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論數位著作之權利耗盡—從數位二手市場到雲端服務平台 

中文摘要 

傳統上著作物與著作權是兩個涇渭分明的概念，購買著作物不當然取得與之

相關的著作權，反過來說，即便僅獲得有限的著作授權，亦不影響該著作物的所

有權歸屬。為了將利益最大化，著作權人試圖透過契約架空權利耗盡，最常見的

方式是透過定型化契約、以授權代替銷售，直接阻斷著作物所有權移轉的發生，

但權利耗盡肩負著調和著作物所有權人與著作權人間權利衝突的任務，若允許著

作權人以契約打破平衡，將使著作利用人陷入使用處處受制的窘境，亦有損文化

推廣、知識傳承的著作權制度本旨。 

隨著數位科技的發展，著作物逐漸走向無體化，在無體著作物與著作權本身

界線模糊的情況下，權利耗盡應如何適用遂成為一個複雜的問題。本論文以有體

物變成無體物的著作物型態轉變做為切入點，討論著作數位化下的權利耗盡面對

的挑戰，並對實務上常用的規避手段進行分析，進一步提出著作物授權和銷售契

約的辨別標準，同時提出對電子定型化契約適法性的判斷方式。 

近年發展蓬勃的著作訂閱服務，更是完全跳脫產品交易模式下存在的耗盡問

題。本論文最後便以現存不同數位著作（音樂、電子書、軟體）的服務平台為中

心，藉由其運作模式的介紹來分析當著作與雲端結合後，除了傳統存於著作上的

使用限制外，還有哪些影響著作利用人的選擇因素。 

關鍵字：權利耗盡、授權條款、定型化契約、雲端服務、服務層級協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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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act 

In the traditional copyright world, “copyright” and “copy” are precisely different 

concepts. It’s quite easy to understand the idea that buying a copy, i.e. a book, doesn’t 

mean you own the copyright of the copy. Put it differently, though a book buyer only 

gets limited rights about the book, the buyer is still the book owner. To maximize the 

profit, copyright holders try hard to enhance their control over the copies, including 

banning consumers on reselling their own copies, and there are many ways to achieve 

this goal, such as DRM and contracts. 

The copyright exhaustion doctrine is a solution for balancing the conflict between the 

rights of intellectual (the copyright holder) and physical property (the owner of the 

copy). Copyright law shall not allow copyright owners to get around the copyright 

exhaustion doctrine by signing contracts.  

However, the line between “copyright” and “copy” becomes vague because of digital 

technologie, and how to apply copyright exhaustion doctrine to intangible copies is a 

complex issue. This dissertation discusses the challenges raised by the changing of 

“copy” itself, evolving from tangible to intangible, and trying to propose a reasonable 

standard to distinguish “license” and “sale”. 

In recent years, “copyright subscription service” model is a new trend in the field of 

digital works, including music, ebooks and software markets. In copyright 

subscription service model, customer must pay a subscription fee to access to the 

product/service (copyrighted work) so copyright owners can control over all access to 

their works. In this situation, the copyright exhaustion doctrine plays no role because 

no ownership-transfer occurs in subscription service transaction. This dissertation 

introduces different copyright subscription services and tries to figure out what factors 

may influence users’ decision making in this emerging copyright subscription 

services.  

 
Key Words：Copyright exhaustion doctrine, EULA, standard conteact, cloud service, 
Service Level Agreement, SL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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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緒論 

