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肆章 再論智慧財產權的憲法基礎 
 

歷史的觀察告訴我們，智慧財產權不論在大陸還是英美法系，一

開始都沒有被當做是財產權，經濟的分析告訴我們，智慧財產權是為

了追求特定目的給與的獨占權利，將智慧財產權當成財產權有其理論

缺陷，哲學告訴我們，勞力論或是人格理論的自然法主張並無法有效

的正當化智慧財產權是一種財產權，社會告訴我們，讓特定人能以財

產權完全的控制資訊將會嚴重破壞網路社會所能提供的文化形成功

能。我們要再回頭看看我們的憲法。 
 
 
第一節  智慧財產權與財產權 
 
我國憲法第十五條明訂了財產權應予保護，而如本文第二章所介

紹的，國內通說的立場是沿襲了德國的憲法釋義學，認為憲法所保障

財產權的具體內涵應委由法律形成263，或是「一如民法及社會通念所

形成者」264。而「任何具有財產價值的私權利」都被認為是財產權保

障的客體265。因此，既然著作權是著作權法賦予了著作權人對著作的

享有具財產價值的私權利，著作權即屬於憲法保障的一種財產權。 
 
然而，當我們觀察一般的財產權時，我們會發現，包括所有權、

物權及準物權等傳統的財產權皆是以特定或可特定的有體物為權利

客體，因此，這些權利所具有的「財產價值」其實皆是來自於這些有

體物本身所具有的利用價值及它們在自由經濟市場中所具有的交換

價值。國家法律的功能在為這些有體物所具有的價值進行「定分

(Zuordung)」266，確認這些價值應歸屬於何人享有。國家法律可以盡

可能的設法讓有體物的各種價值皆能被人有效的享有及利用，但並沒

有辦法、也不會去增加這些有體物的價值。而每一代的憲法則依據前

一代法律所做的定分，確保這些價值的定分不被國家或其他第三人無

正當理由的侵害。 

                                                 
263 德國基本法第十四條規定：「所有權…受保障。其內容及限度，由法律定之」。 
264 參見蘇永欽，〈財產權的保障與大法官解釋〉，同前註 17，頁 11。 
265 參見陳新民，〈憲法財產權保障之體系與公益徵收之概念〉，同前註 18。 
266 包括了第一次定分與第二次定分。參見蘇永欽，〈物權法定主義鬆動下的民事財產權體系—再

探大陸民法典的可能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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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於在性質上是否為憲法所保障的財產權存有爭議的債權，不論

權利的內容是否牽涉到一定的有體物，其所具有的「財產價值」都應

是來自於債之關係中當事人間共同主觀認定的經濟交易價值。國家法

律原則上不會、也不應對這樣的交換價值進行干預，而如果認為憲法

對這樣的主觀價值應予保障，亦應是為了確保憲法上所肯定自由市場

經濟中的私法自治與契約自由原則267。 
 
那著作權的「財產價值」又是什麼268？著作權保護的客體是「著

作(work)」，在概念上必須與著作所附著的有體物加以區別。著作是

指「文學、科學、藝術或其他學術範圍之創作」269，一個創作原則上

必須附著於有體物才能表現其客觀之存在，才能超越抽象的概念而成

為著作權保護的客體。但亦有著作不需附著任何有體物的情況，如舞

蹈表演等，只要能以一定的方式表達著作的內容，讓其他人感知著作

的內容，則同樣可以受到著作權的保護。著作第一次附著的有體物，

我們可以通稱為手稿(manuscript)，而後續將著作複製並附著的其他有

體物，則可稱為複製品(copy)，著作可以不斷的複製並附著於有體物

上，但著作的性質並不會改變。不論是手稿或是複製品，其與著作皆

可以有不同的權利歸屬，所適用的法律體系亦不相同，其具有的財產

價值也必須分別看待。 
 
在這樣的認知下，我們先分析一個「著作」可能具有的財產價值。

首先，著作可以提供給作者一定的利用價值（簡稱 V1）。作者在創作

出作品後，他可以任意的利用自己的作品，他可以欣賞自己的作品，

感到滿足與成就，他可以改編自己的作品、翻譯自己的作品、演出自

己的作品，他可以選擇將作品束之高閣或丟到垃圾桶，或者他也可以

選擇公開其作品，分享給其他人，這些都是作者對著作所享有的利用

價值。 
 
其次，著作可以提供給作者一定的交換價值（簡稱 V2）。如果作

                                                 
267 這當然是其中一種推論，亦有學者認為是基於財產權作為「生存保障」的考量，參見陳愛娥，

〈司法院大法官會議解釋中財產權概念之演變〉，同前註 19，頁 404。 
268 憲法對財產權保護的內容到底是保護財產權還是保護財產的交換價值，仍有疑義，但在智慧

