為洛克的勞力論其實隱藏著功效主義的論證。但就算是以功效主義的角度，勞

力論也有其矛盾，因為假如勞動增加的價值都成為私人的財產，那對整體的共有財產並沒有增加

的效果。 
179 參見William W. Fisher, Theories of Intellectual Property, supra note 172。同樣地，有學者認為洛

克論證的方式其實只是負面的，只是因為給與私人財產不會變不好，所以就沒有理由不給，參見

Justin Hughes, The Philosophy of Intellectual Property, supra note 172 ,2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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跟本享受不到發明帶來的利益。不過，這個專利只能享受到下一個人

發明出一樣的東西，或是平均來說下一個人應該能發明同樣東西的時

間為止，不然就會對下一個發明家造成傷害180。 
 
勞力論另一個明顯的問題在於，就算承認人應該有權獲得其勞動

的成果，但這也只代表他有權享有他對物品所「增加的價值」而不是

「全部的價值」。雖然在洛克的看法裡，共同財產在還沒與勞力混合

而被人利用前，幾乎是沒有價值的，但這很明顯的與現代的事實不

合，尤其在土地或一些天然資源的情形上。實際的情形是，勞力增加

的價值占最後成果的比重隨不同物品而有所不同，可能是 10%、

50%、90%甚至 99%，但除非你相信無中生有，實在很難想像有 100%
都是勞力所增加的價值。所以為什麼付出勞力的人就可以取得最後成

果的全部財產權呢？這個問題在工業化的今天更加明顯，幾乎已經沒

有任何物品是可以由一個人的勞力獨立產生，那成果究竟是誰的財產

權呢？為什麼最後一個加工者就可以取得全部的財產權呢？洛克的

勞力論在其假設的原初時期雖然有其一定的說服力，但在進入市民社

會、工業社會以至現在的資訊社會後，資源的稀少與生產的複雜都讓

他的理論幾乎是完全無法適用。 
 
洛克的勞力論雖然有這麼多的批評，它仍是對後世影響最大的財

產權學說之一，不只學者不停的研究、詮釋勞力論，美國在立憲時也

深受其影響。而在智慧財產權的討論上，洛克的勞力論更是受到高度

的重視，不論同不同意，所有討論智慧財產權的理論或正當化基礎的

研究，幾乎都會提及洛克勞力論的觀點。而許多學者也都認為以洛克

的勞力論來支持智慧財產權甚至比支持一般的有體財產權更具說服

力181。首先，智慧財產權的創作與生產一般的財產權相比，勞力所占

的比例似乎更大，很多智慧財產權的創作幾乎不需依靠實質的物質，

強調創作者本身的努力讓勞力論在智慧財產權上特別有吸引力。其

次，「足量等質」的條件，在智慧財產權上似乎更容易被滿足，因為

相對於有體財產，智慧財產的客體似乎永遠都不會被用光，永遠都還

有新的想法、新的創意可以被捕捉成智慧財產，甚至已經成為財產權

                                                 
180 參見Robert Nozick, Anarchy, State and Utopia, Basic Books, New York, 1974, 178-182。 
181 參見Adam D. Moore, A Lockean Theory of Intellectual Property, supra note 60; Wendy J. Gordon, 
An Inquiry into the Merits of Copyright, supra note 57; Justin Hughes, The Philosophy of Intellectual 
Property, supra note 17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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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概念，都還可再更新、再利用。同樣地，「禁止浪費」的條件，也

似乎比較容易滿足，因為智慧財產幾乎是永恆存在而可以一直被利用

的，而不像一顆蘋果，可能因為毀壞而造成浪費182。最重要地，「人

可以取得其勞動的成果(fruit of one’s labor)」，這句論述具有無比強烈

的吸引力183。 
 
然而，這是對洛克的勞力論過於簡化的結果，其實以勞力論來正

當化智慧財產權的問題非常之多。首先，關於前文所提到的勞力論本

身的問題，在適用到智慧財產權上時，會顯得更加明顯。因為智慧財

產權的客體是抽象而無實體的，它既沒有明確的界限，就很難想像如

何能夠加以「占有」或控制，因此Nozick所提出的「蕃茄汁」問題，

在智慧財產權上就變成了：當我寫了一本小說，我是否就對所有與我

的小說有相同情節的故事、以及將這些的故事拍成的電影、寫成的續

集、將故事中的角色變成的人偶都擁有了財產權？也就是說，我的權

利到底有多廣？勞力論無法提供任何的答案184。至於勞動價值的問

題，或許在直覺上會如前文所說的，覺得因為創作通常都不需依賴實

體的物質，所以創作者所付出的勞力通常會占創作成果價值的大部

分。但在事實上，這是忽略了其他非實體資源的價值所造成的錯誤直

覺，就算不如後現代主義者所主張完全否定作者的重要性，認為就算

沒特定作者，作品也一定會出現185，創作都不會是作者憑空出現的靈

感，它都需要以大量前人累積的文化、語文、知識的資產作為基礎。

就像學者所指出的：「智慧的產物基本上都是社會的產物」186，沒有

理由讓最後一個加入勞力的創作者能有權利享有所有社會價值的累

積。 
 
其次，洛克的勞力論在本質上能不能適用在智慧財產上本身都是

個問題。如同前文的介紹，勞力論只是洛克政府論中的一章，其討論

的目的並不在正當化財產權本身而是在反駁Filmer對自然法的質

                                                 
182 參見Seana Valentine Shiffrin, Lockean Arguments for Private Intellectual Property, supra note 174, 
139-140。 
183 在英國與美國實務上以自然法理論去正當化智慧財產權者，經常都是以此為論述主軸，參見

本章第二節之相關討論。 
184 參見William W. Fisher, Theories of Intellectual Property, supra note 172, 188-189; Peter Drahos, A 
Philosophy of Intellectual Property, supra note 172, 51-52。 
185 對「作者」概念在法律上的出現與批評請參見Peter Jaszi, Toward a Theory of Copyright: The 
Metamorphoses of “Authorship”, 1991 Duke Law Journal 455(1991)。 
186 參見Edwin C. Hettinger, Justifying Intellectual Property, supra note 172, 37-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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疑，而其討論的重點集中在土地的所有權上187。在整個論證的過程

中，看不出洛克有把智慧財產權的內容考慮在其中的任何跡象。相反

地，洛克在另外的一些文章中明顯的表現出反對著作權的立場，他

說：「沒有人應該有任何金錢上的權利在一些已經出版了五十年的

書；而是每個人都應該有印刷它的自由…在自然上也沒有任何理由我

為什麼不能如同出版商協會一樣印刷，如果我認為適合的話。這個每

個人的印刷自由，是獲得更便宜更好書籍的方法」188。 
 
此外，如同前面所討論過，許多學者所忽略洛克正當化私有財產

的第一個層次是：因為有些公共財產在本質上非由特定人獨占而無法

加以利用，同時人們有自保的權利，所以有權加以利用。但這兩個理

由在智慧財產權上並不適用，智慧財產權的客體在本質上不具排他性

已經在本章第一節的緒論中介紹過，它的利用並不需要排除其他人的

使用，所有人都可以同時且不相互妨害的利用智慧財產權的客體，甚

至大部分的智慧財產權是必須共同分享才有利用的價值189。而智慧財

產權的利用基本上也都無關生死，一個人的作品就算被別人使用，也

不會造成作者多大的損失，也不會讓作者活不下去，因此也就沒那麼

強的要私有財產化的需要。這些前題上的錯誤也都使得智慧財產權在

第一個層面上即無法以洛克的勞力論來正當化。 
 
接下來，創作智慧財產權的「勞動」是不是勞力論所謂的「勞動」，

也是個問題。一般我們所謂的勞動應該是指身體的勞動，在洛克的討

論中，勞動也是指類似摘下蘋果這樣的行為，因為我對我的手擁有財

產權，所以我用我的手勞動生產出的產品我也就享有財產權。但創作

活動是不是這種勞動呢？坐在家裡吹著冷氣忽然靈光一現寫出的作

品，是一種勞動的成果嗎？190有學著提出兩種可能的答案：其一，勞

                                                 
187 參見Tom G. Palmer, Are Patents and Copyrights Morally Justified?, supra note 130, 55-56。 
188 參見John Locke, His Observation on the Censorship, in Mark Goldie(ed.), Political Essay, 
Cambridge Univ. Press, 1997, 329-339。原文如下：” …nobody should have any peculiar right in any 
book which has been in print fifty years; but any one as well as another might have the liberty to print 
it…nor can there be any reason in nature why I might not print as well as the Company of Stationers, if 
I thought fit. This liberty, to anyone, of printing them, is certainly the way to have them the cheaper and 
the better.”。雖然這是洛克針對英國 1662 年版權法(Licensing Act)所發表的反對意見，批評的對

象是當時的出版商著作權，但其內容仍顯現出洛克反對著作權的獨占而支持有取得便宜書籍的權

利。 
189 參見Seana Valentine Shiffrin, Lockean Arguments for Private Intellectual Property, supra note 174, 
156-157; Tom Palmer, Are Patents and Copyrights Morally Justified?, supra note 130, 55-56。 
190 因此也有人認為概念/表達二分原則就是要求作者起碼要有把概念表達出來的勞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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動是指任何我們避免從事的行為；其二，勞動是指任何會增加社會利

