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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合理使用判斷命題的建立-以美國相關判決為觀察核心 

第一節、美國著作權法合理使用之概述 

 著作權相關市場中，市場失靈最主要原因不外乎是交易成本過高與無

法內生化公共利益。本章將環繞前述兩種市場失靈最常出現的原因並參考

美國司法實務的發展，建立命題與觀察構面193。 

美國著作權法第ㄧ０七條第一項規定一般稱之為前言，其中列舉了六

項著作權法上較易構成合理使用的類型，包括評論、講評、新聞報導、教

                                                 
193 

在介紹美國合理使用相關判決之前，必須先簡單介紹職司司法審判的法院架構與合理使用的

發展脈絡。由於美國著作權法是聯邦層級的法律而非州法規範的範圍，以違反著作權作為請求權

基礎的案件一般繫屬於聯邦政府設於各州的聯邦地方法院，若當事人不服地方法院判決結果，有

權利上訴至管轄該地方法院的聯邦巡迴上訴法院。聯邦巡迴上訴法院依管轄的地理區域可以分為

十二個聯邦巡迴上訴法院（包括第一到第十一巡迴上訴法院以及華盛頓特區巡迴上訴法院(Court 

of Appeals for the D.C. Circuit)，以及以事務類型作為取得管轄權基礎的聯邦巡迴上訴法院(Court of 

Appeals for the Federal Circuit)。一般而言，美國重要的著作權法案件多繫屬於設在紐約州或加州

的聯邦地方法院，因此管轄區域包含紐約州的聯邦第二巡迴上訴法院(Court of Appeals for the 2nd 

circuit)，以及管轄區域包括加州的聯邦第九巡迴上訴法院（Court of Appeals for the 9th Circuit）成

為實務上最具有影響力的巡迴上訴法院。案件上訴至聯邦巡迴上訴法院後，一般會由三名法官組

成的合議庭（panel）審理，除非系爭案件涉及重大法律爭議、法院要推翻過去的判決先例或法院

要提高判決的正當性與影響力，才會由該巡迴上訴法院所有全職法官（active judges）進行全院聯

席審查（en banc）。此外，應特別注意美國的司法體系不同於我國三級三審的司法制度在第二審

仍可進行事實審理，而且只要系爭民事案件訴訟標的達到一定數額並符合其他法定要件，案件當

事人有「權利」將案件上訴至最高法院。美國聯邦巡迴上訴法院原則上只進行法律問題的審理，

只有在地方法院出現重要的法律錯誤時，聯邦巡迴上訴法院才會將案件發回或廢棄原判決。聯邦

最高法院是聯邦層級位階最高的法院，擁有九位大法官，以多數決決定上訴結果，但案件當事人

並沒有「權利」將案件上訴至聯邦最高法院，當事人上訴的權利僅及於聯邦巡迴上訴法院，只有

當聯邦最高法院認為案件所涉及的法律問題具有原則上重要性或在不同聯邦巡迴上訴法院對同

一法律爭議產生判斷上的歧異時，最高法院才會頒發提審令（certiorari）「允許」當事人將案件上

訴至聯邦最高法院。近年來，美國聯邦最高法院每年僅會提審約八十件案件，有時候連續好幾年

都不會有著作權相關爭議進入聯邦最高法院。以合理使用而言，自從九０年代初期 Campbell v. 

Acuff-Rose Music Inc.一案判決之後，聯邦最高法院已經有相當長的時間沒有針對合理使用表示見

解，這也使得聯邦巡迴上訴法院的判決更形重要。但反面來說，一旦最高法院決定受理著作權法

案件並做出決定，不但拘束所有下級法院，也會對特定法律原則的發展產生深遠的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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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學術與研究。第二款規定則與我國著作權法第六十五條第二項概括規

定如出一轍，包含四項例示性的判斷要素，即利用之目的及性質、著作之

性質、利用之質量及其在整個著作所占之比例以及利用結果對著作潛在市

場與現在價值之影響。實務上，法院會逐一討論每一項要素對原告或被告

有利，最後綜合四項要素的個別判斷結果決定被告系爭使用方式是否構成

合理使用。在第一項判斷要素利用之目的及性質方面，美國法院一般會判

斷被告的使用模式是否具有商業性以及高度的轉換性（transformative）。 

在美國較早期的判決中，判斷被告行為是否構成合理使用的關鍵因素

是被告利用的目的及性質是否具有商業性，若商業性確實存在，被告幾乎

沒有主張合理使用的空間。美國聯邦最高法院大法官 Stevens 在 Sony 一案

中曾指出：「任何對於受著作權法保障的著作進行非經授權的商業性利

用，均應被推定為對著作權人專屬權利不合理地剝削194。」在 Harper 一案

中，聯邦最高法院再次確認 Sony 案的見解。該案中，被告 Nation 雜誌以

新聞頭條的方式，在未經著作權人授權的情況下搶先刊登福特總特回憶錄

中最精華的內容-水門案後，福特總統決定特赦尼克森總統的心路歷程-法

院認為被告本來可以購買該回憶錄的摘錄權，卻未為之，因此認定被告刊

登新聞頭條的行為不構成合理使用，聯邦最高法院並進一步宣示是否具有

商業性的判斷重點在利用人利用受著作權保障的題材是否支付通常應支

付的費用。 

實務上，當時被告的利用模式若具有商業性幾乎可以「視為」非合理

                                                 
194 Sony, 464 U.S.at 4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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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用。但困難之處在於商業性應如何認定，即便是著作權法第ㄧ０七條第

一項規定所例示的合理使用類型，如新聞報導或評論，也或多或少具有從

市場中獲取經濟利益的商業性，如果將商業作如此寬鬆的解釋，合理使用

的範圍將大幅縮減。 

這種情況一直到 Campbell v. Acuff-Rose Music Inc.一案判決後（以下簡

稱為 Campbell）才有所改變，該案中，聯邦最高法院 Souter 大法官在合理

使用第一項判斷要素利用的目的及性質中，除了觀察被告的利用行為是否

具有商業性之外，另外引進了 Leval 法官所提倡的「轉化」程度作為判斷

基準。Souter 法官強調：「分析合理使用第一項要素的核心目的在於判斷被

告所創造的新著作是否僅為了取代原著作而存在，其利用模式是否是為了

創造新的意涵或增添新的成分，或運用了新的表達方式改造原著作195。」

「被告創作的新著轉化程度越高，其他要件的重要性越低，包括不利於合

理使用抗辯成立的商業性質196。」 

Campbell 案改變了先前凡商業性利用即非合理使用的觀點，並引進了

轉化的觀念。此後，法院在第一項要素的判斷上需同時考慮被告的利用模

式是否具有商業性以及轉化的程度。 

在第二項判斷要素著作的性質方面，法院會斟酌著作權人系爭著作的

原創性高低。一般說來，無中生有的作品，例如科幻小說，原創性最高，

也最接近著作權法保護的核心，而單純對於事實的編撰，原創性較低。另

一項判斷要素則在於被告所利用的著作是否已經公開發表，早期美國著作

                                                 
195 Campbell, 510 U.S. at 578. 
196 I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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權學界對著作公開發表與否是否影響合理使用成立有不同見解，但 1976

年修法時，國會特地在著作權法第ㄧ０七條第二項規定中加入以下文字：

「著作尚未公開發行此一事實本身，不應該當然排除合理使用之認定。」 

但這項規定並不表示被告所利用的著作是否已經公開發表對於合理使

用是否成立沒有影響，在 Harper 一案中，被告所利用者是原告尚未出版的

回憶錄，撰寫多數意見的 O’Connor 大法官指出，著作尚未公開這件事實

本身雖然不是被告的利用模式是否構成合理使用的關鍵要素，但仍然不利

於被告的合理使用主張197。 

第三項要素是利用之質量及其在整個著作所占之比例，法院必須判斷

被告所利用的數量占著作整體的比重以及所援用部分的重要性。有時候，

即便被告使用的「量」相當有限，但該部分若系著作物的精華，法院在本

項要素上亦會作對於被告有利的判斷。舉例言之，在 Harper 一案中，被告

所摘錄的文字雖然只有僅僅三百多個字，但由於這部分就是福特總統回憶

錄中主要的精華及賣點，聯邦最高法院在本項要素最終亦做成對著作權人

有利的判斷；反之，即便被告的使用「量」相當大，但只要利用的範圍相

較於使用目的仍屬相當，法院仍可能在本項要素的判斷上支持被告合理使

用的主張。 

第四項要素是判斷利用結果對著作潛在市場與現在價值之影響，在本

件要素下，法院必須審酌被告的使用方式是否減損著作權人現有或潛在市

場的經濟利益，所造成的損害越大，被告成功主張合理使用的機會越低。 

                                                 
197 Harper & Row, Publrs. v. Nation Enters., 471 U.S. 539, 554 (198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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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國著作權法第ㄧ０七條並沒有宣示不同判斷要素在最終考量時應賦

予的比重，但早期美國聯邦最高法院在 Harper 一案中曾宣示第四項判斷要

素-利用結果對著作潛在市場與現在價值之影響-是決定被告使用是否合理

最重要的依據198，但在美國聯邦最高法院在 Campbell 一案並沒有再次聲明

第四項判斷要素是合理使用判斷上最重要的要件，反而特別強調對於合理

使用的判斷並沒有絕對的標準，著作權法第ㄧ０七條所揭示的四項要件也

不應該彼此切割，而應該在系爭案件中依據著作權法的立法意旨綜合各項

要素進行衡量199。若干聯邦巡迴上訴法院法官因此認為如果最高法院有機

會再次審酌合理使用的相關判決，應該不會作同樣的宣示200。如果類此聯

邦巡迴上訴法院法官的見解在實務上廣被採納，合理使用四項判斷要素應

賦予的權重將回歸承審法官依其自由心證本於衡平法則判斷之，但實務

上，利用結果對著作潛在市場與現在價值之影響仍然是決定被告使用是否

合理最重要的判斷要素。 

        要探討美國現行實務見解對市場失靈理論的接受程度以及應用概

況，第四項判斷要素-利用結果對著作潛在市場與現在價值之影響-可能是

最重要的觀察指標，因為在市場失靈的概念下，若著作權人販售著作物或

授權使用的市場因為交易成本過高或其他因素對被告來說幾乎不存在，自

然不會對著作潛在市場或現在價值造成負面影響。換言之，法院對市場範

圍的界定可能隱含（或明確適用）市場失靈的判斷邏輯，也是本研究最重

                                                 
198 Harper & Row Publishers, Inc. v. Nation Enters., 471 U.S. 539, 566 (1985). 
199 Campbell, 510 U.S. 569. 
200 American Geophysical Union v. Texaco Inc., 60 F.3d 913, 926 (2d Cir. 1994), cert. dismissed, 116 S. 
Ct. 592, 133 L. Ed. 2d 486 (1995) (suggesting that the Supreme Court may now have abandoned the idea 
that the fourth factor is of paramount importan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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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的觀察重心。 