財產權的討論上，如果認為憲法的財產權只保護對傳統財產的，那智慧財產權不可能是財產權，

因此本文的討論採取較廣泛的看法認為憲法保護的財產權亦保護交換價值。 
269 參見著作權法第三條第一項第一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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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選擇公開其著作，他可以將作品賣斷（或是授權）給出版社或是任

何對其作品有興趣而願意付出對價的第三人，作者會喪失對作品完全

的控制，但可以取得相對的報酬。這就是著作為作者所提供的交換價

值。 
 
第三，著作可以提供給作者之外的其他使用者一定的利用價值

（簡稱V3）。當著作被公開後，所有接觸或取得著作的第三人都可以

像作者一樣的利用著作，享受著作所提供給他的利用價值270。 
 
最後，著作可以為著作所附著的有體物在市場交易中增加交換價

值（簡稱 V4）。著作通常必須附著於一定的有體物，這些有體物本身

雖然也有原始的價值，但一經附著著作後，其在市場上的價值通常會

增加許多，一本空白的書或是幾頁白紙雖然也有一定的價值，但假如

上面附著了莎士比亞的作品就會立刻增加了價值，而這些增加的價值

就是著作為著作所附著的有體物在市場交易中所增加的交換價值。 
 
在上列四種著作可能具有的價值中，V1 及 V2 為作者對著作所享

有原始的利用與控制所產生的利益，因此即使沒有著作權法的規定，

將這兩種價值歸屬於作者有權享有，應該是沒有任何爭議的。至於

V3，在沒有著作權法的世界中，本應是由個別的著作使用者所享有，

但由於著作權法賦予了著作權人排他的利用權能，也就限制了第三人

得自由使用著作的權利，因此，第三人必須藉由市場機制透過交易行

為付出對價後，才能取得 V3 的利用價值，而這個對價也就成為著作

提供給著作權人的財產價值（簡稱 V3’）。我們也可以這麼說，著作

權法將這種原屬於第三人的利用價值透過市場交易的轉換後，「定分」

給著作權人。 
 
至於 V4，由於著作已經附著於有體物上，其所增加的交換價值

亦會跟隨著有體物進行交易，因此，在沒有著作權法的世界中，V4
本應是歸屬於著作所附著的有體物之所有權人所享有。但同樣地，由

於著作權法賦予著作權人排他的複製著作的權利，有體物所有權人必

須付出對價後才能讓著作合法的附著於有體物上，才能享有著作為有

體物增加的交換價值，而這個對價也同樣成為著作權法提供給作者的

                                                 
270 對作者之外的一般使用者而言，著作的利用價值與著作物的利用價值較不容易區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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財產價值（簡稱 V4’）。我們同樣可以這麼說，著作權法將每一個著