第一節 研究動機與研究架構 

電子書、iTunes 在市場上取得的成功有目共睹，而軟體服務雲端化的現象也

日益普遍，這些現象顯示著作數位化已成為不可抵擋的趨勢。而著作物數位化不

但使重製和傳遞成本大幅降低，電子化也讓權利人有機會利用內嵌式契約（點選

契約、瀏覽契約）控制著作接觸者的使用行為；若仔細閱讀安裝軟體前要求消費

者同意的使用條款，或電子書、數位音樂銷售平台上的服務條款，就能發現著作

權人針對轉售、租借、傳輸、修改、甚至是在何處使用、在哪些特定設備上使用，

都設下重重限制。 

理論上，一旦取得著作物所有權，除非侵害著作排他權，否則如何利用該著

作物應屬著作物所有權人之自由，這也是著作權權利耗盡最初的概念；但著作權

人透過契約，將各式各樣的使用限制列為獲得授權的前提要件，擴張法定著作排

他權範圍，進而達到架空法定著作權限制（如合理使用與權利耗盡）的目的。筆

者不禁思考，是否一旦同意這些使用條款或服務契約，便只能依照著作權人單方

制定的遊戲規則利用著作物，抑或存在某些無法透過契約改變的著作利用者權？

這便是本論文的發想起源。 

著作數位化帶來最大的改變就是實體著作物（著作媒介物）的消失，但無體

著作物與著作權間界線相當模糊，偏偏能適用權利耗盡原則的主體僅有著作物，

若著作物從交易中消失，權利耗盡原則自失所附麗。權利耗盡應如何適用於數位

著作這個議題的有趣之處在於，為了防堵著作權侵害、斷絕二手市場出現，實務

上已發展出許多防堵權利耗盡的手段，包括科技保護措施和內嵌於著作物的定型

化契約，雖不至於明目張膽地標示「本交易排除權利耗盡之適用」，卻透過阻斷

銷售發生來架空權利耗盡。當然，市場上也不乏挑戰上述著作授權契約的商業模

式，這些商業平台開發出避免重製物產生的技術，試圖解決數位著作移轉時，必

須面對的重製侵害問題，致力讓無體著作物與有體著作物的交易沒有兩樣，惟能

否在法律上站得住腳仍頗受質疑。正是因為無論從理論上、實務運作上，都出現

種種挑戰數位著作權利耗盡的攻防，筆者方選擇以此為題進行研究。 

本論文第一章緒論先談筆者採用的研究方法與主要資料來源，並透過研究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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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將研究範圍限縮得更明確；第二章將著作權權利耗盡理論的起源與背後的政策

思考作一扼要介紹，再點出數位著作對權利耗盡適用造成的衝擊。從第三章到第

六章，本論文將依照數位著作交易型態的遞嬗為脈絡進行論述，從傳統的實體物

銷售到無體物授權，最後脫離提供產品的思維，轉向單純給予著作利用機會的服

務提供模式。 

第三章與第四章談著作權法與契約的關係，歸納著作物從實體物過渡為無體

物階段產生的問題；此階段的交易客體雖仍為實體著作物，但其多可被電腦輕易

重製並分享給他人，對著作權人構成極大的威脅，也因此著作權人試圖透過契約

提高對著作物的控制。第三章分析得否以契約排除部分著作權法的權利限制，並

思考若答案為肯定，其界限又何在；同時，對數位著作中常見的定型化電子契約

的緣起與效力進行檢討。第四章主要涉及的法律問題為銷售與授權之區辨，此為

規避著作物所有權移轉最常見的手段，交易一旦被認定為授權，就無需受到權利

耗盡制度的限制。美國法院對此議題在 2010 的 Vernor 案後有了較統一的見解，

但其過度偏重對著作權利人保護的解釋方式備受學界批評，本論文將針對 Vernor

案與其後續影響進行詳細分析。 

第五章至第六章跨入無體著作物的時代。第五章先談市場上實際存在的二手

數位著作平台，觀察他們如何運用科技規避著作侵害的訴訟風險；第六章則檢討

當著作物的提供方式從產品導向變為服務導向時，權利耗盡恐再無用武之地的尷

尬現象，更進一步觀察當數位著作與雲端服務結合，將面對哪些商業與法律的新

挑戰。最後，第七章為結論章，總結整個數位著作交易模式的改變與每次典範移

轉遇到的關鍵問題，並提出未來研究方向的建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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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 論文研究架構示意圖 

（本研究自行繪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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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 研究方法與研究限制 