雖然如此，另外三項觀察要素亦與著作權人市場利益受影響的多寡有

關。就利用之目的及性質而言，如果利用行為僅為範圍有限的公益性使

用，可能不但不會損及著作權人的市場利益，還可以為著作權人帶來良好

的聲譽，增加消費者利用著作的誘因。就著作之性質而言，如果著作屬於

原創性較低的事實性編輯著作，市場上可能存在許多類似作品，即便被告

侵害某一特定著作物之著作權，著作權人亦不易證明其損害，因為著作權

人市場利益的減損不見得來自於被告的侵權使用，而是其他作品與之競爭

的結果。換言之，著作的原創性越低，市場的邊界越模糊，著作權人所享

有的市場利益也越薄弱。就著作利用之質量而言，如果被告僅僅抄襲或利

用數量相當有限的著作內容，或援用部分並非系爭著作的精華，對於著作

權人的市場利益自然影響有限。 

 

第二節、交易成本過高產生的市場失靈     

命題一： 與著作權利人進行交易的交易成本越高，主張合理使用成功的機

會越高。 

1. 1982 年市場失靈理論出現前的司法判決 

為便於比較，以下論述介紹案例時，首先將介紹案例的背景事實，

並逐一說明法院對每一項合理使用判斷要素的見解，最後再以市場失靈的

角度進行理論連結以及類型化的工作，先此敘明。 

(1) Sony Corp. v. Universal City Studio 

在 1982 年 Gordon 教授首倡以市場失靈理論作為合理使用的理論架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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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前，美國法院自然不可能在文字上依循市場失靈的論理邏輯，但仔細觀

察案件事實與法院最後判斷的結果仍可抽演出交易成本過高可以正當化

合理使用的精神201，美國聯邦最高法院在前述 Sony 一案判決即為一例202。

該案中如果每一個電視節目的錄影者都必須向權利人取得授權之後始能

錄影，交易成本之高難以估計，更遑論執法機關的執法成本與對隱私權的

侵害，在交易成本極高逼近嚴重市場失靈的情況下，聯邦最高法院在該案

中為合理使用判斷自可預期。 

 

(2) Williams & Wilkins Co. v. United States 

除了 Sony 一案外，美國聯邦最高法院於 1975 年在 Williams & Wilkins 

Co. v. United States 一案的判決（以下簡稱 Williams & Wilkins），亦可視為

高額交易成本驅動合理使用的實例。本案原告 Williams & Wilkins 是醫療期

刊與書籍的出版商，被告國家衛生研究院(National Institute of Health)以及

國家醫藥圖書館(National Library of Medicine)因為未經原告授權擅自重製

並散布原告出版醫療期刊中的文章，被原告以侵害著作權為由提起訴訟。 

當時，國家醫藥圖書館不但本身設置許多影印機供他人進行文件複

製，並規劃了一項文件提供服務，當國家衛生研究院職員因業務要求需要

參考特定文件並向國家醫藥圖書館提出要求時，該館如果自己擁有該期

刊，會自行複製並交付文獻給提出要求的國家衛生研究院職員，若該期刊

                                                 
201 有學者持相反見解認為，若法院未明文採用市場失靈作為判斷基礎，即表示法院明示或默示

拒絕該理論的適用。See, e.g., Raymond Shih Rau Ku, Symposium: The Law and Technology of Digital 
Rights Management: Consumers and Creative Destruction: Fair Use Beyond Market Failure, 18 
BERKELEY TECH. L. J. 539, 560 (2003).  
202亦有學者認為該案中主筆的 Stevens 大法官的見解不完全是市場失靈的觀點，仍有用其他理論

詮釋的可能性。See, e.g., Glynn S. Lunney, Jr., Fair Use and Market Failure: Sony Revisited, 82 B.U. L. 
REV. 975 (20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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不在該館館藏範圍內，國家醫藥圖書館會透過圖書館間的跨館合作借閱計

畫，要求友館提供文件紙本，國家醫藥圖書館複製後再交付衛生研究院職

員所要求的文獻。 

透過這項計畫，在 1970 年一年之內，國家醫藥圖書館光就該館所有的

期刊就進行了高達 85,744 次的複製，複印的頁數高達 930,000 頁203。就跨

館合作的複製數量而言，在 1968 年一年之內，國家醫藥圖書館共進行了

120,000 次的跨館借閱與重製204。但該館並非完全沒有意識到著作權法的問

題，對於此類複製行為亦設有一定規範，舉例言之，該館禁止對於整本醫

療期刊的複製，並禁止館員從事超過需求數量的複製205。 

本案原繫屬於聯邦賠償法院(Court of Federal Claims)206，但由於該案發

生的時間點在 1976 年美國著作權法修正納入現行美國著作權法第一百０

七條之前，聯邦賠償法院並沒有現行四項合理使用的法定參考要素可以依

循，因此在論理上並沒有逐一討論現行法的四項參考要素。聯邦賠償法院

首先說明：（1）國家衛生研究院以及國家衛生圖書館本身並不是營利機

構，他們成立的主要目的是為了醫學知識的進步與流通，也沒有藉由複製

著作權人期刊中特定文章謀利的企圖207；（2）要求國家醫藥圖書館提供特

定文獻內容的衛生研究院職員系基於個人科學研究工作的需求而索求著

作，並無重製後散布而謀取利益的動機208；（3）被複製的期刊文獻不但有

利於國家衛生研究院職員研究工作的進行，不具有商業性目的，使用者也

                                                 
203 Williams & Wilkins Co. v. United States, 487 F.2d 1345, 1348 (Ct. Cl. 1973). 
204 Id. at 1349. 
205 Id. at 1348-49. 
206 該法院位於美國首府華盛頓特區，專屬管轄對於政府提起的以金錢為標的損害賠償訴訟。 
207 Williams & Wilkins, 487 F.2d at 1353. 
208 I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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沒有將所獲取的著作物進行著作權法所禁止行為的動機，國家衛生圖書館

僅僅提供研究者獲取所需文獻更方便的管道209。前開討論在內容上，相當

於現行美國著作權法第一百０七條第一項判斷要素-利用之目的及性質-的

適用。 

在法院在判斷被告使用模式對著作權人市場利益的影響時，將市場範

圍限定在醫療期刊的「訂閱市場」，而非期刊中單一文章的授權市場，原

因是該院認為單一文章的授權市場本來就是本案爭執之所在，因此不能直

接假定著作權人有權利享有該市場利益210。當該院將市場範圍限定於期刊

的訂閱市場時，聯邦賠償法院認為並沒有足夠的證據顯示著作權人的訂閱

市場會因為國家衛生圖書館對單一文章的複製行為受到負面影響211。即便

國家衛生研究院的員工無法透過國家醫藥圖書館取得所需資料，不表示就

會訂閱期刊，在市場損害無法確立的情況下，法院選擇支持被告合理使用

的主張。 

再者，由於期刊文章的作者在同意出版商刊登其文章時，通常已經將

刋登文章的著作財產權移轉給期刊出版社，出版社收益多寡與文章作者所

能得到的金錢收益無關。因此，聯邦賠償法院認為，即便出版社的市場收

益受到負面影響也不會影響到潛在作者的創作動機212，在本案中為合理使

用判斷無損於著作權法鼓勵創作的立法意旨。本案後來得到聯邦最高法院

頒發提審令許可上訴，但當時聯邦最高法院僅有八位大法官列席審查本

                                                 
209 Id. 
210 Id. at 1357. 
211 Id. 
212 Id. at 1359. 



 

 95

案，並出現了四比四的分歧判決213，在美國如果聯邦最高法院無法就上訴

案件以多數意見做成判決，原判決將被維持，故可以間接視為聯邦最高法

院確認聯邦賠償法院對於合理使用的論理。 

 但由市場失靈的理論架構以觀，本案中若要求每一個國家衛生研究院

的員工需要複印科學期刊中特定文章時都需要事先從出版社取得授權，將

衍生高額交易成本。更遑論在當時連電腦都尚未普及技術背景下，要求出

版社建立一套有效的交易平台有效率地處理一年超過十幾萬次的授權交

易，更屬困難，本案因之可以作為交易成本過高正當化合理使用的例證。 

 

2. 1982 年後的司法判決 

隨著 Gordon 教授在 1982 年首倡以市場失靈作為合理使用理論基礎

後，法院在實務判決中，開始有意識地使用市場失靈的概念，本研究特將

近年來交易成本過高構成合理使用的重要案例整理如下： 

（1） American Geophysical Union v. Texaco, Inc. 