作的複製有體物因著作的附著而在市場上增加的價值透過市場交易

的轉換後，「定分」給著作權人。 
 
若從上面的分析看來，著作權的確是一種提供作者上述的財產價

值（V3’及 V4’）的私權利，應可以被認為是憲法所保障的財產權。

但這樣的分析卻是有問題的。因為，在一個沒有著作權法的世界中，

由於任何人都可以自由複製著作，在自由市場競爭下，任何有著作附

著的有體物，都無法以超過有體物本身的價值進行交易，因此，著作

根本不可能為有體物增加交換價值（V4=0），也就沒有價值可以定分

給著作權人（V4’=0）。同樣的，由於任何人都可以自由利用著作，不

需付出對價以取得作者的同意就可以享受著作的利用價值，作者也就

不可能經過市場交易取得轉換後的交換價值（V3’=0）。也就是說，著

作權提供給作者的財產價值在沒有著作權法的時候都是不存在的，而

在著作權法的制度下，這些價值不是經由著作權法「定分」給作者的

既存價值，而根本是著作權法為作者「創造」出來的價值。 
 
如果說的簡單點，傳統財產權的財產價值來自於有體物先天的資

源稀少性，而著作權法則是用法律限制對著作複製，造成著作具有人

為的資源稀少性，而「創造」出了著作的財產價值。 
 
然而，這種以法律創造出來的財產價值，與我們傳統上認定的財

產權概念是不相容的。憲法對財產權的保障的基本性質仍是一種自由

權、一種防禦權，是一種對現有的財產得排除侵害的消極權利，目的

在確保個人自我實現的空間與個人的生存271。大法官釋字第四百號解

釋即謂：「憲法第十五條關於人民財產應予保障之規定，旨在確保個

人依財產的存續狀態行使自由使用、收益及處分之權能，並免於遭受

公權力獲第三人的侵害，俾能實現個人自由發展人格及維護尊嚴」。

也就是說財產權的保障是為了確認現存的經濟秩序，而不是創造新的

經濟秩序。財產權的保障應是保障財產權人可以享有「既得」的利益，

而不是為財產權人持續的創造利益。憲法讓財產權人可以使用既得的

財產作為生存發展及獲取新財產的依據，但並不是確保財產權人一定

                                                 
271 參見陳愛娥，〈司法院大法官會議解釋中財產權概念之演變〉，同前註 19，頁 402。蘇永欽教

授亦認為，即使對財產權採取兼具積極地位的立場，不受侵害、遠離國家仍是財產權的主要規範

意涵，參見蘇永欽，〈財產權的保障與大法官解釋〉，同前註 17，頁 84-85。 

 94



可以取得新的財產。而著作權法給予著作權人的權利，實已經超越這

種傳統的財產權概念。。 
 
我們也可以從另一個角度來驗證上述論證的錯誤。憲法上對財產

權保障的主要功能是在防止國家（或第三人）造成個人財產價值的減

損，然而當我們觀察著作權法上所謂的著作權侵害，其實並未實際造

成的著作權人的財產價值減損，所謂的著作權侵害只是消極的讓著作

權人無法獲得更多利益272。違法盜版的唱片賣了一萬張並不代表著作

權人就損失了一萬張唱片的收入，因為使用者不買盜版也不一定會去

買正版。而既然這種侵害並不會造成著作權人的財產價值減損，那就

無法認為是一種對財產權的侵害，反過來說，著作權的保護也就不能

算是一種對財產權的保護。 
 
不過，將著作權及其他的智慧財產權認為是憲法所保障的財產

權，仍是目前我國實務與學說的通說。這在憲法解釋對財產權的內涵

一向採取模糊且寬鬆的解釋態度下似乎是不得不然的結果，或許是因

為在直覺上的受到「智慧財產權」用語的影響，也或是因為著作權在

形式上擁有部分財產權的權能，就讓人反推著作權也是一種財產權。

而本文認為比較合理的解釋是：因為著作權制度已經存在，已經造成

了經濟秩序隨之改變成，市場上已經將著作權當作交易的客體，已經

使著作權有了抽象的交換價值，憲法就必須保護這個時點的經濟秩

序，就必須承認著作權有一定的財產價值，就必須認為著作權是憲法

所保障的財產權。 
 
此外，憲法上對於財產權的保護由於對公法上請求權的承認273，

在今日已經被認為兼有分享權的性質，而非單純的消極權或防禦權
274。因此只要是法律所形成具財產價值的權利，即使在性質上已經超

出傳統防禦權的範圍，仍可能會符合憲法對財產權保護的內涵。更重

要的是，多數的學者認為，憲法並沒有獨特的財產權概念，憲法對財

                                                 
272 雖然有學者主張著作權侵害是一種預期利益的侵害，但事實上，預期利益必須基於一定的法

律關係，但任何著作都是沒有辦法保證一定會獲利或是會獲利多少，參見Wendy J. Gordon, An 
Inquiry into the Merits of Copyright, supra note 57。 
273 我國大法官釋字第 187 號解釋以來，包括第 201 號、312 號、434 號等解釋，都已經明確認為

公務員公法上的請求權是屬於憲法所保障的財產權。 
274 對財產權的保障除了消極的自由權外是否亦包括某種積極的受益權性質，以及財產權與工作

權區隔的等問題，請參見蘇永欽，〈財產權的保障與大法官解釋〉，同前註 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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產權的實質內涵必須由立法者來具體形成，只要是立法者經由私法上