益的行為，而在這兩種看法下，智慧財產的創作應該是洛克所指的勞

動之一191。然而，第一種可能性雖然很有說服力，但缺點是很多人並

不認為創作是件苦差事，是件要避免從事的行為，許多創作者事實上

以創作為樂，那他們的作品是不是就不受保護？至於第二種可能性會

讓討論又偏離到功效主義的路徑上了，而一個很明顯的問題是，很多

受著作權保護的作品並沒有任何的社會效益，它們可能不對社會公

開，也可能對社會毫無益處。更重要的是，我們很明顯的可以在洛克

的討論中看出，他所指的勞動應該是所謂時間與努力(time and effort)
的付出，但是在美國著作權法的保護要件上早已明白的否認了「額頭

上的汗水」可以做為著作權保護的客體，也就是否認了時間與努力付

出的重要，而強調作者的原創性192。因此再一次，勞力論本身似乎無

法作為正當化智慧財產權的基礎。 
 
最後是有關洛克所提出兩個前提要件的問題，支持以勞力論來正

當化智慧財產權的論者常認為，智慧財產權比傳統的財產權更符合洛

克所提出的兩個前提條件，但事實上並非如此。首先，對於「足量等

質」的條件，或許我們可以想像世界上存在著無限的「概念(ideas)」
可以供人捕捉，成為智慧財產權的客體，但事實上人的能力是有限

的，因此能被人的能力所捕捉的概念也就是有限的193，更重要的是，

所有的創作都依賴前人的創作，如果前人的創作都被私有財產化而無

法讓後人自由使用，而且情況會隨越來越多概念成為智慧財產的客體

越來越嚴重，實在無法想像「足量等質」的條件還能夠成立，而足量

等質條件背後所代表的「因為沒有損害所以可以給與權利」的思想也

就不再存在。其次，對於「禁止浪費」的條件，雖然智慧財產權的抽

象客體並不會隨時間腐敗，但禁止浪費的條件並不是這麼狹義，其真

正的含意是指個人不可超過其生活所需地將公共資源轉變為私人的

財產權，而智慧財產權正有這個問題。既然對智慧財產權客體的利用

並沒有排除其他人的必要，則智慧財產權的出現就是對其他人所加諸

的不必要限制，它造成智慧財產權客體無法任意的被有需要的人使

用，其價值也就無法完全的被利用，也就形成了是一種不被洛克所允

                                                 
191 參見Justin Hughes, The Philosophy of Intellectual Property, supra note 172, 302。 
192 美國法上例子可參見前章有關Feist一案的介紹，不過這個原則在美國配合歐盟而修正著作權

法增加對資料庫(database)的保護時，已經有所改變。 
193 參見Peter Drahos, A Philosophy of Intellectual Property, supra note 172, 50-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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許的浪費194。 
 
洛克的勞力論雖然影響深遠，但不僅理論本身在現今社會的是用

有所疑義，運用在智慧財產權上更有太多的缺陷以及不確定性，或許

有人認為可以加以修正調整，但勞力論本身欠缺對於應該如何修正的

提供參考依據，且存在有太多部分需要修正，都讓這個理論變的沒有

太多的參考價值195。 
 
 

二、 保障人格發展的智慧財產權—黑格爾與康德的道德哲學 
第二個最常提到的財產權哲學基礎，是同屬大陸法系的我們比較

熟悉的概念，也就把財產權視為個人人格發展、自我實現的表徵。這

種理論源自黑格爾與康德的哲學理論，但這些理論對於本文的討論是

過於複雜深奧而無法在此做深入的闡釋，本文只能就相關的重點加以

論述。 
 
黑格爾在他的「法哲學原理」中對財產權有相當深入的討論，他

的財產權理論建立在他三個相當困難的核心概念之上：意志(will)、
自由(freedom)以及人格(personality)。黑格爾認為，意志是自我(ego)
的自我決定(self -determination) ，它以自己確定自己也同時以自己限

制自己。意志是自由的，而其任務就是要追求「絕對的自由」，這個

自由與一般所謂不受外在限制的自由不同，黑格爾所認為的自由是一

個不斷認知的狀態，認知到自己身為一個個體的存在與自己處在特定

歷史時空中的存在196，只有到了意志能與整體客觀的道德秩序相互連

繫並表達自己時，意志才是完全的自由。因此，自由的程度隨著自我

理解與自我決定的程度增加，動物比物體自由，人類比動物自由，家

庭比個人自由，國家比家庭自由，世界的歷史比國家自由197。為了追

求這樣的自由，意志必須努力去實現自己、向外在世界表現自己的存

                                                 
194 參見Edwin C. Hettinger, Justifying Intellectual Property, supra note 172, 44-45; Peter Drahos, A 
Philosophy of Intellectual Property, supra note 172, 50-51。 
195 相較之下，有學者堅持自然法的立場，而認為在正確的理解勞力論，尤其是對洛克兩個假定

條件特別強調的情況下，自然法仍足以做為著作權法的正當化基礎，並進而要求應依據自然法的

原則去修改或解釋現行的著作權法，以限制著作權的範圍並保護公共領域(public domain)，這種

態度反而比較另人信服，參見Wendy J. Gordon, A Property Right in Self-expression, supra note 57; 
Alfred C. Yen, Restoring the Natural Law, supra note 129。 
196 參見Peter Drahos, A Philosophy of Intellectual Property, supra note 172, 75-76。 
197 參見Justin Hughes, The Philosophy of Intellectual Property, supra note 172, 3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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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而這個努力是分成許多階段的，在第一個階段，人格正是這個向

外在世界證明個人存在表徵。黑格爾說到：「個人必須將他的自由轉

換成外在的形體以作為一個概念來存在(A person must translate his 
freedom into an external sphere in order to exist as Idea.)」198，「人格是

第一個，且仍是完全抽象的，對於絕對且無限意志的確定(Personality 
is the first, and still wholly abstract, determination of the absolute and 
infinite will.)」，「人格是掙扎著將自己提升到這個限制199之外，並去

給與自己真實性，或者換句話說，去主張外在世界是他自己的

(…personality is that which struggle to lift itself above this restriction and 
to give itself reality, or in other words to claim that external world as its 
own)」。 

 
然而，這種程度的自由還不足夠，因此人格必需在外在世界有再

進一步的、更具體的形式，黑格爾認為這個形式就是財產，他說：「財

產是自由的第一個具體化存在(property is the first embodiment of 
freedom)」，「個人為了其實質的目的，有權利將他的意志放在任何及

所有東西上，而東西就因此是他的；因為那些東西自身並沒有目的，

它的命運與靈魂承擔了我的意志。這就構成了人類有絕對的權利將所

有東西財產化」200。 
 
既然財產權是意志外在化的象徵，在黑格爾的財產權理論中，只

有內在的財產意志是不夠的，「占有」成為擁有財產的必要條件，因

為占有才能顯示出擁有財產的意志，而持續的占有才能持續表徵意

志，不再占有就不再表徵意志，而意志也就不再存在於物體上，這時

就代表放棄了財產權，而也因此財產權的交易成為可能201。不過，在

黑格爾的理論中，占有可能有三種形式：物理上的持有、給與形式

(form)以及標上記號，例如他說：「當我給與某些東西一個形式，這個

東西是屬於我的的特性就取得了一個獨立的外在性，它就不再被限制

                                                 
198 黑格爾與柏拉圖一樣，是個概念主義者，因此任何東西必須以概念來存在才能被認為是真實

的。 
199 指「只是主觀的」這個限制。 
200 參見Margaret Jane Radin, Property and Personhood, 34 Stanford L. Rev. 957(1982), 973。原文如

下：” The person has for its substantive end the right of placing its will in any and every thing, which 
thing is thereby mine; because that thing has no such end in itself, its destiny and soul take on my will. 
This constitutes mankind's absolute right of appropriation over all things.”。 
201 參見Justin Hughes, The Philosophy of Intellectual Property, supra note 172, 3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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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我當下所在的時空以及我直接表現的意志」202。 
 
在黑格爾的看法裡，沒有東西是先驗不能成為財產權的客體，只

要是意志所及，而且可以被占有，萬物都可以成為我的財產。這也帶

出了一個問題，社會上還有許多其他的個人，如果一個以上的人都嘗

試要將某物成為自己的財產該如何呢？因此，黑格爾的分析在加入了

財產後開始了很大的轉變，他觀察的角度從一個嘗試實現自己個人變

成了一個觀察整個社會秩序的哲學家，財產在此轉變成個人與社會國

家聯繫的工具203。個人的財產必須更進一步的發展成家庭的財產、國

家的財產204。 
 
然而，對於智慧財產權的問題，黑格爾並沒表示太多看法，他曾

表示藝術品的複製是「個別藝術家獨特的財產，因為一件藝術品的複

製在本質上是複製者自己心智與技術能力的產品(…peculiarly the 
property of the individual artist that a copy of a work of art is essentially 
a product of the copyist’s own mental and technical ability.)」，但是對於

文學的複製，因為複製者的意志只是「一連串抽象的符號(a series of 
abstract symbol)」，可以用機械化的程序產生而不需要任何的天份，所

以並不能成為複製者的財產。此外，黑格爾似乎也採取了某種程度的

工具論，他認為保護科學家與藝術家的權利是「純粹消極但也是主要

的促進科學與藝術的方法(…the purely negative, though the primary, 
means of advancing sciences and arts.)」。205

 
相對地，真正對後世的智慧財產權理論產生影響的應該是康德的

主張，他明確的表示作者對他們的作品享有權利正是因為他們的人

格，以他自己的用語來說，作者的權利是「一個內生的權利，固有的

在他自己個人裡(an innate right, inherent in his own person)」206。在他

「道德形上學(Metaphysics of Morals)」其中一標題為「什麼是一本書

                                                 
202 參見Tom G. Palmer, Are Patents and Copyrights Morally Justified?, supra note 130, 60。原文如