在 1997 年 American Geophysical Union v. Texaco, Inc.一案中（以下簡

稱為 Texaco）214，83 家科學技術期刊出版商對 Texaco 公司提出集體訴訟，

主張該公司非法重製原告擁有著作權之期刊，被告則提出合理使用抗辯作

為攻擊防禦方法之一。本案中，Texaco 公司雖然訂閱原告出版的期刊，但

該公司有 400-500 位科學家，當他們需要期刊中特定內容時，Texaco 公司

會影印該期刊並將之提供給需求者，原告因之主張被告公司有組織、有系

                                                 
213 Williams & Wilkins Co. v. United States, 420 U.S. 376, 376 (1975). 
214 American Geophysical Union v. Texaco, Inc., 60 F. 3d 913 (2d Cir. 1994), cert, dismisses, 116 S. Ct. 
592 (19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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統地進行未經授權的重製行為構成對著作權的侵害。為了粗略估計該公司

複製原告著作的數量，雙方當事人合意在 Texaco 公司中隨機抽選出一位科

學家作為代表，結果這位科學家陳明他至少曾經透過這種方式取得原告之

一所出版的 Journal of Catalysis 其中八篇文章。 

在合理使用的判斷上，本案地方法院逐一審酌美國著作權法第 107 條

所列四項要件，並做成以下判斷。在第一項要素使用的目的與性質上，

Texaco 的重製行為是百分之百的重製，並沒有進行任何轉化。且被告公司

組織性的重製行為，使得需要特定期刊的科學家不需要另行購買，具有間

接商業性；就第二項要素著作之性質而言，科學期刊接近於對事實的描

述，不屬於最核心的著作權保障範圍（如科幻小說等高度原創性的著作）；

在第三項要素利用之質量及其在整個著作所占之比例上，被告對著作權人

著作是完全的抄襲。 

就第四項考量要素被告利用結果對著作潛在市場與現在價值之影響來

說，地方法院在討論本件要素時，採用近似於 Williams & Wilkins 一案中聯

邦賠償法院的見解，將市場範圍侷限於期刊的訂閱市場。即便不允許

Texaco 重製期刊中特定文章，Texaco 也不見得就會因此購買更多單行本或

增加訂閱數量，但地方法院認為，即便如此，Texaco 的行為仍然或多或少

地會負面影響潛在的訂閱數量，因此在第四項要素做成對著作權人有利的

認定。由於前述四項法定判斷要素均對 Texaco 公司不利，地方法院最終認

為被告合理使用的抗辯不成立。 

本案上訴後，聯邦第二巡迴上訴法院認為地方法院的論理不足以有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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支持其見解。第二巡迴上訴法院認定第四項要素-利用結果對著作潛在市場

與現在價值之影響-的市場範圍不應限於系爭科學期刊的訂閱市場，因為本

案原告在著作權權利處理中心（Copyright Clearance Center）的協助下已經

創造出一個可行的市場架構使得機構使用者可以就其複製行為取得授權

215。第二巡迴上訴法院更進一步表示當付費使用機制更容易操作時，被告

的使用行為將更有可能被認定為影響權利人的市場或潛在市場，進而不利

於被告合理使用的主張216。  

著作權權利處理中心本身是一個非營利組織，接受自願參加的著作權

人委託，代表著作權人對公眾進行授權。由於著作權權利處理中心同時受

到許多著作權人的委託，當受託數量達到臨界規模（critical mass）後，將

產生規模經濟的效益，許多例行性的協商、談判可以運用該中心所提供模

組化的交易架構完成。因此，如果本案著作權人已經將系爭著作授權給著

作權處理中心對公眾進行授權，利用人就能利用該中心既有的簡單交易架

構，在可接受的交易成本下取得授權。 

雖然第二巡迴上訴法院並未言明，但其判決文字似乎隱含本案中若無

一容易使用付費機制的存在，法院將依循 Williams & Wilkins 一案使用較為

狹窄的市場範圍認定對著作權人市場利益的影響。如是，被告成功主張合

理使用的機會將大為降低。嚴格說來，即便沒有新設計的網路交易平台，

原告等出版商均非難覓或不願意進行授權的著作權人，著作權權利處理中

                                                 
215 Id. at 930 (“. . . created a workable market for institutional users to obtain licenses for the right to 
produce their own copies of individual articles via photocopying.”).  
216 Id. at 930-31 (“[T]he right to seek payment for a particular use tends to become legally cognizable 
under the fourth fair use factor when the means for paying for such a use is made easi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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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協助設立網路平台只減少進行授權交易的交易成本，但第二巡迴上訴法

院因此擴張了著作權人享有的市場範圍，也因此做成不支持被告合理使用

抗辯的決定，本案也因此彰顯美國法院認為交易成本越低，被告成功主張

合理使用機會亦越低的命題。 

 但第二巡迴上訴法院此項見解並非沒有反對意見，本案中，Jacobs 法

官即對本案判決提出不同意見書，他認為若非法院駁回被告合理使用的主

張，這個市場根本不會被彰顯217。但多數意見書反駁：只有認定支付機制

的存在對無法合理使用具有決定性的影響時，循環論證的惡害才會發生

218。況且，如果法院選擇支持被告合理使用的主張，等同於宣告著作權人無

法享有降低交易成本所生利益，這種作法將減少著作權人創新交易方式以降低交

易成本的動機。 

 本案中第二巡迴上訴法院對於著作權人市場範圍的認定顯然較

Williams & Wilkins 案中聯邦賠償法院的認定更廣。但有學者認為，著作權

人享有市場範圍多寡的認定涉及著作權法如何權衡不同利益（著作權人的

創作誘因相對於其他使用者持續創新的障礙）的問題，應該屬於立法者而

非法院法官的判斷範圍，尤其在市場中出現先前立法者無法預期的新發展

時更是如此219。 

 Texaco 與 Williams & Wilkins Co.兩案的案件事實雖然相近，但 Texaco

的利用具有商業性，Williams& Wilkins 則不具營利性，不能解讀為最高法

                                                 
217 Texaco, 60 F. 3d 937 (Jacobs, J.., dissenting)(“. . . the market will not crystallize unless courts reject 
the fair use argument that Texaco presents.”). 
218 Texaco, 60 F. 3d at 931 (“. . . the vice of circular reasoning arises only if the availability of payment is 
conclusive against fair use.”)  
219 Matthew Africa, Comment: The Misuse of Licensing in Fair Use Analysis: New Technologies, New 
Markets, and the Courts, 88 CALIF. L. REV. 1145, 1179-1180 (2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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院推翻之前的判決先例。但兩案對於市場範圍的界定截然不同，本研究認

為其間差異反應兩案中交易成本大小不同。在 Williams & Wilkins Co.一案

當時的科技背景下，要出版商處理一年多達十數萬次的授權交易，所衍生

的交易成本很可能遠超過出版商可能得到的授權金收益，在交易成本過高

的情形下，限縮合理使用第四項要件下的市場範圍，進而認定被告的利用

方式符合合理使用的規定有其正當性。但 Texaco 一案發生於 1997 年，雖

然兩案的事實非常相近，但 1997 年時通訊科技的發達使得類似授權交易的

交易成本大幅下降，交易成本過高的情形不復出現，法院擴張著作權人得

享有的市場範圍，並進而否定被告合理使用抗辯，在市場失靈的理論下有

其正當性。 

 

(2)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v. Michigan Document 

 與 Texaco 類似的案件同時發生於第六巡迴上訴法院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v. Michigan Document 一案(以下簡稱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220。本案是由多家教科書出版商對於作為影印店的被告所提起的訴

訟，被告被訴的行為主要是摘錄原告擁有著作權的書籍，並將之編撰為學

生上課所用的講義（course packs），本案被告與 Texaco 一案被告相似，亦

提出合理使用抗辯作為攻擊防禦方法之一。地方法院逐一審酌著作權法第

一百０七條所揭示的四項判斷要件，並做成如下判斷。 

 就第一項判斷要素利用之目的及性質而言，首先必須判斷被告的利用

行為是為了商業目的或非營利教育目的，雖然學生與授課教授的使用具有
                                                 
220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v. Michigan Document Services, Inc., 99 F.3d 1381 (6th Cir. 1996) (en 
banc), cert. denied 117 S. Ct. 1336 (199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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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性，並無商業性目的可言，但影印店販售講義的目的主要是基於營利

動機，此點不利於被告主張合理使用221。 

 就第二項判斷要素著作之性質而言，原告所出版的書籍即便不似科幻

小說具有高度原創性，但教科書仍具相當原創價值，接近著作權法保護的

核心，此點亦不利於被告合理使用抗辯的主張222。 

 就第三項要素所利用之質量及其在整個著作所占之比例而言，本案所

爭執的摘錄內容相當於所摘錄著作整體百分之五到百分之三十之間。以頁

數而論，則抄錄十七到九十五頁不等，地方法院認為影印店確實從事「摘

錄」的工作，但從質的角度來說，被告所抄錄者都是系爭著作的精華，此

點亦不利於被告。此外，地方法院援引 Harper 一案的見解，特別強調抄襲

者不能以他仍然有很多部份沒有抄襲為由，否定他侵權的事實223。 

 就第四項要素利用結果對著作潛在市場與現在價值之影響而言，雖然

原告並未提出任何證據證明實體書本的銷售有任何減少，且本案中指定學

生購買摘要講義的授課教授以書面的方式證明如果學生無法取得系爭摘

要講義，且購買著作權人的著作是取得摘要內容唯一的方法時，他們根本

不會指定學生閱讀這些內容。但法院仍認為被告販售摘錄著作將影響權利

人原著作的販售，加以權利人又已經證明被告販售講義後，授權他人重製

著作物的權利金收入明顯減少，因此法院就第四項要素亦為對被告不利的

                                                 
221 Princeton Univ. Press v. Michigan Document Servs., 855 F. Supp. 905, 909-910 (D. Mich. 1994) 
222 Id. at 910. 
223 Id. (“[N]o plagiarist can excuse the wrong by showing how much of his work he did not pirate.”). 



 

 101

認定224。在四項考慮要素都對被告不利的情況下，地方法院最後判定被告

合理使用抗辯不成立。 

        本案地方法院為不利於被告的判決後，案件上訴至美國第六巡迴上訴

法院，第六巡迴上訴法院原本由三位巡迴法院法官所組成的合議庭審理，

該合議庭本於 Texaco 一案 Jacobs 法官的不同意見，認為法院不應假設被告

授權他人摘錄的市場存在，並採取類似於 Williams & Wilkins 一案聯邦賠償

法院的見解，限縮著作權人享有的市場範圍，進而否定被告合理使用抗辯

的主張，但該案隨後由第六巡迴上訴法院法官全體進行全院聯席審查(en 

banc)225，廢棄了原本合議庭的判決，判決結果出現歧異最主要原因之一是

法官對於合理使用第四項要素「利用結果對著作潛在市場與現在價值之影

響」應如何判斷有不同的認知，主要的爭點在於授權他人摘錄著作製成講

義是否在本案教科書著作權人現有或者是潛在市場的範圍內。 

被告主張著作權人市場利益的範圍僅及於實體書本的販售，而不及於

摘錄等衍生著作物可能產生的權利金，如果法院先假定被告的利用構成侵

權行為，據此判定著作權人可以取得授權金，再進而以該著作權人應取得

卻未取得權利金為由在合理使用第四項判斷要素上作不利於被告的認

定，等於構成循環論證。換言之，被告認為法院不能先假設被告的利用模

式構成侵權行為，並在此假設下進行合理使用第四項要素的判斷，因為假

                                                 
224 Id. at 911. 
225 一般美國聯邦巡迴上訴法院僅由三位巡迴法院法官組成的合議庭審查上訴案，除非在法律見

解上極具重要性的案件，才由巡迴上訴法院全體法官進行全院聯席審查。在程序上，巡迴法院所

撰寫具有拘束力的案件（precedential）雖然由承審的合議庭的三位法官中擇一撰寫判決結果，但

由於該判決代表法院整體的意見，該判決會在所有全職巡迴法院法官之間流通（circulate），如果

其中有任何一位巡迴法院法官提議將該案提交全院聯席審查，並經所有全職巡迴法官經多數決表

決同意，法院將再次召開審查庭進行全院聯席審查。一般而言，全院聯席審查的案件因為經巡迴

上訴法院所有法官同時參與，具有較強的拘束力與說服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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設被告構成侵權行為的同時已經預設被告的使用模式無法構成合理使用。 