認定的權利，就被認為是憲法所應保障的財產權275。 
 
然而，這是不是代表法律可以不受限制的形成財產權的內容，除

了比例原則、平等權等基本的限制外276，是不是只要法律創設某些具

有財產利益的權利，這些權利都能成為憲法所保障財產權的，而憲法

為了保障這個新建立的經濟秩序，就必須順從法律將法律創設的權利

當作財產權來保障？當我們可以用法律本身來正當化憲法對法律合

憲要求時，憲法與法律的界線何在？這種看法，將無可避免的造成憲

法對法律的控制能力名存實亡。 
 
本文認為，縱使憲法無法形成獨立的財產權概念而有賴立法的形

成，但憲法仍應有一定的底線，憲法上的財產權概念仍應與法律上的

財產權概念有所區隔。就如同前文關於洛克對財產權的正當化理論的

討論時，有學者認為應區分客體是否可成為財產與財產應分配給誰的

兩階段論證，在憲法的討論上也應該先區分法律創設的某些私權利是

否是適合作為憲法財產權保障的客體，與法律將財產權定分給誰是否

合憲的兩階段問題進行討論。一些在性質上不符合財產權的性質，或

根本無法被有效正當化可以作為財產權客體的權利內涵，也不可能再

由法律將他定分為誰的財產權。畢竟，財產權內涵的無限擴張未必對

人民是件好事，對某些權利過多的保護就是對其他權利的侵害；給予

特定人過多的權利，也就是對其他人的侵害。著作權就是一個最好的

例子，如果沒有足夠的正當化基礎可以確認著作權是財產權的性質，

那在憲法上是否應把著作權當財產權加以保護就必需再重新思考。 
 

如果如同通說認為著作權是一種財產權，很明顯的會出現一個問

題，就是為什麼著作權有期間的限制？財產權的保障雖然不是不能有

所限制，但在著作權過期後將著作權完全的剝奪，將著作收歸公共領

域，這明顯已經不是財產權的限制，而是根本的剝奪。就算我們認為

著作權的期限限制是因為公益的理由，那在剝奪財產權後為什麼不用

補償？這已經不符合憲法保障財產權與普遍承認的公益徵收原則

                                                 
275 參見蘇永欽，〈財產權的保障與大法官解釋〉，同前註 17，頁 85-86。 
276 這些是對基本權保護的基本原則，即使立法對財產權的內容有形成的空間，任需受限於此些

原則，請參見陳新民，〈憲法財產權保障之體系與公益徵收之概念〉，同前註 18，頁 297-2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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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77。唯一的合理解釋是，因為著作權是法律多給的權利，是一種例外，

因此將這個權利收回來只是回復到普通的狀態，並不需要另外補償。 
 
同樣地，如果認為著作權是憲法所保障的財產權，那就表示所有

對著作權的限制都必須符合比例原則及其他限制基本權所受的限

制。也就是說，當立法採用合理使用原則來限制著作權的範圍時，就

必須有效的證明合理使用原則是符合比例原則的目的性、必要性、比

例性；當立法要求著作必須有一定的創作高度才能成為著作權保護的

客體時，立法也必須證明這樣的限制沒有違反的憲法平等原則的要

求；當立法者將著作權從註冊保護主義改變為創作保護主義，立法更

必須證明這種改變沒有根本的破壞了財產權的性質。因此，所有對著

作權制度的設計與調整，也都必須考慮到對現有的財產權人的保護，

如果違反的憲法的要求，都可能都會因為違憲而無法適用。但問題

是，這些著作權法上的原則才是著作權制度的本質，他們是著作權制

度的構成要件，是著作權的概念內涵，是這些原則與制度設計形成了

著作權，而不是一種對著作權的限制。著作權制度的原則就是在符合

特定構成要件下才授與著作權。將著作權當作是財產權，把著作權的

的原理原則當作是對財產權的限制，因此所有對著作權的限制都需要

受到憲法的限制，可能是一種原則與例外的本末倒置。 
 

相對的，著作權是否是財產權無法確定，但著作權是一種對財產

權（著作所附著的有體物）的限制，卻是無庸置疑的。使用者買了一

本書，享有該有體物的所有權，依據財產權保護的原則，他應該可以

自由的使用、收益及處分這本書，但由於著作權法限制了使用者對著

作的利用，也就限制了使用者對其所擁有的書的利用。而這樣的情況

在資訊社會中的變的更加明顯，我買了一套軟體，不能知道軟體的原

始碼是什麼、不能修改這個軟體、不能借給別人用、甚至連安裝在我

自己的第二部電腦都不行？我買了電腦、付費給網路公司，但我卻不

能使用這些電腦與網路自由的從網路上下載任何我想要的資訊？我

買了一台 MP3 的隨身聽，但我卻沒有合法的 mp3 可以聽？「著作權

是一種對財產權的限制」，在這個角度上，才是我們更應該檢討著作

權制度是否能通過合憲檢驗的方向。

                                                 
277 關於財產權保障與公益徵收的問題請參見陳新民，〈憲法財產權保障之體系與公益徵收之概

念〉，同前註 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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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二節 在財產權之外 
 