下：” When I impose a form on something, the thing’s determinate character as mine acquires an 
independent externality and ceases to be restricted to my presence here and now and to the direct 
presence of my awareness and will.”。 
203 參見Peter Drahos, A Philosophy of Intellectual Property, supra note 172, 78-79。 
204 參見Margaret Jane Radin, Property and Personhood , supra note 200, 975。 
205 參見Justin Hughes, The Philosophy of Intellectual Property, supra note 172, 338-339。 
206 參見Peter Drahos, A Philosophy of Intellectual Property, supra note 172, 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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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hat is a Book)」的章節中，他主張是因為對「書」這個用語所具有

的兩種意義的混淆，造成了當時著作權法的爭議。他認為，書一方面

是具體的東西，可以被複製，也可以對它享有真實的權利，但另一方

面書也是出版者對公眾發表的言論，而這個言論原本是作者的，在作

者未同意下，出版商是不可以這麼做的。也就是說，一本書或是其他

的文學作品，不只是一種商品，更是作者力量的展現。他能將這種力

量授與他人，但無法轉讓。複製者出版書只是提供公眾一個別人的想

法，也就是真正作者的想法，這就像是用其他人的名義對公眾發表言

論一樣，只有在真正作者同意下才有權這麼做。不過，康德這樣的主

張只限於對文學的作品，對於如繪畫這種藝術作品他則認為，它們就

像一般的物體一樣，在被合法取得後，這些作品可以被模仿、被複製、

被修改，完全不需經過原創作人的同意。因為，這是現在占有人的東

西，用的是他的名義，他如何處理這個東西當然沒有必要經過其他人

的同意。但寫另一個人言論就不一樣，複製的出版者只是對公眾用作

者的名字講話，而他也沒有比作者講的更多，這是不正當的207。 
 
康德與黑格爾的理論，被後世的信徒不斷的研究與發展，而康德

與其他理論相較之下很少真正提到的人格與作者權利本質的關係，卻

被後來德國的學者使用為著作權法哲學的基礎，再加上著作權法在歐

洲大陸的發展，終於變成了我們現在所熟知的理論。也就是智慧財產

的創作是作者或創作者人格的表現，而為了保護這個人格能自由發展

不受侵擾，為了保護個人能追求自我實現，所以給與作者智慧財產權

的保護是可以被正當化的。 
 
人格發展理論雖然很有吸引力，也很符合我們大陸法系尊重人性

尊嚴，強調對人格權保障的憲法要求，但當適用在智慧財產權上，仍

有許多的問題。首先，在本質上，黑格爾的連結人格與財產權的理論

是為了解釋財產的出現，而不是去正當化財產的存在208，而黑格爾很

明顯的是把財產當做一種工具，一種表徵，財產本身並不是目的，真

正的目的仍是意志的絕對自由。將黑格爾的理論做為人格發展理論的

基礎，是錯置了他整個理論的重點，也是過份強調了那句「財產是自

由的第一個具體化存在」。至於康德，從前文他的看法可以看出，他

                                                 
207 參見Tom G. Palmer, Are Patents and Copyrights Morally Justified?, supra note 130, 60-62。 
208 參見Peter Drahos, A Philosophy of Intellectual Property, supra note 172, 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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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張的重點其實是言論，因為複製者自己沒有發表言論，彰顯不出任

何人格，則複製者就無法對其複製品擁有任何權利。因此，康德也主

張衍生性作品與翻譯作品不應受到著作權法的限制，因為這些不是複

製，新的創作者或是翻譯者都有發表了自己的言論209。後人對康德在

智慧財產權上詮釋，是過份強調及演繹了康德所認為作者與作品間的

牽連關係。 
 
其次，用人格來作為正當化智慧財產權的會出現的問題是，是不

是越多的人格作品，就應該給予越多越強的財產權？相反的，有些含

有人格較少的作品，是不是就不能享有財產權的保護呢210？也就是

說，人格發展的理論很可能無法用來正當化一部份的智慧財產權，尤

其是像一些看起來沒有什麼個人的人格投射在其中的專利、商標及營

業秘密。Justin Hughes在討論這個問題時認為，其實大部分智慧財產

權的客體上都還是有人格的存在，或多或少，因為會受到現實環境狀

態的限制。因此，在判斷是否有人格在某些物體上時後，不只要去看

該客體能不能讓其他人感覺到個人的人格，也不只要去看個人是否有

去主張對該客體的權利，而是要觀察客體與個人之間的關係，因為「客

體與創作者間的關係才是可以看見人格的地方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object and creator is where personality is visible.)」211。 

 
第三，就算我們認為這個理論是沒有問題可以被接受的，其所能

正當化智慧財產權的內容似乎應該只限於著作權中的所謂道德權

(moral rights)，包括了公開權、表名權、完整權、回收權。因為就像

康德所說的：「作者決定如何說與何時說的利益，是他人格不可分的

一部分」，人格發展理論能正當化的只是保護其人格與人格的象徵不

被侵害而能完整的發展。這樣的理論並無法直接正當化保障作者其他

的金錢上利益，而這些金錢利益其實才是智慧財產權法制真正所保護

的重點212，著作權法不斷擴張，不斷新增的權利內容都是為了錢。人

                                                 
209 參見Tom G. Palmer, Are Patents and Copyrights Morally Justified?, supra note 130, 62。 
210 參見Justin Hughes, The Philosophy of Intellectual Property, supra note 172, 342。 
211 參見Justin Hughes, The Philosophy of Intellectual Property, supra note 172, 341-344。作者在這個

問題上多少有點自問自答，或許是因為這正是著作權發上發生爭議最多的部分之一，例如電腦程

式是否受著作權保護的問題，或是多少程度的創意才能受著作權保護的問題。不過，Hughes的
看法有刻意幫現行法解套的意味，事實上，若依照較限縮的人格發展理論，的確會有很多現行的

智慧財產權是無法被正當化的，然而，這些智慧財產權仍可能以其他的理論加以正當化，不過，

先決條件必須是其他的正當化理論也是可以被接受的。 
212 美國在近期著作權法的修正前甚至不承認道德權的保護，多數的學者認為以一般的侵權行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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格發展理論或許可以正當化對作者人格應該加以的保護，但是無法正

當化作者為何能藉此賺進大把的鈔票213。 
 
與此相關的問題是，以這種理論正當化的智慧財產權，如果是這

麼樣一個與個人人格密切相關的權利，那為什麼可以轉讓給其他人、

為什麼可以加以出賣以換取金錢的利益呢？若是以黑格爾的看法，在

以物易物的情況，因為意志可以移轉到新的物體上，所以並沒有問

題，但是在金錢體系下，轉讓物品換得的金錢並沒有辦法讓意志存在

其上，金錢或許可能可以拿來投資生產新的物品，再以意志占有之，

但投資可能沒有回報，金錢也可能輕易的失去，那意志就無法表彰自

己的存在了。若是依康德的看法，那智慧財產權更是無法轉讓的，因

為它們是「人格不可分的一部分」，而這也是為什麼大陸法系的道德

權是一種一身轉屬權，不能被轉讓。 
 

最後，也是最重要的一點，如同勞力論的缺點一樣，人格發展理

論過份強調了作者與作品間的牽連關係。雖然依黑格爾的看法，人格

必需轉化為外在的形體才能顯示其存在，但這不代表著這個轉化的形

體就是人格本身，也不代表這個轉化的形體就一定永遠附屬於人格不

能分離，更不代表這個轉化的形體的消滅人格也一定消滅。就像人走

在沙上留下足跡證明自己的存在，並不代表他就擁有了整遍沙灘，也

不代表海水不會洗去他的足跡214，而縱使這些情況發生，也不會有損

他的人格。雖然支持人格理論的論者主張，創作者與作品間的牽連關

係，並不會在將作品第一次賣給他人就中止，這個關係是一直存在

的。但這種看法是混淆了「作品的創造對創作者的依靠」與「作品的

存在對創作者的依靠」。事實上，作品與創作者的牽連關係，在創作

者創作完成的那一瞬間，就已經完全切斷，作品就已經是客觀、獨立

的存在215。作品真正能持續的存在依靠的不是作者，而是讀者、聽者、

觀眾，因為只有後者不斷的接觸、欣賞這些作品，這些作品才會有價

值216。 

                                                                                                                                            
法加以保護已經足夠了。 
213 學者就批評道：「許多作者不喜歡盜版是因為傷害了他們的錢包(purse)而不是自尊(pride)」，參

見Stephen Breyer, The Uneasy Case for Copyright, supra note 137, 290。 
214 參見Tom G. Palmer, Are Patents and Copyrights Morally Justified?, supra note 130, 64。 
215 至少可舉出兩個有效的證明是：其一，在作者死後，作品依然存在；其二，當我們每次閱讀

作品的時後，我們看到的都永遠是同樣的作品，不會因為作者人格的改變而有任何不同。 
216 參見Tom G, Palmer, Are Patents and Copyrights Morally Justified?, supra note 130, 6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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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格理論的主張者常常認為，一個作品就像是作者將其主觀的感