再者，被告認為，本案中指定學生購買摘要講義的授課教授雖然以書

面的方式證明如果學生無法取得系爭摘要講義，且購買著作權人的著作是

取得摘要內容唯一的方法時，他們根本不會指定學生閱讀這些內容。但第

六巡迴上訴法院最終拒絕接受被告的主張並認定本案著作權人成功創造

了一個的授權市場，在進行合理使用的判斷時，當然必須考量著作權人在

該授權市場中可以獲得的潛在收益226，並據此推翻了地方法院原先在第四

項判斷要素中對市場範圍的認定。 

即便如此，被告所提出的論點，並非無據，本案 Merritt 法官的不同意

見書中特別表明擁有教科書著作權的出版商當然希望學生購買整本書

籍，而不是授權他人製作的摘要講義，但法院的角色不是判斷出版商的期

待為何，重點是有無具體證據證明著作權人的市場會受到影響。本案中，

指定學生購買摘要的授課教授已經表明，如果市場中不存在類此摘要，他

們根本不會指定學生購買著作權人出版的教科書，在原告無法具體證明其

市場損失的情況下，Merritt 法官認為被告合理使用的主張應被允許227。 

本案多數意見所稱成功運作的授權市場是指原告出版商本身就已經

專門指定一個部門負責處理對著作中部份內容複製的授權，此外影印店尚

可以求助於著作權權利處理中心以簡易的方式尋求授權，並據此做出著作

                                                 
226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99 F.3d at 1387 (“[W]here . . .the copyright holder clearly does have an 
interest in exploiting a licensing market – and especially where the copyright holder has actually 
succeeded in doing so – it is appropriate that potential licensing revenues for photocopying be 
considered in a fair use analysis.”). 
227 Princeton Univ. Press v. Michigan Document Servs., 99 F.3d 1381, 1396 (6th Cir. 19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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權人得享有的市場範圍及於摘要授權市場的結論228。由此可知，交易成本

的降低在第六巡迴上訴法院最終的判決結果明顯扮演重要的角色。 

與 Texaco 一案中第二巡迴上訴法院的判斷相同，本案中第六巡迴上訴

法院對於著作權人享有市場範圍的認定遠大於聯邦賠償法院在 Williams & 

Wilkins 一案中所認定的範圍，但從市場失靈理論的角度出發，著作權人最

終勝出的關鍵在於渠等已經成功創造一個有效率的授權市場。換言之，著

作權人主動創造市場，且該市場的經營模式被證明可以成功運行，是決定

著作權人在被告主張合理使用抗辯時能否勝出的關鍵。成功運行的授權市

場隱含交易成本至少在多數人可接受範圍內的假定，交易成本越低，市場

運作用成功，被告合理使用抗辯被法院接受的機會也越低。 

 

(4) A & M Record, Inc. v. Napster 與 UMG Recordings, Inc. v. MP3.COM    

交易成本高低對於合理使用的影響亦彰顯於聯邦巡迴上訴法院對於

點對點資料傳輸平台（peer to peer）經營者是否需負次級侵權責任的判決。

在 A & M  Record, Inc. v. Napster 一案（以下簡稱為 Napster）中，該公司創

造了一個點對點的資料傳輸架構，利用該架構，使用者可以接收參與該架

構的他人電腦中的檔案。而在 UMG Recordings, Inc. v. MP3.COM 一案（以

下簡稱為 MP3.COM）中，MP3.COM 公司提供訂閱者無論在全球各地都可

以透過網際網路聆聽該訂閱者自身擁有音樂的服務。Napster 與 MP3 公司

均未直接侵害著作權，至多因為提供直接侵權者協助構成次級侵權，但直

                                                 
228 Id. at 1384 (“Each of the plaintiff publishers maintains a department that processes requests for 
permission to reproduce portions of copyrighted works. (In addition, copyshops may request such 
permission through the Copyright Clearance Center, a national clearinghous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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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侵權者的使用行為若符合合理使用的規定，因而不構成侵權行為，

Napster 與 MP3 自然沒有次級侵權責任。 

 兩案中，法院均認為直接使用者的使用行為不符合合理使用的規定。

在 Napster 一案中，在合理使用第一項判斷要素利用之目的及性質上，第

九巡迴上訴法院認為被告 Napster 平台使用者的利用模式具有商業性，因

為(1)檔案傳輸者(a host user)將己身電腦中的檔案傳送給其他匿名使用者

的行為並非個人使用；(2)Napster 使用者透過此一平台可以免費得到他們

原本必須付費取得的東西229。第九巡迴上訴法院並特別說明，被告的使用

模式是否具有商業性、是否直接獲取商業利益並非唯一的考量要素。但重

複且對於著作權人利益具有盤剝效果（exploitative）的著作物利用方式，

即便並沒有直接販售的行為，仍然構成商業性使用230。此外，第九巡迴上

訴法院亦支持地方法院對於轉化效果的見解，認為使用者所下載的 MP3

檔案在內容上並沒有任何轉化。在缺乏轉化效果且利用的模式具有商業性

的情況下，法院在第一項判斷要素做出有利於著作權人的判斷。 

在第二項判斷要素著作之性質方面，第九巡迴上訴法院亦支持原審法

院的法律見解，認為原告的音樂編曲以及錄音（sound recordings）在本質

上就具有原創性，因此亦不利於被告231。在第三項判斷要素利用之質量及

其在整個著作所占之比例上，由於所下載者是著作內容的全部，亦對著作

權人有利232。 

                                                 
229 A&M Records v. Napster, Inc., 239 F.3d 1004, 1015 (9th Cir. 2001). 
230 Id. 
231 Id. 
232 Id. at 10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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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第四項判斷要素利用結果對著作潛在市場與現在價值之影響方面，

第九巡迴上訴法院認為本案著作權人已經支出相當的勞力、時間、費用試

圖在網際網路上發展數位下載的市場，被告經營的網路平台中允許使用者

免費下載電子檔案已經傷害到著作權人計畫開發的市場233。由於合理使用

四項判斷要素均對著作權人有利，第九巡迴法院據而維持下級法院的見

解，否定被告合理使用的主張。 

由第九巡迴上訴法院在第四項判斷要素的論理亦可得知，一旦著作權

人已經主動發展有效率的交易平台，即便現狀下該平台尚未存在，甚至在

判案的當時具有短暫的市場失靈（short term market failure），只要市場失靈

的原因可以依靠市場的力量自行痊癒，法院亦不會介入。易言之，即便交

易成本在可預見的未來始能顯著下降，法院仍傾向支持著作權人。 

MP3 一案則繫屬於紐約南區地方法院，該案雖未經第二巡迴上訴法院

確認234，但其法律見解經第七巡迴上訴法院在 BMG Music v. Gonzalez 以及

In re Aimster Copyright Litig 兩案間接確認235。在合理使用第一項判斷要素

利用之目的及性質上，紐約南區地方法院認為被告提供使用者在其他地方

欣賞已身所有音樂的服務，具有空間轉移效果（space shift），雖然商業模

式具有高度原創性，但這只是以另一種方式陳述未經授權的重製透過他種

媒介傳遞，不足以構成法律所認可的轉化，因為本案被告並沒有在內容上

                                                 
233 Id. at 1017. 
234 本案並無第二巡迴上訴法院相關程序的記載，或有可能是當事人在地方法院判決後即進行和

解，故未經上訴。 
235 BMG Music v. Gonzalez, 430 F.3d 888, 890 (7th Cir. 2005); In re Aimster Copyright Litig., 334 F.3d 
643, 653 (7th Cir. 20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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增加任何新的意義，僅僅將原有著作內容透過另一種媒介傳送236。 

就第二項判斷要素著作之性質而言，本案所涉及的音樂著作在著作權

保護核心範圍內，並非對事實的單純描述或整理，故本件要素亦對著作權

人有利237。在第三項判斷要素利用之質量及其在整個著作所占之比例上，

由於所下載者系著作內容的全部，亦對著作權人有利238。 

在第四項判斷要素利用結果對著作潛在市場與現在價值之影響方面，

被告主張，被告所有的系統僅提供擁有音樂著作物的所有人在全世界各地

都可以聆聽自己所有音樂的自由。如果使用者不事先購買載有著作權人音

樂著作的 CD，根本無從使用該公司所提供的服務。被告進而主張，該公

司在網際網路上所提供的服務不但沒有損及著作權人的市場利益，反而增

加的著作權人音樂 CD 的銷售收入。 

 但紐約南區地方法院則認為，被告公司的平台是否有利於著作權人實

體音樂 CD 的銷售與本案中是否構成合理使用無關，因為被告的行為仍然

侵害到著作權人對於在網路上收聽音樂者收取授權金的市場利益。再者，

本案原告已經採取具體步驟開發類此音樂下載市場，並與他人締結了許多

相關的授權契約，綜合以上考量，法院最終在第四項判斷要素亦做成對著

作權人有利的認定239。由於四項合理使用判斷要素均對被告不利，紐約南

區地方法院最後認定被告合理使用抗辯不成立。 

 本案中，雖然著作權人的授權市場尚未具體成形，但法院亦基於著作

                                                 
236 Umg Recordings v. Mp3.com, Inc., 92 F. Supp. 2d 349, 351 (D.N.Y. 2000) (this is simply another way 
of saying that the unauthorized copies are being retransmitted in another medium . . . an insufficient basis 
for any legitimate claim of transformation.). 
237 Id. at 352. 
238 Id. 
239 Id.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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權人已主動積極發展授權市場的事實，認定被告合理使用抗辯不成立。顯