除了財產權外，智慧財產權在憲法上有沒有其他的可能的基礎？

或是與憲法上其他的基本權利有如何的交集？本節將簡要的討論之。 
一、工作權與生存權 
我國憲法第十五條規定工作權應予保障，然而這個工作權包括哪

些權利內容？是否只是單純的職業自由，還是也包括營業自由等經濟

自由？是否是單純的自由權，還是也包括了積極的受益權？在學說上

都尚有爭論278。不過，工作權與財產權主要在保護現有財產的本質相

對，係重視未來財產取得的保障，兩者共同構成個人生存所必須的經

濟基本權利，應該是可以肯定的原則。如果著作權如同前所述是一種

法律為了保障作者的獲利而授與作者的權利，則著作權制度是否可以

認為是憲法提供給創作者具受益權性質的工作權保障，甚至是一種對

於工作權的制度性保障，就可能是可以思考的方向。 
 
然而，縱使我們承認工作權在職業自由的保障之外另有一定的受

益權性質，國家不僅不能干涉個人選擇職業或是營業的自由，更應積

極提供相關的配套措施，以協助個人就業、轉業、或甚至保障工作者

的勞動基本權。但著作權法所建立的制度卻不是一種國家使用稅收或

國家資源來提供的工作權保障，著作權法是藉由限制其他人的自由、

將本來歸屬其他人享有的利益以法律劃分給作者，以保障作者能持續

創作的制度。這樣的權利實已超過主觀受益權的範圍，可能的思考方

向也只剩是否能將著作權法視為對工作權的一種客觀面向的制度性

保障。更重要的是，憲法對工作權的保障也不應僅對特定的職業加以

保障，僅針對創作者提供了積極的工作權保護，不僅違反了平等原

則，對其他職業的工作者也是相對的侵害了工作權。因此，就算要將

著作權當作是一種對工作權的制度性保障，在工作權之外一定還必須

其他的理由才能正當化著作權的憲法基礎。 
 
與工作權相同地，我國憲法第十五條所保障的生存權，亦沒有確

切的內涵，學者一般認為是指國家有維繫人民生命的義務279，因此生

                                                 
278 參見李惠宗，〈憲法工作權保障之系譜〉，收錄於劉孔中、李建良主編《憲法解釋之理論與實

務》，頁 347-392，中研院，1998；李惠宗，〈憲法工作權保障系譜之再探—以司法院大法官解釋

為中心〉，載於《憲政時代》，第 29 卷第 1 期，頁 121-157，2003。 
279 參見陳新民，《中華民國憲法釋論》，同前註 18，頁 3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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存權的保障除了消極的自由權外，更有積極的受益權面向，個人不但

有權防止國家對其生命權的侵害，更可以要求國家維繫其生命。然

而，這樣的受益權指的是國家必需能延續個人的基本的生存，也就是

一個人作為人的生存所必要的程度，國家並沒有義務保障個人可以過

特定模式或特定生活水準的生存。因此，對於著作權是否可以認為是

憲法對作者的生存權保障的看法，簡單的回答就是：如果創作不能養

活作者，那就不要創作，可以去賣麵包，國家並沒有保障作者以創作

為生的義務280。 
 

不過，由於我國憲法在基本國策部分的第一百六十五條特別規定

了「國家應保障教育、科學、藝術工作者之生活，並依國民經濟之進

展，隨時提高其待遇」，是不是代表了我國的憲法特別要求國家應在

一般的工作之外，例外的保障教育、科學及藝術工作者的生存權，進

而，著作權法可以被認為是在這個對藝術工作者生存權保障的要求

下，立法者所建立的制度，則是值得思考的問題。對於這個問題，除

了基本國策是否具有實質規範效力的討論外，從本條條文使用「隨時

提高其待遇」的用語，我們不難發現本條反而是要求政府採取前文提

到的政府獎勵制度去保障藝術工作者之生活，才會有「提高待遇」的

問題。而這樣的制度與可能與自由主義的原則有所衝突已如前文所

述，重點是，這樣的文義解釋的結果顯示，要將本條作為著作權制度

的憲法基礎可能仍過於牽強。 
 
 