覺及經驗重現在讀者觀眾身上。然而真實的情況是，我們能感受到

的，永遠只是自己的經驗和感覺，我們能直接接觸的，永遠只是我們

自己的概念與想法，因此對於作品我們永遠都是一個間接的理解，或

是它剛好與我們的經驗相同。作者自己的感覺經驗在他創造作品的瞬

間就消失了217。不同的人之間能夠理解同一個作品不是因為作者，是

因為作品有一定的共同主觀性，而這個共同主觀性來自於讀者觀眾有

理解作品的能力，只有在讀者觀眾有特定的能力下，一個作品才會是

作品而不只是一個東西，不只是一連串無意義的符號218。因此，如果

真的要依據人格理論主張著作權法的道德權，主張一個人有權利去保

持作品的完整性，這個權利的主體也應該是讀者與觀眾，而不是作者。 
 
 
三、 服務政治上目的的智慧財產權—社會計劃理論219 
最後一種對智慧財產權的正當化理論，主要是認為：智慧財產權

是為了追求特定社會或政治目的所採行的制度。這種態度在傳統的財

產權上雖然討論比較少，但也不是沒有支持者，例如早期的馬克斯或

是法律實證主義者，都可以說是採取這條路徑220。這種理論在方法上

其實與功效主義者是類似的，他們都將財產權或是智慧財產權當成一

種工具，都站在工具論的立場，不同的地方是，功效主義者認為法律

制度的目的在追求「社會福利的極大化」，而這一派的學者主張的是

法律制度應是追求較具體的特定政治目的。 
 
對於智慧財產權採取這種看法的，可以用現為UCLA法學教授的

Neil W. Netanel 在耶魯法學期刊中發表的「著作權與民主市民社會

                                                 
217 參見Roman Ingarden, The Literary Work of Art: An Investigation on the Borderlines of Ontology, 
Logic and Theory of Literature, Northwestern Univ. Press, 1973,13-14。Ingarden就舉例，我們如何能

透過書感受到作者在寫作時感覺到的牙痛呢？ 
218 參見Tom G. Palmer, Are Patents and Copyrights Morally Justified?, supra note 130, 65-67。打比方

說，貝多芬的音樂對聾子來說一點意義都沒有。 
219 這是使用William Fisher於其文章中自訂的用語，他強調這方面的理論還未被完整的建立與認

識，所以連一個適當的「標籤(label)」都還沒有。參見William W. Fisher, Theories of Intellectual 
Property, supra note 172, 173。 
220 參見William W. Fisher, Theories of Intellectual Property, supra note 172。事實上馬克斯對財產權

的討論在整個財產權理論上是具有相當重要的地位，而馬氏對智慧財產權的看法也有一定的價

值，可參見Peter Drahos, A Philosophy of Intellectual Property, supra note 17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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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pyright and a Democratic Civil Society)」221一文為代表。Netanel在
建構其理論時開宗明義的就講到：「著作權在促進公眾教育與意見的

多樣性上扮演著中心的角色(Copyright plays a central role in promoting 
public education and express diversity.)」222。在他描述他所認為理想的

民主政治與市民社會後，他主張，這種社會並不會自動的出現，它需

要政府的鼓勵與協助，而著作權法制正是政府所採取以達成此種目的

的工具之一。Netanel表示道：「著作權是國家有意且選擇性地藉此去

採用一個市場機制以支撐民主市民社會的一種有限的財產上權利」
223。 

 
Netanel認為著作權在兩個方向上可以達成這個目的：「生產的功

能(production function)」與「結構的功能(structural function)」。前者是

指，著作權提供了創作的誘因，讓各種政治、社會、文化、藝術的意

見(expression)都能夠蓬勃的發展，而這些創作意見與將創作出來的意

見相互溝通的活動，與這些被創作出來的意見本身，都是構成一個民

主市民社會充滿活力的重要成份，他也強調，不論是不帶有任何政治

訊息的創作，或是一般流行通俗的創作，一樣都會對形塑一個活潑的

政治文化有所助益224。後者則是指，著作權藉由保障創作者財產上利

益的方式，讓創作者可以不需依賴政府或特定精英分子的補助，有能

力獨立的創作並表達其意見，而去除言論控制的可能。而同樣重要的

是，著作權也限制了創作者對其創作的控制能力，讓多樣性的批評與

再創作成為可能，而這些同樣地都有助於一個民主市民社會的發展與

進步225。基於這樣的看法，Netanel認為現行的著作權法應朝向這兩個

功能修正，幾個重要的原則包括：更短的著作權保護期限、使用者的

                                                 
221 參見Neil Weinstock Netanel, Copyright and a Democratic Civil Society, supra note 157。Netanel教
授後續的論文皆是以此文的理論為基礎作的延伸，請參照Asserting Copyright’s Democratic 
Principles in the Global Arena, 51 Vanderbilt Law Review 217(1998) ); Market Hierarchy and 
Copyright in Our System of Property Right, 53 Vanderbilt Law Review 1879(2000); Locating 
Copyright within the First Amendment Skein, 54 Stanford Law Review 1(2001)。 
222 參見Neil Weinstock Netanel, Copyright and a Democratic Civil Society, supra note 157, 341。 
223 參見Neil Weinstock Netanel, Copyright and a Democratic Civil Society, supra note 157, 347。原文

如下：” Copyright is a limited proprietary entitlement through which the state deliberately and 
selectively employs market institutions to support a democratic civil society.“。 
224 類似的看法參見Jack M. Balkin, Digital Speech and Democratic Culture: A Theory of Freedom of 
Expression for the Information Society, 79 New York University Law Review 1(2004)，耶魯大學的

Balkin教授在該文中主張，因為資訊社會的改變，表意自由的保護不再只是為保護民主形成的程

序或是民主慎思明辨的過程，而是去保護並促進整個民主文化，因此表意自由的保護不能只強調

政治言論，而是包括了所有促進形成活潑民主文化的言論。 
225 參見Neil Weinstock Netanel, Copyright and a Democratic Civil Society, supra note 157, 347-36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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個人使用權應該擴充、作者對衍生作品的控制應該減少、強制授權應

使用的更頻繁226。 
 
除了Netanel外還有許多學者的主張可以歸類都這種看法裡，只是

著重的方向有所不同。例如Rosemary Coombe就以後現代主義的角

度，強調「對話(dialogue)」的重要性，而對話的本質就是不斷的對「意

義(meaning)」的溝通與爭辯，我們必須認知到創造「意義」的困難性，

而在接近使用溝通的工具與媒介的機會是有限的情況下，要能去固定

(fix)或改變(transform)「意義」，在本質上的就會有衝突。因此智慧財

產權法制必須去考量如何能讓參與對話的現實與文化的狀況達到最

佳化，而不是去剝奪的對話的可能性。過分的客體化各種文化形態，

讓各種符號(sign)與象徵(symbol)固定為特定人所擁有，只會減少了對

話，而增加了獨占227。類似但有些不同的是Brian Fitzgerald的看法，

他把重點擺在文化的進步上，認為在資訊社會中，對資訊的財產化造

成的是文化與社會的影響，他以軟體的著作權為例指出，軟體不只是

數碼，它是讓我們能在數位環境中藉以討論與思考事物的論述228。又

例如William Fisher在另一篇文章中採用亞里斯多德的假設，認為個人

會在某些條件下發展的比在另一些條件下好，因此，法律制度就應該

建立起這些條件，建立起一個美好的社會，讓個人能追求美好的人

生。而智慧財產權同樣的應該是屬於這樣的法律制度 229。Michael 
Birnhack則是把重點放在「進步(progress)」上，認為依照美國憲法的

規定與立憲史，智慧財產權法制是追求進步的工具，我們必須以進步

為中心來解釋智慧財產權法制。因此，著作權法應該向前看，而不是

向後看，將著作權看作是財產權是錯誤的，創作的保護並不是唯一的

重點，更要強調散佈與使用在「進步」上的重要性230。  
 

                                                 
226 參見Neil Weinstock Netanel, Copyright and a Democratic Civil Society, supra note 157, 366。 
227 參見Rosemary J. Coombe, Objects of Property and Subject of Politics: Intellectual Property Laws 
and Democratic Dialogue, 69 Texas Law Review 1853(1991)。類似的看法參見Niva Elkin-Koren, 
Copyright Law and Social Dialogue on the Information Superhighway: The Case Against Copyright 
Liability of Bulletin Board Operators, 13 Cardozo Arts and Entertainment Law Jouranl 345(1995)。作

者認為網路的去集中化與分散性有助於社會對話的實現，對於BBS經營者加諸法律責任將會破壞

這樣的特性，傳統的著作權法有因應網路發展而修正的必要。  
228 參見Brian Fitzgerald, Software as Discourse: The Power of Intellectual Property in Digital 
Architecture, 18 Cardozo Arts & Entertainment L. J. 337。 
229 參見William W. Fisher III, Reconstructing the Fair Use Doctrine, supra note 124。作者接著就論述

了一個美好的人生與美好的社會應具備的特徵，以及智慧財產權法應該如何去追求這些目標。 
230 參見Michael D. Birnhack, The Idea of Progress in Copyright Law, supra note 99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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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後的這種正當化智慧財產權的看法，在憲政主義的架構下看起