見，當交易成本有顯著下降可能時法院將傾向拒絕被告合理使用抗辯的主

張。 

 在與著作權利人進行交易的交易成本越高，主張合理使用成功的機會

越高這個命題下，本研究推演出以下幾項子命題供實務界參考： 

H1:系爭著作物在使用當時若屬於無法尋得權利人的孤兒著作，成功主張

合理使用的機會較高。 

說明： 

 所謂孤兒著作是指當利用人欲尋求著作權利人就其使用目的進行授權

時，該著作物之著作權人無法被特定，或即便可特定，該著作權人卻不知

所蹤，此時，該著作物稱之為孤兒著作240。依據伯恩公約的規定，著作的

保護採創作保護主義，不以登記為權利取得要件，與專利法以登記作為取

得權利要件有顯著不同。 

這種規範雖然給予權利人保全其權利的便利性，使著作權人不致因為

未履行形式要件，即無法獲得著作權保障。相對而言，卻增加了著作利用

人的搜尋成本。2005年1月5日，美國參議院兩位參議員Orrin Hatch 與 

Patrick Leahy要求美國著作權局詳細檢討孤兒著作可能產生的問題以及因

應之道，本項提案同時獲得美國眾議院Lamar Smith 與Howard Berman兩位

眾議員的支持。 

                                                 
240 Library of Congress ,Report on Orphan Work, 17, available at 
https://coursewebs-2.law.columbia.edu/Coursewebs/cw_06S_L6341_001.nsf (viewed on 05/17/2006) 
(“a term used to describe the situation where the owner of a copyrighted work cannot be identified and 
located by someone who wishes to make use of the work in a manner that requires permission of the 
copyright own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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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國著作權局於2006年1月對國會提出報告，在該份報告中，著作權局

為了確認問題的存在以及其嚴重性，要求公眾對孤兒著作的問題提供意

見，在所回收的850問卷之中，有接近一半的回答者認為孤兒著作是實際

存在的問題，而非純屬理論上的猜測241。這種情形下，美國著作權局對國

會提出了修法建議，建議立法者思考在著作使用人經過合理的搜尋步驟

(reasonably diligent search)並確保著作權人姓名表示權時，即便日後確實發

生侵權，損害賠償的範圍也應有所限制242。 

 實際上，早在美國思考修法之前，比較法上已有許多對於孤兒著作的

立法例。舉例言之，加拿大著作權法規定，任何人欲利用已發行的著作卻

找不到授權人時，使用人在向加拿大著作權委員會(Canadian Copyright 

Board)申請並預付合理費用後，即可逕行利用該孤兒著作243。 

  

H2:系爭著作物若有著作權仲介團體管理或有交易成本低廉的授權平台，

成功主張合理使用的機會較低。 

說明： 

 我國著作權法第八十一條規定：「著作財產權人為行使權利、收受及

分配使用報酬，經著作權專責機關之許可，得組成著作權仲介團體。專屬

授權之被授權人，亦得加入著作權仲介團體。第一項團體之許可設立、組

織、職權及其監督、輔導，另以法律定之。」著作權仲介團體，顧名思義，

                                                 
241 Id. at 18. 
242 Id. at 112-26. 
243 李婉萍，加拿大、日本關於著作權人不明或失聯時之法定授權制度介紹，科技法律透析，頁

12-15 (2005.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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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由著作權利人以外的第三人集合管理著作權人的著作，如果著作權仲介

團體達到一定規模，著作使用人可以減少尋覓眾多著作權利人協商授權條

件的時間與交易成本，在美國與歐洲的實務操作上，著作權仲介團體已發

揮相當正面的功能，甚至成為代理著作權人對國會進行遊說的重要機構。

依照命題一的意旨，著作物若有著作權人代理，對著作使用人而言交易成

本將顯著下降，此時，成功主張合理使用的機會較低。 

 

H3:系爭著作物若有著作權管理資訊，成功主張合理使用的機會較低。 

說明： 

 依著作權法第三條第一項第十七款規定：「權利管理電子資訊系指於

著作原件或其重製物，或於著作向公眾傳達時，所表示足以確認著作、著

作名稱、著作人、著作財產權人或其授權之人及利用期間或條件之相關電

子資訊；以數字、符號表示此類資訊者，亦屬之。」同法第八十之一條亦

規定：「著作權人所為之權利管理電子資訊，不得移除或變更。但有下列

情形之一者，不在此限：一  因行為時之技術限制，非移除或變更著作權

利管理電子資訊即不能合法利用該著作。二  錄製或傳輸系統轉換時，其

轉換技術上必要之移除或變更。明知著作權利管理電子資訊，業經非法移

除或變更者，不得散布或意圖散布而輸入或持有該著作原件或其重製物，

亦不得公開播送、公開演出或公開傳輸。」 

 著作原件或其重製物若包含揭示權利人及其聯絡方式的電子權利管

理資訊，著作利用人即可輕易查知權利歸屬狀況，大幅降低著作利用人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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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支出的交易成本。但降低交易成本的著作權管理資訊不以電子資訊為

限，如果著作原件或重製物上有其他形式的權利管理資訊，降低交易成本

的效果並無二致，唯一的差別僅僅在於非電子權利管理資訊不適用著作權

法第八十之一條的禁止規定。即便如此，移除或變更著作權管理資訊的行

為仍可能構成刑法上偽造、變造私文書的刑責，不表示非電子權利管理資

訊不具有公信力。在比較法上，美國千禧年著作權法 1202 條對於著作權權

利管理資訊的相關立法就沒有特別區分著作權管理資訊是否以電子資訊

型態存在244。 

 綜上所述，本研究認為不應區分著作權權利管理資訊是否為電子資

訊，只要著作原件或其重製物載有著作權權利管理資訊，均具有降低交易

成本的效果，依照命題一之意旨，成功主張合理使用機會應該較高。 

 

第三節、正向外部性導致的市場失靈 

命題二： 被告利用型態對社會創造的正向外部性越高，市場失靈機會越

高，成功主張合理使用的機會越高。 

 即便著作利用人的利用為社會創造了正向的外部性，且該正向外部性

可以金錢衡量，若外部利益無法由被告享有，被告對於著作權利人的主觀

支付意願(willingness to pay)不會反映社會整體可以得到的好處，利用人願

意投入取得授權的資源將遠遠低於社會最適的要求量。 

如果能夠以金錢衡量的正向外部性都會出現市場失靈的狀況，遑論無

                                                 
244 17 U.S.C 1202(a) (2006)(“(a) False copyright management information. No person shall knowingly 
and with the intent to induce, enable, facilitate, or conceal infringement-- 
   (1) provide copyright management information that is false, or 
   (2) distribute or import for distribution copyright management information that is fals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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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量化的正向外部性。基於教育目的的使用即為一例245，良好的教育環境

雖然可以提供龐大的社會利益，該利益卻幾乎無法以金錢價額衡量。市場

機制下的資源交換隱含不同資源的價值可以相互比較、計算的前提，不可

衡量的公共利益既然沒有辦法透過交易行為人自身利益最大化的過程自

然產生，法院自然可以本於市場失靈理論以合理使用調整資源配置狀態。 

正向外部性是經濟學家的用語，法律學者一般會以公共利益描述類似

的概念。公共利益的定義在法學文獻上有數量說、質量說與折衷說三種說

法，數量說著眼於獲得利益者多寡，多數人利益的結合就是公共利益。質

量說著重於若干價值本身的重要性，即便受益者人數不多，如果所要保障

的價值具有本質上的重要性，仍然為公共利益的範疇。折衷說則主張，公

共利益同時包含數量說與質量說兩種觀念246。本研究不擬對於何謂公共利

益下一正面定義，但前述法學文獻對公共利益的檢討其實反應出若干公共

利益無法量化，但卻具有本質上的重要性。經濟學上亦承認無法以金錢或

其他方式量化的外部利益（non-monetizable interest），現行著作權法更早已

承認此類型合理使用的存在，許多法定類型的合理使用正反應這種思維，

例如現行著作權法第四十九條與第五十二條對於時事的評論、報導所設之

合理使用規定，即為著例247。不過，公共利益與正向外部性在概念上仍有差

                                                 
245 例如我國著作權法第 46 條第 1 項規定：「依法設立之各級學校及其擔任教學之人，為學校授

課需要，在合理範圍內，得重製他人已公開發表之著作。」第 47 條規定：「為編製依法令應經教

育行政機關審定之教科用書，或教育行政機關編製教科用書者，在合理範圍內，得重製、改作或

編輯他人已公開發表之著作。前項規定，於編製附隨於該教科用書且專供教學之人教學用之輔助

用品，準用之。但以由該教科用書編製者編製為限。依法設立之各級學校或教育機構，為教育目

的之必要，在合理範圍內，得公開播送他人已公開發表之著作。前三項情形，利用人應將利用情

形通知著作財產權人並支付使用報酬。使用報酬率，由主管機關定之。」 
246 陳新民，憲法基本權利之基本利論(上)，頁 168-169，台北：三民（1996）。 
247 著作權第 49 條規定：『以廣播、攝影、錄影、新聞紙、網路或其他方法為時事報導者，在報



 

 112

異，因為並不是每一種公共利益均無法內生化到交易者的效用函數中，因

此公共利益不必然是經濟學家在市場失靈脈絡下所稱的正向外部性，本研

究討論法律議題時，雖然會使用法律學者慣用的公共利益一語，但在以市

場失靈討論合理使用範圍的脈絡下，公共利益所指的是交易行為人無法內

部化的利益，及經濟學家所稱的正向外部性，於此先為敘明。 

 Gordon 教授理論中第二項要素亦要求判斷合理使用人的使用模式對

於社會是否有所助益。這也進一步肯認著作物的使用產生的正向外部性越

大，成功主張合理使用的機會越高。本研究本於對美國實務案件的整理建

立以下命題： 

H4:著作利用若屬於對原著作物的諷刺或批評，成功主張合理使用的機會

較高。 

說明： 

(1) Campell v. Acuff-Rose Music 

在 Campell v. Acuff-Rose Music 一案中，被告音樂團體 2 Live Crew 將

電影麻雀變鳳凰(Pretty Woman)的電影主題曲改寫成饒舌歌曲，以諷刺該電

影情節內的拜金主義。舉例言之，被告將歌曲中美麗女人(pretty woman)

改寫為長髪女人（hairy woman）或禿頭女人（bald headed woman），因此

被著作權人以侵害著作權為由（重製權與改作權）提起訴訟。本案原本繫

屬於田納西州中區法院，地方法院認為被告改寫歌曲的行為係對原著作的

諷刺，符合合理使用意旨248。但地方法院的判決嗣後經聯邦第六巡迴上訴

                                                                                                                                            
導之必要範圍內，得利用其報導過程中所接觸之著作。』著作權法第 52 條規定：「為報導、評論、

教學、研究或其他正當目的之必要，在合理範圍內，得引用已公開發表之著作。」 
248 Acuff-Rose Music, Inc. v. Campbell, 754 F. Supp. 1150, 1158 (M. D. Tenn. 199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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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院廢棄，主要原因是該院認為 2 Live Crew 販售改編物，其利用形式具有