二、人性尊嚴與人格權 
將人性尊嚴做為憲法對個人基本權利保障的根本，在大法官的解

釋與學者廣泛的闡述下，已經是我國憲法解釋上所確立的原則281。在

此前提之下，具體的人格權亦應可認為屬於憲法第二十二條所保障概

括權利中。因此，著作權法中關於姓名表示權、公開法表權、禁止變

更權等著作人格權的部分，屬於憲法上保障的人格權的一部分，應是

可以被接受的。可能產生的疑慮是，著作人格權與一般民法上所保障

的人格權有何差別？如果是沒有差異的，那是否用民法上的保護作解

                                                 
280 此外，如要將生存權作為著作權的憲法基礎，與工作權相同的是必須面對平等原則的檢驗：

為何單單保障作者的生存？ 
281 參見法治斌、董保成合著，《憲法新論》，同前註 21；李惠宗，《憲法要義》，同前註 17；許志

雄等，《現代憲法論》，元照，二版，2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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釋即可而無另外制訂著作權法的必要？如果是有差異的，這個差異是

否亦有其他正當化的理由與必要，就值得另外討論282。至於著作財產

權的部分，並無法直接依據人格權的保障來正當化，仍須回歸到財產

權部分的討論。 
 
 
三、言論自由283

著作權與言論自由是密切相關的，在美國關於著作權相關憲法爭

議的討論上占最大多數的，就是與言論自由的衝突284。著作權在本質

上就是一種對資訊流動的管制，是一種對言論的事前限制，更是一種

以言論內容為標準(content-based)的事前審核，而事前限制及以內容

標準的審核向來是言論自由最大的禁忌285。雖然這個限制與審核是由

私人進行，可能涉及了憲法第三人效力的問題，但制度的建立與執行

仍是國家，著作權法甚至有刑事的制裁。如果我說的話要經過第三人

的事前同意、我出版的書要經過第三人的事前同意、我創作的作品要

經過第三人的事前同意，而只要因為可能影響第三人的利益第三人就

可以不同意，那言論自由的保障就已經受到根本的侵蝕。 
 
而這樣一個衝突會因為把著作權視為作者的財產權更加明顯。在

傳統的財產權上，尤其是物權，基於財產權的保護可以讓對言論的限

制不被認為是違憲的。我禁止你在我家張貼某些政治言論的宣傳海報

並不會侵害你的言論自由，因為這是在憲法所保障我對我的財產可以

自由利用並排除侵害的財產權範圍內。同樣的，如果將著作權當成一

種財產權，則所有個人以行使著作權的方式去限制其他的人言論自

                                                 
282 參見謝銘洋，〈著作人格權與一般人格權之關係〉，載於《月旦法學雜誌》，79 期，頁 24-25(2001)。 
283 這裡所指的言論自由採取廣義的看法，包括了表現自由跟出版自由。 
284 基本的討論請參見Melville B. Nimmer, Does Copyright Abridge the First Amendment Guarantees 
of Free Speech and Press?, supra note 165; Paul Goldstein, Copyright and the First Amendment, 70 
Columbia Law Review 983(1970)，另請參見C. Edwin Baker, First Amendment Limit on Copyright, 
55 Vanderbilt L. Rev. 891(2002) 。不過，這個的交集在台灣學界的討論卻還不明顯。或許是因為

言論自由在台灣的發展尚不完整，或許是因為言論自由的討論常被限縮在與政治言論相關的爭議

上，而最有可能是因為我們習慣把著作當作是作者的財產權，作者對其既然有絕對的控制，就忽

略了這些著作也是我們言論的一部份。實務上則可參見台灣台北地方法院八十三年度自字第 250
號刑事判決：「依憲法第十一條規定，人民有言論自由及出版自由，若著作權所保護之著作過於

浮濫，不但將使人民於從事出版活動時困難重重，影響所及，亦將妨害人民資訊取得之便利，而

資訊之取得，實為人民充分行使言論自由之前提，故著作人所創作之作品故須加以保護，但仍須

有一定之限度，以調和社會公共利益及保障一般人民之言論、出版自由等基本權利」。 
285 關於言論自由的基礎理論請參見林子儀，《言論自由與新聞自由》，元照，初版，19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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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去排除其他人的言論，都將因憲法對財產權的保護而被正當化，