來，特別的有說服力，它將自然法理論與人格發展理論中對作者保護

的重視，移轉到對市民社會中特定公益的強調，尤其是在著作權法中

一些公益與私益衝突的關鍵問題上，這種理論都提供了相當好的參考

依據。在這種理論下，著作權未必是憲法所保障的財產權的一種，就

算是，也只是因為在為了達成其他憲法目標而採取著作權制度時所產

生的「反射利益」，其真正保障、真正追求的，還是其他的憲法價值，

可能是文化的累積、可能是民主社會的建全發展、可能是整體國家的

進步。 
 
然而這可能也正是此種理論最大的問題所在，也就是說，我們到

底應該追求的是那一種價值呢？我們的憲政體制是要透過著作權或

其他智慧財產權法制去促成一個怎麼樣的社會呢？每一種可能的主

張背後都存在著一定的政治理論為基礎，而這些不同的政治理論可能

早已相互辨證衝突了許久，並不是在智慧財產權法制上就可以被解決

的，而這些不同的主張極可能會導致不同的著作權法制，結果就變成

各唱各的調，遇到不同的問題採取不同的理論，最後造成這種理論本

身無法解決任何問題231。此外，因為此種理論採取了相似於功效主義

的工具論立場，自然也就會產生類似的問題，也就是說能不能將個人

的權利當成促進公益的工具的道德問題232，以及採用這種工具是否真

正能達成預計的目標的實證問題。 
 
 
四、 小結 
本節我們討論了自然法的勞力論、黑格爾與康德的人格發展理

論，以及服務政治的社會計畫理論，再加上前一節經濟分析背後代表

的功效主義，是四個主要被提出來正當化智慧財產權的理論。每一個

理論都有其優缺點，勞力論雖然有洛克的看法做為後盾，符合一般人

直覺上的訴求，但在理論上無法提供足夠的正當化理由，最多只能當

做擴張智慧財產權保護的道德訴求；人格發展理論強調對作者人格的

保護雖提供了另外一個思考的面向，也足夠令人信服，但其無法正當

化智慧財產權所包含的所有權利內涵，也過分強調作者與作品間的連

                                                 
231 參見William W. Fisher, Theories of Intellectual Property, supra note 172, 193-194。 
232 參見Jeremy Waldron, From Authors to Copiers, supra note 17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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帶關係；功效主義雖是最受支持的理論，能顯現智慧財產權做為一個

工具的性格，追求不同利益的協調平衡，但獨占所帶來的缺點與負面

印象，以及理論中太多不能實證的假設是其致命傷；社會計畫理論或

許是在憲政主義上是最能被接受的，但最終目標的不確定性與理論發

展尚不夠完整，都是還需要補充的地方。總而言之，這四種理論都無

法完美的正當化智慧財產權的法制，更無法完全肯定智慧財產權可以

被認為是一種財產權。 
 
在美國法的實踐上，雖然最高法院在表面上傾向採取功效主義的

看法，但其他幾種理論也從來沒有完全被排除在智慧財產權的論證之

外，什麼時候用什麼理論，其實常常都只是法院在特定情況下，為了

正當化特定的著作權法原則，或是作為形成特定判決的理由，所採用

的工具233。不過，學者也認為，通說的趨勢在進期有了轉變，原本較

普遍被接受強調平衡的誘因理論，漸漸轉變成強調作者單方面對作品

的控制的財產權理論234，而新古典的經濟理論、勞力論和人格發展理

論似乎也都成為了將著作權轉變為財產權的有力支稱。這個趨勢除了

跟誘因理論中顯示出的「越多保護就越多誘因，也就越多創作」的線

性思考邏輯有關，更重要原因應該是資訊產業持續的快速發展所帶來

對智慧財產權保護需求的增加，他們用這些理論做為他們的詞彙，推

動擴張智慧財產權法制的一連串活動。 
 
然而，支持著作權是財產權的這些理論其實並不是真的在邏輯上

比較完整，而只是比較有「說服力」。有學者就指出，這個說服力應

該是來自於兩個被廣為運用的比喻，也就是把作品比喻成作者的小

孩，以及把作品比喻是不動產235。這種簡單的比喻有助於人們不需深

入的瞭解就能直覺性的接受智慧財產權的主張，甚至反過來將所有財

產權的觀念都延伸到智慧財產權上。此外，洛克也是很有力的號召，

人總是相信有名的人，不論是否真的瞭解洛克說了什麼或是說的對不

對。最重要的是，「財產權」三個字本身就是最好的說帖，財產權的

用語讓人覺得它是一種最重要的權利，讓人覺得它是絕對而不可侵

                                                 
233 參見Brian Fitzgerald, Theoretical Underpinning of Intellectual Property: ”I am a Pragmatist. But 
Theory is my Rhetoric.” 16 Canadian Journal of Law & Jurisprudence 179(2003)。作者認為理論的詞

彙會讓這場關於智慧財產權性質的辯論變的豐富，而最後經濟、社會與文化的傳統會決定是誰獲

勝了。而他也警告相信一種理論的人，沒有一種理論是可以含蓋了所有利益。  
234 參見Jessica Litman, Digital Copyright, supra note 68, 80-84。  
235 參見Mark Rose, Copyright and Its Metaphors, 50 UCLA Law Review 1(20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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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讓人覺得著作權本來就該是讓作者能完全控制的，讓人覺得完整

的權利是原則，限制是例外，它讓人覺得著作權的保護是不夠的，加

強、擴張才是正確的236。 
 

但是在去除這種文字、直覺上帶來的說服力後，就如前文討論所

顯示的，各種適用於財產權的正當化理論其實不是真的都能同樣的適

用在智慧財產權上，智慧財產權有其獨特的性格，不是可以簡單類推

對財產權的所有理論，尤其是它特別強調公益的特色，跟即使已經有

社會化的色彩，不再是絕對保護的傳統財產權，仍有很大的不同。相

較之下，傳統的誘因理論跟社會計畫理論應該是比較能符合這種公益

特色的正當化理論，而這兩個理論，雖然有不同的追求目標，但一樣

地，它們都是工具論的產物，再一次的，智慧財產權本身應該不是憲

法保護的目的，它只是一種工具。 
 
 

                                                 
236 在財產權絕對理論已經被完全廢棄的今天，為了認定智慧財產權是「財產權」的一種而特別

去強調它同樣具有財產權絕對權的特性，反而造成了目前對智慧財產權的保護甚至有凌駕傳統財

產權的趨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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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節 社會 
 
憲法與社會是密不可分的，憲法的內容指導著社會的方向，社會

的變遷影響著憲法的成長，然而，對社會的觀察與分析，向來是法律

人最不擅長的一環，本文也不例外，本文只能將把焦點鎖定在智慧財

產權與科技發展間的互動關係，尤其是在科技發展造成網路社會已經

出現且形成後，憲法及智慧財產權應該如何順應客觀社會的改變，做

為我們解釋憲法的依據。 
 
一、 淺論智慧財產權與科技發展的關係 
智慧財產權的保護與科技發展是密不可分的。專利法與科技間的

關係應該是無需多加介紹的，而著作權法與科技的進步間其實也是息

息相關，尤其是關於複製以及傳送的技術。著作權法最開始的出現原

因正是因為印刷術的引進與進步使得大量複製文學創作成為可能

後，才產生對書籍複製加以規範的需要237，而從此以後的著作權就開

始與科技有了密切的互動。舉例言之，在影印機發明之前，若是想要

看一本書，向書商購買書籍幾乎是唯一也最經濟的方式，而在那個時

候，也不會有關於在影印圖書館的書是否屬於合理使用的爭議。又例

如，在錄音設備發明之前，沒有任何方式可以紀錄音樂的演出，想要

聽音樂只有參與現場演出的方式，也當然不會有盜版音樂的問題。 
 
以美國法為例，科技與著作權法的互動最早應可溯及至照相術

(photography)的發明開始，照相術是將實景物體反射出來的光線，投

射在塗上化學顏料的玻璃片上，以顯現出影像的技術。對於這種新技

術，美國雖然在 1865 年即修法認為照相製品及底片是著作權法上著

作的一種，但聯邦最高法院仍在一重要的案件中對照相製品是否是憲

法上的著作表示看法238。該案原審原告Sarony是一著名的攝影師，而

被告Burrow-Giles公司在未經Sarony的同意下，複製並出售了Sarony
所拍攝的著名詩人王爾德的獨照。地方法院依據著作權法認定此為一

著作權的侵權，被告上訴至聯邦最高法院，主張照片只是一種現實景

象的反射，並非憲法所要保障的藝術創作。不過，最高法院仍認為相

片表現出了攝影者的個人創意，攝影者透過鏡頭，場景、燈光、角度

                                                 
237 除此之外，製紙術的進步也是非常重要的因素。 
238 參見Burrow-Giles Lithographic Co. v. Sarony, 111 U.S. 53(188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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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安排，讓作品表現出創作者的風格，所以照相製品仍是憲法所保障

的作品之一。 
 
接下來出現的，是關於鋼琴捲軸(piano roll)的爭議。鋼琴捲軸是

一種能將現場鋼琴演奏以穿孔的方式錄製於捲軸上的技術，將錄製好

的鋼琴捲軸放入演奏鋼琴(player piano)後，鋼琴即可自動演奏出之前

錄製的樂曲。在 1907 年，一群作曲家對一間生產機械鋼琴及鋼琴捲

軸的Apollo公司提起訴訟，他們主張Apollo將作曲家們有合法註冊著

作權的樂曲演奏後錄製的鋼琴捲軸，對他們的作品是一種侵權239。對

此，最高法院則認為：因為鋼琴捲軸並不是人類可以直接讀取的形

式，所以並不是屬於對樂曲的「複製」。人類沒辦法只看到鋼琴捲軸

就能演奏出原告所創作的樂曲，因此不算是對著作權的一種侵害。學

者對於最高法院的見解，普遍的認為是過於侷限於法律的文字，而忽

略了著作權保護的本質240。因此，美國國會在 1909 即修正了著作權

法，明文賦予音樂的著作權人有禁止他人以機械方式重製其作品的權

利，並同時建立了相對的強制授權制度241。。 
 
在廣播的技術發明後，新一波的著作權戰爭也跟著出現242。當時

美國的著作權法雖然規定有公開演出權(public performance right)，但

對於何謂「公開」與何謂「營利」，並沒有明確的規定。於是出現了

一系列關於廣播的著作權爭議243。其內容主要都是著作權人認為廣播

公司在廣播上播放其作品侵害了他們的著作權而對其提起訴訟。對

此，廣播公司則主張由於廣播並沒有向聽眾收費，所以並非營利行

                                                 
239 參見White-Smith Music Publ’g Co. v. Apollo Co., 209 U.S. 1(1908)。本案訴訟的背後包含了作曲

家及不同的鋼琴捲軸生產公司間的利益糾葛及立法角力，詳細介紹請參照Paul Goldstein著，葉茂

林譯《捍衛著作權》，同前註 42。 
240 參見Paul Goldstein著，葉茂林譯《捍衛著作權》，同前註 42。學者就認為，本案判決的真正

原因，應該與當時鋼琴捲軸的流通數量龐大，最高法院不願將其全部宣告為違法有關。 
241 與本案相關的，是在將近一百年後對電腦軟體給予著作權保護的問題，因為在鋼琴捲軸案的