商業性，進而假定對著作權人的市場利益造成負面影響249。 

 本案後來獲聯邦最高法院頒發提審令，得以上訴至聯邦最高法院。就

合理使用部分，在第一項判斷要素利用之目的及性質上，傳統上法院多聚

焦於被告的使用模式是否具有商業性。但本案中，美國聯邦最高法院認為

被告的利用模式是否具有商業性或屬非營利性質的使用僅僅是判斷利用

目的及性質時參考要素之一而非全部250。雖然被告 2 Live Crew 確有販售諷

刺歌曲以謀取商業利益的行為，但這不當然表示應在第一項判斷要素上做

成對被告不利的決定。最高法院進一步引進轉化的觀念，認為當被告的使

用內容相較於原著作轉化程度越高，在本項判斷要素下越有利251。本案

中，最高法院認為被告 2 Live Crew 的饒舌歌曲雖然援用不少著作權人所撰

寫的歌詞，但將許多用語改為令人震驚（shocking）的字彙，具有評論他

人著作的功能並產生明顯的轉化效果252，因此在第一項判斷要素上做成對

被告有利的判斷。 

 就第二項要素著作之性質，麻雀變鳳凰的主題曲並非對事實的編輯，

原創性高，接近著作權法保障範圍的核心，對著作權人有利253。就第三項

要素所利用之質量及其在整個著作所占之比例而言，最高法院認為，欲達

諷刺原著作的目的，自然必須使用到原著作相當比例的內容；只要抄襲的

內容為達到諷刺效果所需，即便抄襲原告著作的核心，仍然可能被視為合

                                                 
249 Acuff-Rose Music, Inc. v. Campbell, 754 F. 2d 1429, 1436-1439 (6th Cir. 1992). 
250 Campbell v. Acuff-Rose Music, 510 U.S. 569, 584 (U.S. 1994). 
251 Id. at 579. 
252 Id. at 582. 
253 Id. at 58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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理使用254。相對而言，如果被告利用原著作超過為達諷刺目的所需要的範

圍，合理使用的主張較難成立。本案中，最高法院認為被告使用範圍並未

超過達到諷刺目的所必須，因此，本項要素對被告較為有利。 

就第四項要素利用結果對著作潛在市場與現在價值之影響而言，美國

聯邦最高法院於本項判決中宣示對於批評（criticism）不存在衍生著作物

的授權市場，因為作者一般而言不會主動開發也不願意看到此類著作存

在，正因為如此法院在進行合理使用第四項要素利用結果對著作潛在市場

的判斷時，僅會評估著作權人一般會發展或授權他人開發的市場，由於著

作權人幾乎不可能授權他人對自己的著作進行負面批評，法院假設此類市

場並不存在或不值得保護255。在四項合理使用判斷要素中，有三項要素對

被告有利，僅第二項要素著作之性質對著作權人有利，經綜合考量後，最

高法院最終認定被告改編電影主題曲的利用方式構成合理使用。 

從交易成本的角度以觀，本案並無著作權人難以覓得的問題，因此交

易成本高低無法詮釋最高法院為何選擇在本案引進轉化理論，進而產生擴

張合理使用範圍的效果。但本案中，美國聯邦最高法院明確表示對於諷刺

或批評不存在合理的市場，使用者想要取得授權亦不可得。換言之，本案

並非交易成本大小的問題，而是市場是否存在的問題。 

 雖然本案中，聯邦最高法院並未明確使用正向外部性或者是公共利益

                                                 
254 Id. at 587. 
255 Id. at 592 (“This distinction between potentially remediable displacement and unremediable 
disparagement is reflected in the rule that there is no protectible derivative market for criticism. The 
market for potential derivative uses includes only those that creators of original works would in general 
develop or license others to develop. Yet the unlikelihood that creators of imaginative works will license 
critical reviews or lampoons of their own productions removes such uses from the very notion of a 
potential licensing marke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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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詞，卻不斷強調評論對於社會的重要性。評論他人著作的行為對於著作

權人不但可能沒有任何好處，負面的評論甚至可能對著作權人的名譽產生

傷害。但對社會整體而言，鼓勵社會大眾評論既有著作促進文化發展具有

明顯的正向外部性，似可說明聯邦最高法院選擇引進轉化理論擴張合理使

用範圍的原因。 

 

(2) Mattel Inc. v. Walking Mt. Prods. & Mattel, Inc. v. Pitt 

類似觀念亦出現於美國第九巡迴上訴法院於 Mattel Inc. v. Walking Mt. 

Prods.一案判決。本案原告是芭比娃娃的著作權人與製造者，原告主張被

告公司在市場中販售種種扭曲芭比娃娃形象的商品，例如裸體芭比娃娃、

狀似性感尤物的芭比娃娃甚至被謀殺的芭比娃娃等等，侵害其著作與商標

權。在著作權的爭執部分，被告主張合理使用作為攻擊防禦方法之一。原

告則主張被告對其產品廣泛且毫無限制地負面使用已經足以對其合法的

產品市場（包括芭比娃娃的衍生著作市場以及芭比娃娃本身的市場256）造

成負面影響257，不符合合理使用的規定。 

第九巡迴上訴法院依循 Campbell 一案的判決先例，認為著作權人不大

可能授權另一位藝術家製作批評芭比娃娃形象的衍生著作物，因此著作權

人授權他人製作諷刺芭比娃娃形象的衍生著作物市場根本不存在258，自然

不可能在該市場中受有損害。再者，包括藝術表達自由、文化評論等社會

                                                 
256 因為芭比娃娃這個形象本身的價值因被告的使用而減損，自然會影響到芭比娃娃的銷售。 
257 Mattel Inc. v. Walking Mt. Prods., 353 F.3d 792, 805 (9th Cir. 2003). 
258 Id. (“Nor is it likely that Mattel would license an artist to create a work that is so critical of Barbie. 
"The unlikelihood that creators of imaginative works will license critical reviews or lampoons of their 
own productions removes such uses from the very notion of a potential licensing marke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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利益（不可衡量的外部性）相當龐大259，故法院支持本案被告合理使用的

主張。 

芭比娃娃引起的類似爭議尚有 Mattel, Inc. v. Pitt 一案260。本案中，被

告是一個以芭比娃娃為原型製作一系列在土牢中飽受虐待的芭比娃娃形

象（Dungeon Dolls）的藝術家，被原告以侵害著作權為由在美國紐約南區

地方法院提起訴訟，該院亦基於類似理由認定被告的利用構成合理使用。 

前開判決與 Campbell 一案相同，法院基於被告使用模式系對原著作的批

評，因而判斷著作權人授權他人批判自己著作的市場不存在。 

 

(3) Leibovitz v. Paramount Pictures Corp. 

除了位於美國西岸管轄區域包括加州等內容產業重鎮的第九巡迴上訴

法院外，位於東岸管轄區域包括紐約的第二巡迴上訴法院亦有類似判決，

在 Leibovitz v. Paramount Pictures Corp.一案中，原告 Leibovitz 是一位廣為

人知的攝影家，他於 1991 年 8 月在 Vanity Fair 雜誌上刊登了以知名女影星

Demi Moore 為主角的照片，當時 Demi Moore 正在懷孕中，該照片中，Demi 

Moore 是以全裸入境，以他的右手和右手臂環繞他的胸部，左手臂則環繞

著他已經膨脹的胃部，其臉部表情非常嚴肅，幾乎找不到任何一點笑容。 

被告 Paramount 為一電影製作商，於 1994 年，推出由喜劇演員 Leslie 

Nielsen 主演的電影 Naked Gun 33 1/3: The Final Insult，劇中的賣點之一是

Leslie Nielsen 所飾演的角色赴診所檢查是否具有生育能力，因此引發一系

列的笑點。被告公司試圖設計一電影海報，提醒觀眾特別留意這一段情
                                                 
259 Id. at 806. 
260 Mattel, Inc. v. Pitt, 229 F. Supp. 2d 315 (S.D.N.Y. 20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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節。當時受託製作廣告海報的設計公司提議將男主角 Leslie Nielsen 的頭相

放到一廣為人知的知名女明星的軀體，被告公司隨後同意廣告設計者的構

思。但被告公司並沒有直接擷取原告所拍攝的圖像，而找了另外一位模特

與另一位攝影師，要求他們盡可能模擬出 Demi Moore 在原告所攝圖像中

的姿勢，使觀眾一看到就可以聯想到原告所拍攝的照片。最後所呈現的圖

像，是男主角 Leslie Nielsen 的頭放在一裸體懷孕女性的軀幹上，而該軀體

手的姿勢與環繞的部位與原著中 Demi Moore 相當近似。原告對被告提出

著作權侵權之訴，在眾多防禦方法之中，被告亦提出合理使用作為抗辯。 

本案原繫屬於紐約南區地方法院，原審判決判定被告勝訴，後經上訴

至聯邦第二巡迴上訴法院，該院依循 Campbell 一案最高法院的論理維持地

方法院的原審判決，在合理使用的抗辯上為被告有利的判斷。因為本案涉

及對原告著作的反諷，且反諷本身鼓勵社會文化多元發展，且不存在著作

權人會主動授權的市場，最後支持被告合理使用的主張261。 

 

（4）Gordon 教授的評論 

Gordon 教授亦認為反諷他人著作無法取得授權構成市場失靈，此

類利用形式對於著作權人名譽或感受形成「無價」（priceless）的傷害，

並產生所謂原賦效果（endowment effect）。原賦效果是指人們對一項

財貨或服務主觀價值的評量，會因為該財貨或服務是否屬於自己所有

而不同。當屬於自己時，行為人主觀上所認定的價值將較該財貨或服

                                                 
261 Leibovitz v. Paramount Pictures Corp., 137 F.3d 109, 117 (2d Cir. 19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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務不屬於自己時高262。此時行為人的支付意願（willingness to pay）與

收取意願(willingness to accept)不對等，與一般經濟學上的假定有所不

同。 

若著作權人對於是否進行授權具有完全的決定權，即便他現在處

於被告的地位將願意以一定價額向著作權人取得授權（支付意願），但

在其處於著作權人地位時，即便被告提出同樣的價額尋求授權，著作

權人也不會答應。因此，在原賦效果存在的前提之下，最高的使用價

值（the highest-valued use）將隨著原賦誰屬而有所改變，市場無法對

於此類資源分配提出有效的解決手段263。在市場失靈出現的情況下，

法院自然有以合理使用救濟的正當性。 

 