不會被認為違憲。如果這樣的論述是可以被接受的，言論自由將會完

全沒有發展的空間。 
 
然而，言論自由也可能反過來可以作為著作權的憲法基礎，著作

權一方面提供了作者創作的誘因，讓作者可以安心表達言論，另一方

面也阻止了不當的干擾，限制部分的言論以促進更多的言論，在這些

角度上著作權制度可以被認為是保護言論自由的工具，甚至是一種對

於言論自由的制度性保障。前文關於哲學分析部分提到Netanel教授的

論文，其主張的核心就是認為，我們為了增加言論的創作，可能採取

用政府補助作者或是給予作者著作權兩種不同的模式，而因為政府補

助制度可能發生讓政府可以控制言論的不良結果，是自由民主社會所

最不願意看到的，所以我們選擇著作權制度作為保護言論自由的重要

制度，而著作權制度也必須在這個概念內被理解286。 
 
 
四、國際條約 
國際條約是否可以做為憲法保障某些權利的基礎，在大法官釋字

第五四九號解釋之後，已經是個必須要討論的問題287，而著作權的立

法完全受到國際條約的影響，更是在對著作權制度進行憲法解釋時不

容忽視的重要背景。然而，條約的性質畢竟僅等同法律，若要直接認

為可將條約內容做為憲法保障權利的基礎，實有法律位階混淆的錯

誤。比較可能的方向除了將國際條約作為解釋憲法或法律時的重要依

據外，應討論的是國際條約所約定或規範的「權利」是否已經是一普

世價值的人類基本權利，若答案是肯定的，在此條件下或可認為國際

條約可作為憲法保障特定權利的基礎。 
 
對於著作權的保護在現在幾乎已經是舉世承認的權利，TRIPS 的

簽署國高達國就是最好的證明，然而，這並不代表著著作權的保護已

經是一被肯定的普世價值，各國都有學者對著作權的發展提出批評，

                                                 
286 參見Neil Weinstock Netanel, Locating Copyright within the First Amendment Skein, supra note 
221。 
287 釋字 549 號解釋文：「;;;參酌有關國際勞工公約及社會安全如年金制度等通盤檢討設計」。另

參見黃越欽，〈國際勞工公約與憲法法院—兼論大法官釋字第三七三號解釋〉，載於《憲政時代》，

第 28 卷第 3 期，頁 3-49，20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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認為著作權的普世化只是基於經濟強國國際貿易的壓力以及網路跨

國界問題下不得不然的產物，甚至認為是一種文化已開發國家對開發

中或未開發國家的一種文化帝國主義。因此，是否能將僅以國際條約

或是國際間普遍的保護，就認定著作權有其憲法基礎，似乎仍有待進

一步的研究。 
 
 
五、藝術自由 
我國憲法雖未如德國基本法明文規定保障藝術自由，但學界通說

認為可從言論自由的內涵或憲法第二十二條導出藝術自由得作為獨

立的基本權利288。而著作權保障的客體常常被認為是一種藝術的創

作，因此藝術自由也可以嘗試作為著作權保護的憲法依據289。甚至在

消極的自由權外，國家是否有義務積極的建立適當的制度以利創作者

進行藝術創作，著作權是否就是此種制度性的保障，都是可以探究的

問題。不過，藝術自由的具體內涵為何？其重視創作者自我實現的保

障，在結構上與言論自由的保護有無實質意義的差別？可能都是在討

論與著作權法關係前要先加以釐清確認的，仍有待學者或實務進一步

的闡釋。 

                                                 
288 參見林昱梅，《藝術自由之研究》，私立輔仁大學法律研究所碩士論文，1993，許宗力教授指

導；陳新民，《中華民國憲法釋論》，同前註 18，頁 225；陳慈陽，《憲法學》，自版，初版，2004，
頁 506。 
289 參見林昱梅，〈藝術自由與嘲諷性模仿之著作權侵害判斷〉，載於《成大法學》，第七期，頁

129-234，20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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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節 小結 
 