這種看法下，電腦軟體同樣會因為無法直接由人類閱讀或理解，所以並不能被成為著作權保護的

客體。 
242 關於公開演出權的戰爭，是由著作權的仲介團體ASCAP(American Society of Composers, 
Authors, and Publisher)對餐廳的公開演出發起的一系列訴訟開始，到了廣播技術的出現，這場戰

爭就立即延燒到對廣播公司的訴訟，詳細內容參見Paul Goldstein著，葉茂林譯《捍衛著作權》，

同前註 42。 
243 參見Pastime Amusement Co. v. M. Witamark & Sons, 2 F. 2d 1020(4th Cir. 1924)；Assoc. Music 
Publishers, Inc. v. Debs Memorial Radio Fund, Inc., 46 F. Supp. 829(S.D.N.Y. 1942)；M. Witamark & 
Sons v. L. Bamberger & Co., 291 F. 776(D.N.J. 1923)；Jerome H. Remick & Co. v. Am. Auto. 
Accessories Co., 5 F.2d 411(6th Cir. 19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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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而廣播是讓聽眾在家中收聽，所以並非公開演出，著作權人並沒

有實際因為廣播而受到損害，反而增加了作品的銷量，所以也並非侵

權等理由作為抗辯，認為廣播並非屬於對著作權的侵害。然而法院完

全否定了這些主張，法院認為聽眾雖然在空間上是分散的，但廣播的

傳送仍是一種公開的演出，而只要有間接的獲利，廣播仍是一種營利

行為244。 
 
與廣播的爭議類似但結論不同的，是關於有線電視的技術。有線

電視在接受無線電視訊號後，以電纜將訊號加強並傳送到用戶家中。

而法院對這樣的傳送是否屬與著作權法上的公開演出在兩個案件中

做出了決定245。與廣播不同的是，法院認為有線電視的傳送是被動

的，是有線電視的用戶主動去觀賞電視節目，而不是有線電視主動的

去傳送訊號，因此並不屬於公開演出的一種。這樣一種看法很明顯是

有瑕疵的，學者認為這種看法是因為法院不希望成為無線電視公司消

滅有線電視的工具246，而法院認為，有線電視將無線電視的內容透過

電纜傳送到無線訊號能到達的地方之外，對無線電視公司反而是一種

市場的增加，無線電視公司可以藉由向廣告商收取更高額的廣告費用

而獲利。然而，這種看法是只看到了現在的市場而忽略了未來有線電

視的市場。因此，在本案判決後，美國國會於 1976 年通過的新著作

權法大幅放寬了「演出(performance)」的定義，足以包括有線電視的

傳送，但是同樣的，在法條上也增加了強制授權的制度。 
 

在有線電視後，給電視業者帶來新一波衝擊的是錄影機的發明。

錄影機讓私人能在家中對電視公司播放的電影進行私人的複製，電影

公司認為這已經侵害了他們的著作權因此向錄影機的生產廠商提起

訴訟247。最高法院的多數意見最後否定了電影公司的看法，他們認為

錄影機只是對免費的無線電視傳送提供了「時間轉移(time-shifting)」
的效果，並不是一種違法的私人複製，這種複製並不會對無線電視業

者有任何的侵害，反而可能擴大了無線電視業者或是電影業者的市

場。最高法院的判決引起了很多的討論，也對後來類似的科技發展與

                                                 
244 廣播與著作權的爭議繼續在旅館中播放廣播是否是屬於侵害著作權的公開演出的問題上延

續，參見Buck v. Jewell LaSalle Realty Co., 283 U.S. 191(1931)。 
245 參見Fortnightly Corp. v. United Artists Television Inc., 392 U.S. 390(1968)及Teleprompter Corp. v. CBS, 
415 U.S. 394(1974)。 
246 參見Jane C. Ginsburg, Control Over New Technologies of Dissemination, 1620-1626。 
247 參見Sony Corp. v. Universal City Studio, Inc., 464 U.S. 417(1984)。另參見前註 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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著作權爭議造成很大的影響。而學者也認為，本案背後的思考其實與

之前鋼琴捲軸及有線電視的案子類似，其一是因為當時已經有無數的

美國人在使用錄影機，如果將錄影機認定為侵權，將會造成極大的影

響；其二是因為法院不想以司法影響特定科技的發展248。 
 
從以上這些美國司法與立法與科技發展互動的簡介，我們不但可

以看出，從照相術、鋼琴捲軸到廣播、有線電視、錄影機的發明，每

一次在複製與傳送的科技有所突破，幾乎都會對著作權法造成跟本上

的衝擊，而著作權的制度也都必須加以修正或發展新的原則，以規範

新的社會事實，我們更可以發現，這些著作權制度的修正與發展未必

是依照法律論理邏輯的推論，或是有一定明確的著作權理論作為基

礎，反而是當時的社會狀況，例如使用新科技的普遍性及對公眾的方

便性，以及各方利益團體的角力，例如新科技的一方與舊市場的獨占

者間的角力，不論是在司法與立法上，更強烈的影響了著作權制度的

內涵。 
 
 
二、 網路社會的形成與特色 
不論你要稱它為「網路社會」、「資訊社會」、「數位社會」、「電子

社會」、「E化社會」，我們的社會生活與網路息息相關已經是一個無庸

證明的普遍事實。網路在現今社會已經不只是一種物理上的存在，而

是一種社會文化的重要成分。雖然不斷有社會學者、法律學者對網路

社會提出不同的看法與理論249，但隨著網路技術的快速發展與擴張，

兩年前的理論在兩年後可能已經被證明是錯誤的而完全無法適用，而

處於這個變化之中並參與這個文化形成的我們，其實是還沒有能力和

立場對這個社會下一個定義，正確的態度，或許是在能力範圍內提在

這個時點對網路社會的觀察，並嘗試以觀察的結果與歷史的經驗去預

測網路社會未來的發展。以下就是本文的觀察： 
 
在網路社會裡，我們使用電子郵件取代傳統郵件或傳真傳遞訊

息。於公，不僅省卻了傳統紙張的消耗與郵遞及傳真的費用，而快速、

                                                 
248 參見Jane C. Ginsburg, Copyright and Control in the Digital Age, supra note 61。 
249 如James boyle, Shamans, Software, and Spleens: Law and the Construction of the Information 
Society, supra note 77; Mike Godwin, Cyber Right, The MIT Press, 2003; Lawrence Lessig著，劉靜怡

譯，《網路自由與法律》，前註 1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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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時傳送與回覆信件不但讓處理事情更有效率，我們也不用再擔心重