（5）著作人格權的問題 

 惟應特別注意，我國著作權法採取二元論的保障架構，著作權人就一

著作除擁有著作財產權外，尚有著作人格權，與美國著作權法上著作權人

僅有著作財產權的體系有所不同。但利用人僅能對著作財產權主張合理使

用，不能對著作人格權主張合理使用，因此在我國法的框架下，對原著作

的批評或諷刺若發生毀損著作權人名譽之效果時（我國著作權法第十七條

參照），雖可能構成合理使用，但仍可能構成對著作人格權的侵害，併此

敘明。 

                                                 
262 R. Thaler, Towards a Positive Theory of Consumer Choice, J. ECON. BEHAVIOR AND ORGANIZATION, 1, 
39-60 (1980). 
263 Wendy J. Gordon, On the Economics of Copyright, Restitution, and “Fair Use”: Systemic Versus 
Case-By-Case Responses to Market Failure, 8 J. L. & INFO. SCI. 7, 35-39 (1997) & Wendy J. Gordon, 
Toward a Jurisprudence of Benefits: The Norms of Copyright and the Problem of Private Censorship, 57 
U. CHI. L. REV. 1009, 1042 (19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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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5: 使用者使用的模式若能減少資訊流通障礙而非單純販售著作重製物圖

利，成功主張合理使用機會較高。 

說明： 

(1) Kelly v. Ariba 

在資訊時代，被告對著作的利用模式若能減少資訊的搜尋成本，將產生

極大外部利益。在 Kelly v. Arriba 一案，原告 Leslie Kelly 是一個專業攝影

師，對於一系列拍攝美國西部風景的照片擁有著作權，這些照片分別刊載

於原告經營的網站以及原告授權他人公開使用的網站。被告 Arriba Soft 

Corp.經營搜尋網站，在展示搜尋結果時該網站並非以文字形式展示，而是

以拇指影像的方式呈現。所謂的拇指影像是指將他人網站中全頁網頁縮小

成低解析度、縮小的影像。被告將縮小後的拇指影像儲存於自己的伺服器

上，隨時提供給搜尋者參考。當使用者點擊搜尋網頁所出現的拇指影像

時，被告網站將出現拇指影像的放大版，但該影像周圍的網頁邊框等內

容，則是被告網站的網頁內容264。原告提起侵害著作權之訴，被告則援引

合理使用作為攻擊防禦方法之一。  

在合理使用的四項法定判斷要素中，在使用的目的及性質以及是否具商

業性方面，Arriba 經營的搜尋網站並非公益網站且收取廣告收益，雙方對

於利用性質具有商業性並無爭執，但第九巡迴上訴法院同意下級法院的見

解認為 Arriba 對於原告照片的利用相較於傳統的商業性利用僅具偶然性

（incidental）且不具對著作權人利益的盤剝性(exploitative)。因為 Arriba
                                                 
264 Kelly v. Ariba, 336 F. 3d 811, 815 (9th Cir. 20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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並不是直接使用原告的照片作為經營網站的主要利基，也不是藉由販售原

告著作獲取直接利益。相反地，Kelly 所有的照片僅僅是 Arriba 資料庫中成

千上萬幅影像中的一小部份，並未直接盤剝原告應享有的市場利益265。不

過，Arriba 的利用模式畢竟是商業性的利用，被告進行商業性利用的事實

對被告合理使用主張仍有些許不利266。就轉化的程度而言，法院認為關鍵

的問題是被告對於他人影像進行拇指縮影的使用方式是否已經完全替代

（supersede）了原著作物或僅僅是替原著作物找到了不同性質的使用方式

267。 

雖然 Arriba 百分之百抄襲著作權人的照片，但 Arriba 的拇指影像中，

照片較小、解析度低，與原告原有大小的照片扮演不同角色。著作權人利

用照片呈現美國西部風景的美感，但被告的使用方式是為了方便使用者在

網際網路上找到需要的資訊與影像。在實際使用上，幾乎沒有使用者會將

拇指影像放大還原藉以欣賞美國西部美景，因為拇指影像經放大還原後，

影像的清晰程度將大受影響，很難用作觀賞之用，因此，第九巡迴上訴法

院認為被告的使用方式具有轉換效果268。整體而言，雖然被告的使用方式

具有商業性，但考量被告在使用上所創造的高度轉化效果，法院最終認為

本項判斷要素應做對被告有利的判斷。 

                                                 
265 Id. at 818 
266 Id. (“Because the use of Kelly's images was not highly exploitative, the commercial nature of the use 
weighs only slightly against a finding of fair use.”). 
267 Id. (“. . . merely superseded the object of the originals or instead added a further purpose or different 
character.”). 
268 I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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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第二項要素著作物本身的性質，此類照片的拍攝係經攝影者選取適

當的角度取景而得，具有原創性。但法院提及，這些照片早在被告納入搜

尋引擎資料庫之前已經存在於網際網路，並非未經出版的著作物，一般來

說，已出版著作物的相較於未出版者主張合理使用的機會較高，綜合考量

之下，法院最後認定第二項判斷要素在些微的程度內對著作權人較為有利

269。 

就第三項判斷要素使用的質量而言，法院無法做成對任何一方的有利判

斷，雖然被告拇指影像實際上對原告的照片進行了百分之百的抄襲，但對

於被告的使用目的來說，這種程度的抄襲是必要的，如果被告搜尋引擎顯

示的查詢結果無法展示他人網頁的整體影像，搜尋引擎的使用者如何確認

網站是否包含其所需資訊並透過超連結進一步瀏覽網頁內容，最終將減損

搜尋引擎的實用性（usefulness）270，法院最終在本項要素做出了「中性」

（neutral）的判斷。 

就第四項判斷要素對原告市場或潛在市場的影響來說，第九巡迴上訴

法院認為被告的拇指影像並不會減損原告的市場利益或原告影像的價

值。相反地，被告的搜尋引擎可以使更多人得知原告影像的存在，並導引

更多的使用者到原告或原告授權的網站中進行進一步瀏覽，以看到清楚、

完整的影像（full size）。由此以觀，無論拇指縮影是否存在於原告搜尋引

擎的資料庫中，要下載品質良好的影像唯一的辦法就是瀏覽原告或原告授

                                                 
269 Id. at 820. 
270 Id. at 820-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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權的網站，著作權人的市場利益不會受到負面影響，法院因此認定第四項

判斷要素對被告較有利271。 

綜合前開討論，第三項判斷要素法院做成中性判斷，第二項要素稍微

有利於著作權人，但第一及第四項要素均對被告有利，第九巡迴上訴法院

最終認定被告的利用方式構成合理使用272。 

 

(2) Perfect 10 v. Google 

在 Perfect 10 v. Google 一案中，原告 Perfect 10 擁有諸多裸體模特的照

片與其著作權，並開設了網站按月向訂閱者收取費用，並給予付費會員觀

賞裸體模特照片的權利。原告於本案中對 Google 公司提出著作權侵權訴

訟，原因是該公司的搜尋引擎在使用者以特定關鍵字進行搜尋時，搜尋引

擎會將與關鍵字有關係網站的影像，以拇指影像的方式(thumbnail)顯示於

搜尋結果旁，以供搜尋者進一步參考。 

Perfect 10 隨即對包括 Google、Amazon（與其子公司 A9.com）等設有

拇指影像的搜尋引擎公司提起侵害著作權的訴訟。Perfect 10 對 Google 一

案嗣後繫屬於美國加州中區聯邦法院，該院在 Perfect 10 v. Google 一案最

終頒發暫時性禁制令，禁止 Google 繼續創造與公開展示 Perfect 10 擁有的

著作權的影像273。  

法院頒發暫時禁制令的舉動等同於法院認定 Perfect 10 對於 Google 等

搜尋引擎公司侵害著作權的主張有可能被接受，即 Google 合理使用抗辯被

                                                 
271 Id. at 821.  
272 Id. at 822. 
273 Perfect 10 v. Google, Inc., 416 F. Supp. 2d 828 (D. Cal. 20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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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院採用的機會不高。加州中區法院最終認為，手機使用者可以下載並將

縮小後如拇指般大小的圖片儲存在手機上作為手機桌面。使用者如果可以

在 Google 的影像搜尋引擎下載免費圖片，就不需要向 Perfect 10 付費購買

縮小尺寸的影像。有鑑於此，地方法院最終拒絕接受被告合理使用的主張。 

        本案上訴後，Perfect 10 對 Google 的訴訟與其與 Amazon 的訴訟兩案

合併，一併由第九巡迴上訴法院審理。在合理使用的爭議上，就第一項判

斷要素利用之目的及性質，第九巡迴上訴法院認為，有鑑於本案中 Google

搜尋引擎所涉及的公共利益遠遠超過 Google 透過縮小影像可以獲得商業

利益，且原告擁有著作權的圖片在搜尋引擎中發揮完全不同的功能274，第

九巡迴上訴法院認定 Google 所使用的拇指影像相較於 Perfect 10 的原著作

已有相當轉變275。 

就第二項判斷要素著作的性質，第九巡迴上訴法院認為原告所拍攝的

照片展現了創意，接近著作權法保護的核心，對著作權人有利276。就第三

項要素所利用之質量及其在整個著作所占之比例，法院認為被告的拇指縮

影雖然完全抄襲權利人的著作，但抄襲的範圍卻是搜尋引擎所必須，因此

在第三項要素做出中性判斷277。就第四項要素利用結果對著作潛在市場與

現在價值之影響而言，第九巡迴上訴法院首先強調被告的使用模式已經有

了相當程度的轉化，並不是著作權人照片的直接替代品。至於手機下載市

                                                 
274 Perfect 10, Inc. v. Amazon.com, Inc., 487 F.3d 701, 721 (9th Cir. 2007) (“Although an image may 
have been created originally to serve an entertainment, aesthetic, or informative function, a search engine 
transforms the image into a pointer directing a user to a source of information.”). 
275 Id., at 723  (“We conclude that the significantly transformative nature of Google's search engine, 
particularly in light of its public benefit, outweighs Google's superseding and commercial uses of the 
thumbnails in this case.”) 
276 Id. at 723. 
277 Id. at 7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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場的損害，該院認為並沒有直接的證據顯示損害確已造成，因此在本項要