本論文透過蒐集國內外文獻與判決進行討論與分析，但為瞭解實務上著作權

人如何控制著作使用，除了傳統法學方面的資料，也大量蒐集各廠商設計的使用

契約和服務條款，藉此一探架空著作權權利耗盡的各種手段。國外文獻蒐集將以

美國為主，但因近年歐盟與中國大陸皆發生相當具代表性之爭議案件，故仍對其

進行分析與介紹，提供數位著作適用權利耗盡的另一個思考方向。 

由於筆者關注的焦點在數位著作之權利耗盡，從而，評述重心放在數位著作

帶給著作權的衝擊，即從實體著作物走向無體著作物帶來的整個環境改變，因

此，對於傳統上著作權應採納國際耗盡或國內耗盡等議題不另花篇幅討論。又，

數位著作的另個特徵在著作權人能藉由權利保護措施，限縮著作使用人的利用空

間，筆者意識到此議題的重要性，故在相關章節中會提及此點；惟，因權利保護

措施涉及合理使用的架空，若進行完整分析將無可避免從技術面、經濟實證面與

著作利用人的使用者權等面向切入檢討，宥於篇幅與能力的限制，筆者無法深入

闡述，合先敘明。 

傳統探討法律原則之適用，多會對各國立法例進行詳盡介紹，但本論文欲將

精力放在實務如何操作這些規範上。尤其，在無體著作物重要性不斷提高的這十

年，各國幾乎未因此修改權利耗盡之規範，而是讓法院利用法釋義學，將權利耗

盡規範涵攝至各項無體著作物；對此，筆者認為就立法例詳加檢討，對思考數位

環境下的權利耗盡運用貢獻不大，因而，本論文僅簡單將適用權利耗盡之幾個要

件扼要點出，不另闢章節討論立法例。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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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著作權權利耗盡理論發展 

第一節 權利耗盡理論的緣起 

壹、 權利耗盡的立法例簡述 

權利耗盡制度乃對著作散布權之限制，故在介紹權利耗盡前，應先對散布權

有所認識。首先，散布與散布權在我國是兩個不同的概念，依照我國著作權法第

3 條第一項第 12 款規定，散布行為係指「不問有償或無償，將著作之原件或重

製物提供公眾交易或流通」；而散布權定義在同法第 28 條之一提到「著作人除本

法另有規定外，專有以移轉所有權之方式，散布其著作之權利」1。需要說明的

是，散布權本有廣狹義之概念，而台灣對散布權採用的是狹義的概念，即僅限於

移轉著作物所有權方式使之流通 2，而廣義的散布權可以包含諸如出租、互異、

借貸等方式將著作物提供交易或流通，美國著作權法對散布權即採廣義之定義 3。 

無論對散布權採取廣義或狹義的概念，權利耗盡原則適用的對象皆是針對

「著作物」而非「著作權」本身，台灣著作權法在 59 條之一規定「在中華民國

管轄區域內取得著作原件或其合法重製物所有權之人，得以移轉所有權之方式散

布之。」；而美國著作權法關於權利耗盡之規範，則規定在 109 條(a)款前半段：

「依本法合法作成之特定重製物或錄音物之所有人，或其所授權之任何人，得在

未經著作權人授權之情況下，販售或處分該重製物或錄音物 4」。綜上，有權得

主張權利耗盡者，必須為合法著作物的所有權人 5，且也只能針對該特定著作物

1 著作權法第 3 條第 1 項第 12 款規定之散布行為，指事實行為，其較散布權以移轉所有權方式

為限更加廣泛。侵害散布權的處罰規定須依著作權法第 91 條之一處理，而以移轉散布權以外之

行為散布著作物者，則須依照 87 條第一項第 6 款「視為侵害著作權」加以處理。 
2 台灣之立法仿照 WCT 與 WPPT 之規範，而 WCT 與 WPPT 對散布權亦皆以移轉所有權為要件，

採狹義的散布權定義。羅明通，著作權法 I，頁 600-601，第七版，2009 年。 
3 同前註，頁 601。美國著作權法第 106 條第 3 項規定，著作人享有將著作物或錄音物以移轉所

有權、租賃、出借等方式散布於公眾。法條原文：Subject to sections 107 through 122, the owner of 
copyright under this title has the exclusive rights to do and to authorize any of the following: (3) to 
distribute copies or phonorecords of the copyrighted work to the public by sale or other transfer of 
ownership, or by rental, lease, or lending;… 
4 Notwithstanding the provisions of section 106 (3), the owner of a particular copy or phonorecord 
lawfully made under this title, or any person authorized by such owner, is entitled, without the 
authority of the copyright owner, to sell or otherwise dispose of the possession of that copy or 
phonorecord. 
5 合法的著作物也可能涉及國際耗盡與國內耗盡的問題，2013 年 3 月 19 日美國最高法院針對