要的文件是否能及時且安全的送達。於私，我們將各種資訊透過轉寄

(forward)的方式與朋友分享，不論是各種網路上流傳的有趣圖片影

片、網路的密聞、聳動的新聞、溫馨感人的小文章、亟需移植骨髓的

募集啟事，我們透過電子郵件讓彼此能瞭解彼此的所見所聞與所關心

的事，體驗彼此的人生。 
 
在網路社會裡，我們使用即時的通訊與視訊軟體隨時隨地與其他

人溝通。於公，遠距、多方的會議，免去了商務往來的時間與成本的

浪費，重要的決策不用一定要面對面才能完成。於私，我們隨時可以

與同樣在網路上的家人、朋友、同事甚至陌生人聊天或討論，即使是

遠在不同地區國家的兩個人也可以無時差的分享彼此的看法與生活。 
 
在網路社會裡，我們使用搜尋網站尋找任何對我們有需要的資

訊。於公，不論是法律的條文、公司的商業登記資料、勞退新制的說

明、各種政府機關公告的事項，於私，不論是某間餐廳的地址電話、

某道菜的食譜、某個觀光景點的住宿資訊、去某個地點應該搭什麼

車、某部電影的上演戲院、場次等日常生活資訊，到人類的起源、相

對論是什麼、經濟學的某個名詞是什麼意義，只要輸入簡單的字串就

可以輕易得到上萬筆的資料，甚至我們想要瞭解一個人的背景，都可

以輕易的在網路上搜尋出來250。 
 
在網路社會裡，我們可以架設自己的網站或網頁。於公，公司可

以藉由網站提供公司的簡介、聯絡資料，或提供線上的產品服務，更

可以透過網站進行網路商務，減少店面的開支並增加銷售的效率。而

政府也可架設網站進行各種業務的便民服務，或是進行政令宣導。於

私，我們可以架設屬於自己的網站，編輯個人有興趣的主題，不論是

學術性的網站、還是討論偶像明星、或是各種休閒嗜好，豐富內容的

網站不但可以提供各種資訊，也可以與世界各地有相同興趣的人相互

交流。當然，我們也可以架設網站單純的紀錄個人每天的心情。 
 

而隨著網路的普及及速度的提升，上述的這些功能都不斷的被強

                                                 
250 著名的搜尋網站Google在英文中已經從一個名詞變成一個動詞，每當我們認識一個新朋友，

我們就可能會上網去”google”他，去搜尋他的背景。 

 82



化。電子郵件不再只能傳送文字，而可以附加大容量的圖片及影片，

或是豐富的多媒體內容。即時通訊的功能不在只是文字的傳送，而是

可以配合即時清楚的視訊畫面與聲音，而且可以同時多方一起進行，

甚至配合行動電話的傳送，幾乎已經沒有聯絡的死角。網路搜尋功能

也隨著數位化與上網的資訊越來越普及，以及搜尋網站的功能不斷的

提升而不斷的進步，用網路搜尋資訊不僅快、資料豐富，而且可以因

應搜尋的目的作各種個人化的調整。個人或商務網站的設立也因為網

路速度的增加，讓網站的設計更多元豐富，我們可以在網站上放置大

量的多媒體效果，也不會造成瀏覽上的遲延，而付款機制的便利也促

進了網路商務的快速發展。 
 
然而，除了這些溝通、傳送資訊、搜尋資料的功能外，網路在今

日更重要的價值在於，它已經成為大多數人實現自我並參與社會文化

形成的最主要管道。無數的「網友」每天都以不同的形式251在網路上

發表自己的想法、觀看別人的想法、對其他人的想法提供自己的想

法、或單純轉述別人的想法。網路就像是個超級的廣場，隨時都在進

行大量、去中心化、即時的文化交流。在這個廣場裡，你可以大聲的

發表各種言論，也許有人會與你對話，也許會有一群人一起對話，也

許對話的團體會越來越大，就算是沒有人回應，你還是可以抒發一下

情緒。在這個廣場裡，你也可以聽到各種其他人看法，對於有興趣的

看法你可以停下腳步做出回應，甚至參與進一步的對話討論，你也可

告訴其他朋友或者對這個話題有興趣的人一起參與對話，當然你也可

能對聽到的看法完全沒興趣，但是你還是會知道這個社會有些人曾經

這麼想。在這個廣場裡，你可以拿出你的小提琴演奏你喜歡的音樂，

或是你創作的樂曲，也許會有人會停下腳步聆聽，對你的樂曲表現出

喜歡或厭惡，也許有聽眾會給你錢，甚至希望你去他的樂團表演，但

也許完全沒有人喜歡你的音樂，但你也未必在乎，你只是想表演，想

用音樂表現自己的情感。相對的，在這個廣場裡，你隨時隨地都可以

看到、聽到不同街頭藝人的表演，這些表演可能是你一輩子都沒想過

的，但卻就是這麼的令你喜愛，而一看到喜歡的表演，你也可以馬上

找到你的朋友一起來欣賞，一起分享。 
 

                                                 
251 從最早的佈告欄(BBS)、新聞群組(Newsgroup)、聊天室(Chat-room)，到近年新興的網誌(Blog，
或譯成「部落格」)都是例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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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些你之前要到走到馬路上、加入特定社群、到公園去站在肥皂

箱上才能進行的文化交流，現在你只要上網，就可以輕易的參與。更

重要的是這種文化交流形成還有幾個重要的特性： 
 
其一、沒有時間與空間限制。網路上進行的文化交流不受空間的

限制，不同國家或是同一國家不同地區的網路使用者一樣可以進行文

化交流，你可以身在家裡、在咖啡廳、在學校、在辦公室，但一樣進

入網路這個大廣場。而網路也不受時間的限制，網路一方面可以有即

時的效果，上一秒發表的言論下一秒就可能有回應者，另一方面，網

路同時有時間延展的效果，因為所有言論都以數位儲存在網路空間中
252，你可以對五年前的一個言論回應，而你現在發表的言論也可能在

五年後才找到知音，所以網路上的文化形成是完全不受時間空間限制

的。 
 
其二、快速累積。正如前面所提到的，網路上所有曾經發表過的

言論都以數位化儲存，因此一個人發表的言論不會因為說出來就結束

了，不會因為沒有人立刻回應就終止了，這個言論會累積到網路上，

而且是快速的累積，因為每一個言論及每一個回應都會累積。而假如

每個人在發表言論前都先在網路上搜尋過，則他可以將言論建立在已

經累積的基礎上，他可以做出更深入的討論，而這些基礎也會成為我

們共同的言論素材，有效的促進交流的效果。 
 
其三、去中心化。網路去中心化的特性一直是網路最為人稱道的

設計，在傳統上，言論的傳遞需經過媒體，而由於媒體的物理成本過

高，所以幾乎都集中在特定企業上，包括廣播、電視、 報紙、出版

社。因此言論的溝通大致呈現少數點對多數點的點對點傳播，造成言

論容易被少數媒體操控、選擇，也限制了文化發展的面向253。但在網

路上，由於每個點都是言論發起者，也都是言論的傳送者，所以不再

需要中心的媒體，就如同它的名字一樣，網路的傳播是以網的方式連

接，每一點都可以連接到每一點，言論更能完全的交流。不過，網路

去中心化的理想理論，已經被近期網路的發展證明是錯誤的，由於資

                                                 
252 當然沒有真正一個網路空間可以儲存資訊，而是儲存在每個伺服器或個人的電腦主機中，但

由於整個網路空間是隨時在運作的，所有的資訊都是流竄的，不一定只儲存與某部伺服器或主機

中，因此說儲存於網路空間中也不為過。 
253 例如非主流的文化無法受到重視甚至遭到打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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訊過多，網路使用者對於網路資訊接受必須要經過選擇，而這個選擇

通常會經過如Yahoo、Pchome等入口網站或其他特定網站，最後仍造

成了中心化的趨勢254。因此，大部分網路使用者還是會經由中心化的

媒體接收資訊，只是從傳統的大眾傳播媒介轉移到這些主要的入口網

站，而一個言論要能普遍的被注意，通常也都必須要能登上這些入口

網站的網頁。不過，這只是說去網路的中心化沒有想像中完美，相對

於傳統的媒體，網路的去中心化能力仍扮演非常重要的角色，也仍是

網路在文化形成中最重要的特質。 
 
以上所說的「言論」需要採取最廣義的理解，包括了所有的意見

表達、創作、甚至是行為，因為在網路上，所有形式的「表現」都已

經數位化而變得非常類似。在這種理解下，所有網路使用者在網路社

會中進行的文化形成模式正突顯了表意自由的核心價值，讓所有的人

都可以表達自己的意見。而這樣一個核心價值，已經不僅僅是自由主

義者認為言論自由所追求的慎思民主(deliberate democracy)，而是整

個民主社會文化的保護與形成255，因為在一個民主社會中，不是只有

政治相關的言論才應該受保護，而是所有類型的言論、表達都受到重

視。而網路社會可能正是一個最接近我們理想的民主社會的型態：任

何人都有管道可以隨時發表各種的言論256，而不論是贊成你或是反

對，其他人也都隨時可以做出回應。重點是，沒有任何人可以排除任

何人發表意見跟獲得回應的權利。 
 
 當然，這是指一個完全自由沒有限制的網路社會，但沒有社會是

沒有限制的，認為網路是個無政府空間只是虛妄不實際的想像257，就

如同現實社會中，網路社會中的表意自由也會有所限制，不論是採取

哪種規範模式258。問題在於，這些限制會不會根本的改變了網路社會

                                                 
254 一般的網路使用者都會將這些入口網站設為首頁，因此只要一連上網路，使用者會立即接受

到入口網站上提供的資訊，就像每天早上收到的報紙一樣，資訊的接受很容易只限於入口網站的

內容。 
255 參見Jack M. Balkin, Digital Speech and Democratic Culture, supra note 224。當然，網路也可能

有加深分眾文化的問題，可比較Case Sunstein, repubic.com, 黃維明譯，《網路會顛覆民主嗎？》，

初版，新新聞，2002。 
256 仍是最廣義的言論。 
257 網路空間剛成形時，初期的網路理論者曾認為網路空間中應該是完全自由的，或是由自治的

規範來管理，但多年來各國政府不停的加強對網路空間的管制，證明這種看法是不可能的，而隨

著網路經濟利益越來越龐大，管制只會增加不會減少。 
258 學者認為規範可能來自四個方面：法律、自治、經濟、以及技術，參見Lawrence Lessig著，

劉靜怡譯，《網路自由與法律》，前註 1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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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值得我們重視的特質。而著作權制度，正有這樣的可能。 
 
  