素亦做成對被告有利的判斷278。綜合四項判斷要素後，第九巡迴上訴法院

最後選擇支持被告的合理使用抗辯。 

該院認為，就如同 Campbell 一案中，最高法院認為對於原著作的諷刺

因為提供社會大眾廣泛利用現存著作並本此持續創新的效果，因之認定被

告的使用模式相較原著作已有實質改變，構成合理使用；本案中搜尋引擎

亦能鼓勵社會廣泛利用既存著作持續創新，同樣具有社會利益279。更精確

的說，搜尋引擎所帶來的社會利益甚至遠大於對原著作諷刺所創造的公共

利益，因為後者對社會或許僅能帶來娛樂效果，但搜尋引擎所引導的創新

不限於此，合理使用的主張更應獲得支持280。 

第九巡迴上訴法院於本案中清楚表明合理使用的判斷必須要彈性考

量當時的情況，系爭使用所創造的公共利益（即正向外部性）越大，被告

主張合理使用成功的機會也越大。本案中，該院即本於搜尋引擎減少資訊

搜尋成本與鼓勵持續創新所帶來的公共利益，在進行合理使用分析時，採

取有利於搜尋引擎業者的解釋。 

Perfect 10 與 Kelly v. Arriba 兩案均涉及縮小展示他人圖像是否合理。

但在 Kelly v. Arriba 一案判決當時的時空，將低解析度的影像下載至手機螢

幕並不普遍，因此法院認為 Arriba 資料庫中的拇指縮影不會影響著作權人

的利益，反正所有必須下載的使用者最後一定要回到著作權人所經營或所

授權的網站中才能進行有意義的下載。但在手機廣為流行，將縮小影像作

                                                 
278 Id. at 724-25. 
279 Id. at 720. 
280 Id. at 7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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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手機螢幕蔚為流行之後，拇指縮影具有獨立的市場價值，許多人因此預

期 Perfect 10 一案法院應該會做成對著作權人有利的判決，但法院明顯基

於搜尋引擎所創造公共利益遠大於著作權人所創造的市場利益，因而支持

被告合理使用的主張。 

 

（3）兩案的比較與命題的呈現 

在 Kelly v. Arriba 一案中，第九巡迴上訴法院亦特別提到，被告的搜尋

引擎可以提高使用者在網際網路上取得資訊的能力，有利於公眾使用281，

並因而擴張了先前存在的合理使用範圍。傳統上法院判斷被告的使用內容

相較於著作權人原作是否具有轉化效果時，主要是比較原著作與被告創作

內容的差異。以 Campell v. Acuff-Rose Music 一案為例，被告的歌詞與麻雀

變鳳凰的主題曲相較，內容上已有極大不同，聯邦最高法院因此認為被告

使用的內容相較於原著作已高度轉化。但在 Kelly v. Arriba 一案中。被告使

用的內容與原著內容上完全相同，最多僅有解析度大小的差異，依照傳統

的論理邏輯，幾乎沒有空間認定被告使用內容具有高度轉化效果。但本案

中，第九巡迴上訴法院擴張了原先轉化理論的內涵，將原先比較著作內容

的法則擴張至使用目的的比較，擴大合理使用範圍以維繫搜尋引擎運作的

意圖非常明顯。 

降低資訊流通的交易成本不但可以加快資訊流通的速度，促進文化發

展，符合著作權法第一條所揭示的立法意旨，亦符合知識經濟促進知識流

                                                 
281 Id. at 8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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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的價值282，具有明顯的外部效益，法院在 Perfect 10 v. Google 選擇放寬

先前 Kelly v. Arriba 一案所確立的轉化標準，足以支持本研究正向外部性越

強，被告成功主張合理使用的機會越大的觀點。 

但任何主張合理使用的利用模式背後都或多或少涉及新的知識傳播

或加值模式，降低整體社會的資訊運用成本。舉例言之，任何一種侵權販

售他人著作重製物的行為，因為在市場上提供更多著作物流通，在一定程

度上亦減少資訊流通障礙，因而創造公共利益，但是否構成合理使用仍然

必須逐一適用 Gordon 教授三階段判斷準則予以審查。 

 

第四節、不同效率概念的應用與強制徵收的爭議 

 前述正向外部性與交易成本過高所驅動的合理使用隱含不同的效率觀

念，在交易成本過高導致嚴重市場失靈，因為著作權人無法自行為人利用

著作的行為獲取利益，允許合理使用不但增進利用人的效用，並且不會對

權利人造成損害，屬於柏瑞圖式的效率增進（至少一個人得到好處，但卻

沒有一個人受到損害）。 

 但基於正向外部性產生的合理使用，除非同時產生嚴重市場失靈，著

作權人的市場利益必然受到或多或少的影響，若非公眾或著作利用人得到

的效用更高，法院沒有支持合理使用的理由。此時法院合理使用的判斷不

再屬於柏瑞圖式的效率增進，因為著作權人的市場利益已經受到損害，最

                                                 
282著作權法第六十五條第二項第一款要求司法者在判斷合理使用案件時必需注意利用之目的及

性質，包括係為商業目的或非營利教育目的。使用者的使用目的若是基於非營利的教育目的，成

功主張合理使用的機會較大乃當然之理。這也可以視為法律條文本身間接承認公益性可以最為合

理使用的判斷指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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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僅構成 Kaldor & Hicks 概念下的效率增進，亦即總體社會因為合理使用

所獲得的利益高於損害。 

 但著作權人因為總體社會效率增進所做的犧牲有一定上限，不然形同

國家進行違法徵收(taking)。所謂徵收，是指國家剝奪權利人的財產權，但

應給予適當補償，著作權亦不例外283。在權利社會化的理念下，任何人的

財產權都對社會負有一定義務，並不是所有國家對財產權的限制均得主張

合理補償，舉例而言，我國民法物權編中相鄰關係的立法就是對個人財產

權的限制，但權利人並沒有向國家聲請補償的權利。但這項義務並非無限

上綱，當國家對人民財產權的限制超過一定範圍時，即有義務予以適當補

償，這也構成法院做成合理使用判斷的界線。 

 我國大法官會議解釋第四百號曾宣示：「憲法第十五條關於人民財產權

應予保障之規定，旨在確保個人依財產之存續狀態行使其自由使用、收益

及處分之權能，並免於遭受公權力或第三人之侵害，俾能實現個人自由、

發展人格及維護尊嚴。如因公用或其他公益目的之必要，國家機關雖得依

法徵收人民之財產，但應給予相當之補償，方符憲法保障財產權之意旨。」

美國法上，依據聯邦憲法第五修正案的規定，政府不得在未給予人民適當

補償之前，將人民的財產用作公共使用（public use）。但政府什麼程度的

限制始構成對人民財產權的徵收，仍然是司法實務上的難題。現有的徵收

案件，絕大多數涉及土地，但其論理邏輯，亦可適用於著作權。Lucas v. South 

Carolina Coastal Council 一案中，美國聯邦最高法院表示，如果一項法規的

                                                 
283 陳新民，著作權的社會義務：由德國憲法學的角度檢驗智慧財產權的保障及其限制，台大法

學論叢，第三十四卷第四期，頁 117(20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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效果造成他人無法將其所有土地作任何產生經濟收益的使用 (all 

economically beneficial uses)，除非政府使用的目的是為了防止普通法上所

禁止妨礙他人的行為（nuisance），應予以適當補償284。如果法規僅造成土

地價值的減損，而非剝奪他人土地產生經濟收益的可能，美國聯邦最高法

院在 Penn Central Transportation C. v. City of New York 一案中宣示，判斷是

否構成徵收除了觀察土地所有人經濟收益的減損外，最重要的關鍵是土地

所有人基於投資可合理預期的經濟收益（distinct investment-backed 

expectations）落空的程度285。 

 著作權人基於公益犧牲的界限在德國法上也有重大爭議，早在 1971

年，德國聯邦憲法法院即針對教科書納入他人著作無需支付權利人權利金  

之合憲性以及教育機關內部使用他人著作無須付費之合憲性進行裁判

286，聯邦憲法法院基本上認為著作權人基於公益需作的犧牲應由立法機關

界定287，但兩案中，聯邦憲法法院均以『「未剝奪著作權人的其他得行使

之權限」為由，否認構成徵收之侵害』。其立場似與美國 Lucas v. South 

Carolina Coastal Council 一案類似，只要權利人就系爭著作權仍有其他使用

用途，原則上，立法限制不構成徵收。惟應特別注意，德國亦有學者認為，

著作權人就其權利因公益所做的犧牲應構成「特別的徵收侵犯」，國家應

予以補償，但此見解尚未廣被接受288。 

                                                 
284 Lucas v. South Carolina Coastal Council, 505 U.S. 1003, 1019 (1992). 
285 Penn Central Transportation Co. v. City of New York, 438 U.S. 104, 124 (1978) (“The economic 
impact of the regulation on the claimant and, particularly, the extent to which the regulation has 
interfered with distinct investment-backed expectations are, of course, relevant considerations.”). 
286 前揭註 283，頁 127。 
287 同前註，頁 139。 
288 同前註，頁 169-7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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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述判決雖然是檢驗政府的法規命令是否造成徵收，但法院為國家機

關之一，合理使用的判決又具有剝奪著作權人經濟利益的效果，前述判決

邏輯應可類推適用。本此，在未發生嚴重市場失靈的情況下，法官若基於

正向外部性決定做成合理使用判斷時289，如果著作利用的利用方式嚴重妨

礙著作權人本來可合理預期的經濟收益，或合理使用的判決形同剝奪著作

權人自著作物獲取經濟收益的所有可能，法院應拒絕被告合理使用的主

張。 

其實，利用行為不得阻礙著作人對其著作作品之正常利用以及不合理

地損害著作人法定利益，本來就是伯恩公約對合理使用所設定的條件290。

Gordon 教授亦特別強調若合理使用對著作權人造成實質損害時，法院不應

支持合理使用的判斷，其中亦隱含避免法院合理使用對著作權人的市場利

益施以違憲的負擔。前述國際法的義務以及徵收補償的應可補充 Gordon

教授預防實質損害的概念，成為法院因正向外部性而做成合理使用判斷的

界線。 

 

 

  

                                                 
289 學者陳新民認為，著作權只有在為維護公共利益絕對必要的情況下，始應予以限制，且這種

犧牲不得基於「概括公益」。舉例言之，國家不得基於財政困難此一概括公益，而對著作權加以

限制。同前註，頁 170。 
290 伯恩公約（Berne Convention for the Protection of Literary and Artistic Works）中，締約國若要限

制著作權人權利的行使，必須符合「公平合理」的條件，而所謂公平合理包括以下幾種行為態樣：

利用行為不得阻礙著作人對其著作作品之正常利用、利用行為對於著作人之合法利益未造成不合

理損害、利用行為不得超過使用目的之必要限度等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