對於財產權的概念，由於涉及私人間權利義務的關係，因此與一

般的自由權不同，在性質上就具有一定的規範性，必須由法律配合社

會狀況的變動而具體的形成其內容，呈現一種「動態財產權」的概念
290。於是，憲法上的財產權一方面要被立法形成，一方面立法又必須

受到憲法的控制，很難避免會陷入一種循環論證，而降低了憲法對立

法的控制強度。不過，立法對財產權的形成並非就完全沒有限制，在

上述循環之外的憲法原則如比例原則、平等原則、正當程序等，都仍

具有約束立法的規範效力，當憲法以前憲法的私法所形成的財產權的

概念做為財產權的保護客體時，若後一代的立法者欲重新形成這些財

產權的內涵，就必須經過這些憲法原則的檢驗291。 
 
然而，除了憲法原理原則對財產權的拘束外，本文認為憲法上所

保障的財產權有其結構與性質上的特性，因此並不是所有私法所形成

的私權利都可以被認為是財產權而加以保護，憲法縱然無法形成獨立

的財產權概念，而有待私法的形成，但憲法仍有一定的界線，私法所

形成的權利仍需符合憲法對財產權保護的結構與性質特性，才能真正

受憲法所保障。而本文認為憲法對財產權的保障應是在確認現存的經

濟秩序，因此立法對財產權內容的形成應該一種對利益的定分，而不

是利益的創造。相對的，著作權正是為作者創造利益的一種權利，在

結構上並不適合涵蓋於財產權的概念內，此外，著作權的客體在性質

上也無法被正當化為一種財產權。目前通說過份的擴充了財產權的保

護範圍未必是正確的方向，除了在性質上的不相容可能導致財產權相

關的原理原則無法適用於著作權上，而造成了體系功能的問題，更會

導致基本權利衝突大量發生的可能。 
 
在財產權之外，工作權、生存權雖然都可能可以做為著作權憲法

基礎的基本權，但共同的問題是：為什麼特別要保護創作者？因此，

就算要把工作權或生存權當作著作權的憲法基礎，都還需要有另外的

憲法價值作為支撐。至於以言論自由或是藝術自由的制度性保障來做

為著作權憲法基礎的理論確實是一個很可能的發展方向，只是尚有進

                                                 
290 參見蘇永欽，〈財產權的保障與大法官解釋〉，同前註 17，頁 85。 
291 此外，憲法所建立對財產權客觀面向的制度性保障，也就是「私有財產制」，由於與私人間關

係的形成無直接關係，也不在上述的循環論證內，立法必須受到拘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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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步具體化的必要，而如果採取這樣的理論，現行的著作權法可能將

需要大量的修正。 
 

從另一個角度來看，著作權法的本質就是一種對財產權利與行為

自由的限制，著作權限制了我們自由的使用我們的財產，限制了我們

自由的複製資訊。因此，合憲的著作權法必須符合比例原則的限制，

必須選擇能達到目的，侵害最小，限制與利益相當的制度設計，不然

就有違憲的可能292。在這個角度上我們才能正確的理解著作權法。 
 
然而，以著作權法限制權利與自由所要追求的目的是什麼？著作

權法第一條規定：「為保障著作人著作權益，調和社會公共利益，促

進國家文化發展，特制訂本法」，很明確的標示三種著作權法追求的

立法目的，若是依文字順序的安排，最重要的應該是著作人權益的保

障，但事實上是是否如此？學者羅明通就主張，著作權法的主要目的

在於保障著作人著作權益，但其理由卻為：「以精神之勞動所獲得之

成果，均係人類思想智能與感情之無形產物，對人類社會文化及科學

之發展有促進及發展之作用，為鼓勵與刺激著作人發揮其創造力，自

應對著作人之人格利益與經濟利益以類似有形物之所有權班加以保

護，…對著作人權益之保護不僅可促使著作人更努力創作，進而有助

於人類文化之延續及進步、並可加強投資者透過著作財產權之轉讓或

授權之方式，投資於著作財產權利用之興趣及信心，促進文化之傳播」
293，則其論證的基礎仍是將保障著作人的權益作為實現社會公益及國

家文化發展之工具。同樣的，依據本文第參章對著作權法歷史、經濟

的分析，我們也都可以看出著作權法的工具性格。因此，著作權法真

正的立法目的應該仍是在後者，在於「以公益與私益調和的方式，促

進國家文化發展」。 
 
問題在於，這個著作權法所追求的目的能不能在憲法裡找到依

據，或是它只是單純立法政策的考量？我國憲法雖然沒有像美國一樣

有一個「促進知識與實用技術的進步」的明文規定，但有沒有一種姑

且稱為「進步主義」的思想在我們的憲法裡，或者是說「促進文化發

展」可以被認為是一種憲法價值，而在憲法的層次上，為了實現這種

                                                 
292 如同前文第參章的討論，著作權的限制到底是不是有利於目的的達成、是否是侵害最小的手

段，都沒有辦法有實證可以去檢驗，常常只是社會現狀承認或是純粹理論的推斷。 
293 參見羅明通，《著作權法論》，同前註 7，頁 10-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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價值，應該就足以正當化以著作權法制去限制財產權及自由。 
 
不過，如果我們認為進步或是文化發展是一種需要追求的憲法價

值，不能不認知到的事實是：鼓勵創作本身並不是唯一。社會進步或

文化發展的重點不只是資訊創作量的增加，更是要能將資訊散佈、流

通，讓社會上的人都能接觸到資訊，自由的利用資訊，進而促進社會

的充分對話。雖然網路是不是我們追求這個價值的一個萬靈丹還有待

觀察，但網路的許多特性的確是有利於這樣的文化發展形成，而如果

我們將著作權視為追求這種價值的一項工具，就不能不在著作權法的

制度設計或解釋上正視網路社會的變化，而應慎重的考慮法律對網路

社會的發展可能造成的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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