三、 網路社會與智慧財產權 
智慧財產權制度，尤其是著作權法制，在這幾年受到了空前的挑

戰，來源是正是網路社會中兩種科技快速的發展與完美的結合：「數

位化」與「網路」。「數位化」是指將一般物理上呈現的資訊，例如文

字、圖案、音頻等，轉換成電腦可以處理的 0 與 1 的技術259，主要包

括數位錄音、數位錄影、掃描器等等。數位化帶來的改變是，在所有

的資訊都數位化後，就可以使用電腦進行處理、儲存、傳送、比對，

同時，這些資訊也都可以經由電腦「輕易的」被「完美的」複製260。

至於「網路」就是能讓不同電腦相互傳送電子資料的軟硬體設備，其

最大特色就在於「去中心化」、「即時」、「快速」的傳送資訊能力。近

年來網際網路快速發展的結果，網路的普遍率與網路傳輸的速度不斷

的提升，各種網路傳輸技術一再地更新突破，一般資訊傳送的物理上

障礙幾乎完全被去除。而這兩種技術結合的結果，任何創作，不管是

新的或是舊的，只要經過數位化的程序，就可以低成本又快速的複製

並透過網路傳送到世界各地的使用者，任何人都可以輕易的透過網路

未經授權的取得他們想要的「東西」，而這其中佔大多數的，都是受

智慧財產權保護的資訊，因此，智慧財產權隨時都可能在大量的被侵

害，而每一個網路使用者也隨時都可能在觸法。 
 
此外，由於數位化的資訊在使用電腦處理及網路傳輸時，其基本

的在物理架構就是必須複製，因此，數位資訊在網路中所謂的「流動」

並不是像一本書從甲的手上移動到乙的手上，而是甲的手上有一份，

乙的手上也有一份，甚至中間經過的每一個伺服器或網站都有一份。

因此，任何在經過數位化而在網路上散佈的作品，在本質上一定會有

侵害作者重製權的問題。再加上著作權因為網路的無疆界性產生跨國

界的保護問題，以及著作權客體漏洞性所造成著作權人無法控制著作

                                                 
259 數位化的更進一步就是在資訊形成的時候就已經是採取數位的方式處理，例如本論文在撰寫

時完全使用電腦輸入與儲存，直到列印出來之前，完全沒有物理形式的存在。又例如音樂家可以

直接由電腦創作音樂，而不在需要以樂器表演後錄音。 
260 也就是說，複製的成本趨近於零，而複製的效果趨近於無限大。除了低成本及完美的複製外，

數位化還有的優點包括「可壓縮性」及「可修改性」，可壓縮性讓原本占空間的資訊可以以更有

效率的方式儲存，可修改性是指可以數位化的資訊可以任意的加以修改，比如說一段音質不好的

錄音，在數位化後，可以以技術將雜音去除，變成品質更好的產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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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流動，而法律無法執行或執行成本太高等問題，都使得智慧財產權

制度在網路社會今天面臨重大的挑戰。 
 
然而，網路的影響不只是這些對於資訊的複製與傳送在技術層面

上的進步，更重要的是，整個資訊的存在結構與經濟模式都與之前不

同了。  
 
不論你認為著作權法的目的是什麼，也不論你認為著作權的正當

化應採取何種理論，不可否認的，著作權的本質就是一種對資訊的控

制。著作權法賦予著作權人控制資訊流動的權利，原則上在沒有得到

著作權人的同意前，你不能取得、利用、傳送著作權人所控制的資訊。

然而，資訊是一個社會能運作的必要成分，如果所有資訊都控制在私

人手裡，不僅限制了所有其他人的自由，也將嚴重影響了社會的進

步，而可能產生嚴重的違憲疑義261。不過，著作權法上所採用的「概

念表現二分原則」，拯救了著作權法的這個問題，因為，作者的概念

經過必須有形化的表現才能享有著作權的保護，這個表現可能是一本

書的手稿，可能是一幅畫、可能是一頁樂譜，表現受到保護，但概念

本身是不受保護的，因此，資訊仍可以自由流通，只有作者的表達形

式是受到保護的。 
 
不過這樣的模式，在網路社會中受到嚴格的挑戰，因為傳統上概

念的表達形式在網路社會中已經被數位化的 0與 1所取代，所有的「表

現」都可以直接以資訊的方式呈現及傳送。數位化的一幅畫、一篇文

章、一首歌、一部電影對網路使用者而言，都只是使用者的電腦所展

現出來的資訊，而真正進入使用者腦袋的，也都只剩下所謂的「概

念」。相對的，所有的資訊本身也都可以被認為是創作人的表現，我

用電腦在網路上寫了一段文章，沒有實體的存在，這是我的概念也是

我的表現。而當其他人在網路上看到這篇文章時，對其他人來說，就

是一種資訊。 
 

我們也可以這樣說，由於資訊本身不應被控制，因此傳統著作權

所保護的，其實是對承載資訊的個別載體的一種控制權利，也就是對

於每一本書、每一張唱片的特定控制權利。正如同EFF(Electronic 

                                                 
261 參見前註 1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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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rontier Foundation)發起人之一的 John Perry Barlow所形容的，著作

權所保護的是酒瓶，而非酒本身262。但在網路社會中，所有的資訊都

保存在網路這個巨大的載體上，不再有個別的載體，甚至連硬碟、磁

片的儲存都沒有，沒有任何實體的存在，所有的酒瓶都消失了，那要

如何保護著作權呢？是不是真的著作權已死？ 
 
面對這樣的轉變，當然我們可以選擇不保護，讓資訊完全自由，

完全不控制在任何人手上，這或許是個理想的狀況，讓資訊盡可能的

被利用，但問題還是在於作者要如何才能賺錢、才能願意創作？而龐

大的智慧財產權產業也不可能輕易的放棄既有與未來的利益。於是，

為了解決這個問題，著作權法無可避免的必須選擇了光譜另一端的方

式，就是讓作者直接「擁有」資訊。當然，對資訊的擁有並無法像傳

統上的擁有，因此對資訊的擁有就是一種「控制」，讓作者有完全控

制資訊流動的權利。但這樣的方式，明顯的又違反了前面提及的資訊

對社會的價值，尤其在網路社會中，資訊的自由流動可以說是網路運

作基本需求，想像看看，如果所有的資訊在接觸(access)之前都需要

經過作者的授權，網路連最基本的搜尋功能都將徹底失去作用。 
  
除此之外，在網路社會中，傳統上作者與使用者的行為模式也有

了完全不同的改變。在網路上，每一個人都是作者也都是複製者，每

一個人都是出版者也都是讀者，每一個人都是隨時在獲取資訊、複製

資訊、修改資訊、傳送資訊。將看到的資訊與其他人分享、發表資訊

與其他人互動、對他人發表的資訊做出回應，已經是成為網路社會的

基本模式。在大部分的時候，對話者在乎的是對話內容本身，而非對

話的對象，自由的引用、修改、回應才是對話的本質。著作權法若要

將資訊控制在作者手裡，除了要面對到底誰才是資訊的作者的問題，

更會嚴重的影響了網路社會的對話與文化形成。 
 
其實，從一個使用者的角度來看，假如我今天聽到一首歌，覺得

很好聽，我哼給朋友聽，並不會觸犯著作權法，但我在網路上聽到一

首歌，覺得很好聽，就傳給朋友聽，我就觸犯了著作權法。我今天看

到一篇文章覺得寫得很好，我告訴朋友有這樣一篇文章或是這篇文章

                                                 
262 參見John Perry Barlow, The Economy of Ideas, available at 
http://homes.eff.org/~barlow/EconomyOfIdeas.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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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內容是什麼，並不會觸犯著作權法，但我在網路上看到一篇文章覺

得寫得很好，就把他轉寄給朋友，我就觸犯了著作權法。但是，哼一

首歌跟傳送一首歌的檔案有什麼不同？告訴朋友文章的內容跟轉寄

文章給朋友有什麼不同？網路的傳送本質上就是正確又快速的複

製，既然透過網路我可以把我喜歡的歌完整、正確的分享給你，我又

為什麼只能哼給你聽，既然透過網路我可以把我覺得寫的很好的文章

直接寄給你，我又為什麼只能講文章的大概內容。也就是說，當網路

上的資訊是我們生活的一部份，是我們言論的必要內容，我為何不能

自由的使用這些資訊？ 
 
網路社會對著作權法制所產生的影響，可能比一般學者或是智慧

財產權利益團體形容的更為嚴重，這個影響是根本架構性的改變。但

有影響不代表就足以正當化應給予著作權更強保護的主張。為了害怕

網路的發展會徹底破壞著作權法制而過度保護著作權，讓作者有權利

完全控制資訊，造成的結果反而是網路社會的徹底破壞。著作權法在

每次面對科技改變帶來的挑戰時，都必須改變而因應，重點還是在於

我們在乎的是什麼價值？追求的是什麼目的？是單純對作者利益的

保護？是提供作者創作誘因背後追求的社會的進步？還是網路社會

多元交流的價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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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六節 小結 
 
本章嘗試以歷史、經濟、哲學、社會等面向切入分析著作權法的

性質，得到的初步結論是：著作權法制的形成，歷史佔了很重要的因

素，在歷史的發展中，著作權曾經是言論控制、促進學習與進步的工

具，現在則更強調對作者的保護，著作權法是公益與私益間不斷衝突

後折衷協調的結果，更會隨著科技的進步而不斷修正改變；而雖然許

多學者都嘗試以自然法的理論、經濟誘因的分析、政治目的的追求等

各種角度去正當化著作權法制或為其建立理論之基礎，但都還沒有一

個理論是完全無瑕疵的，各種理論都在不同的目的下被拿來作為說服

的工具；比較可以肯定的是，著作權應是一種追求目的的工具，在一

定的經濟假設下，著作權可以提供作者足夠的創作誘因，以促進作者

的創作，進而達成社會利益極大化或是其他社會所追求的目標。 
 
然而，當社會發展到網路社會，資訊的複製與傳送的架構有了徹

底的改變，傳統的著作權法也必須要有所因應，但是這個調整不應是

一面倒的傾向保護著作權人的權益，而應是掌握住著作權的工具性

格，適當的調整新出現的利益衝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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