Kirtsaeng v. John Wiley & Sons 案（133 S. Ct. 1351, 2013）作出判決，認為著作權法第 109 條(a)
款適用上並無地理上的限制（says nothing about geography），因此，即便是美國境外製造的合法

著作重製物亦可主張權利耗盡。惟，礙於篇幅，本論文對於著作權國際耗盡或國內耗盡的爭議不

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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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張，據此，影響權利耗盡適用的關鍵就在於合法重製物、所有權移轉與針對該

特定著作物主張這三點。 

值得思考的是，僅有實體著作物有權利耗盡的問題嗎？在 92 年七月著作權

法修法時，立法者考量數位環境下重製不以「有形」之重複製作為限，而將有形

限制刪除 6，此後，當著作以數位方式儲存時，包含上傳下載檔案、把數位資訊

儲存於硬碟或光碟等，只要機器設備仍能感知著作內容，就會構成重製。一般權

利人主張散布權侵害，多是碰到他人以侵害重製權方式產生非法著作物，再將著

作物散布於市場，當重製不再以有形重製為限時，散布權的客體應否擴及無形之

重製物？ 

對於這個問題，智慧財產法院刑事 99 年度刑智上易字第 80 號判決表示：「散

布權之客體為實體世界中著作原作或著作重製物之有體物，而不包含有線、無線

廣播、網路廣播或傳輸之無體物。」判決使用廣播、傳輸等詞，應係針對原先就

不曾附著於特定媒介之著作(如尚未錄音錄影之演講、表演)，無法主張權利耗

盡，但台灣法院目前尚未碰到無體著作物主張權利耗盡的案件，還未有穩定的實

務見解；而美國最近則在 ReDigi 案處理此議題，本論文擬在後續第五章進行檢

討。 

貳、 權利耗盡背後的政策考量 

權利耗盡身為散布權的權利限制，其制度宗旨在平衡「著作物所有權人」與

「著作權利人」間的關係（或稱著作權人與物權人之關係），因為著作權人需要

透過著作物讓公眾接觸，並從中獲得創作報償，但交易相對人對於該著作「物」

應享有所有權人得主張之權能，此時，若允許著作權人干涉交易相對人對著作物

的使用，著作權人將與著作物所有人產生衝突 7。 

我國智慧財產法院在 99 年度刑智上易字第 80 號判決有精闢的論述：「散布

多做說明。 
6 92 年修法前對重製之定義為：「重製：指以印刷、複印、錄音、錄影、攝影、筆錄或其他方法

有形之重複製作。於劇本、音樂著作或其他類似著作演出或播送時予以錄音或錄影；或依建築設

計圖或建築模型建造建築物者，亦屬之。」 
7 See Gregory Capobianco, Rethinking ReDigi: How a Characteristic-Based Test Advances the 
“Digital First Sale” Doctrine Debate, 35 CARDOZO L. REV. 391, 408 (2013)；相同見解，沈宗倫，著

作物製造地與權利耗盡原則一以美國修正式的國際耗盡原則為借鏡檢視我國權利耗盡原則的修

正方向，台北大學法學論叢，86 期，頁 245-246，2013 年 6 月。 
12 

 

                                                                                                                                                        



‧
國

立
政 治

大

學
‧

N
a

t io
na l  Chengch i  U

niv

ers
i t

y

論數位著作之權利耗盡—從數位二手市場到雲端服務平台 

 

權與重製權為著作權人在實體世界掌控其著作重製物流通之重要權能，而基於公

益之考量，則以第一次銷售理論就散布權予以限制，明確劃分『著作財產權人之

散布權』與『著作原件或重製物所有人之所有權』之分界 8。……所謂第一次銷

售理論（First Sales Doctrine），學理上又稱耗盡理論、用盡理論（Exhaustion 

Doctrine），係指著作權人一旦出售其著作物或移轉其所有權，即喪失對該著作物

應否散布、如何散布之控制力，亦即著作權人對於著作原件及合法重製著作物之

散布權，於首次出售或移轉其所有權予他人時，即已耗盡，則取得著作原件及合

法重製著作物之人將之再次出售或移轉所有權，著作權人不得再對其主張散布

權，是以取得著作原件及合法重製著作物之人就該合法重製著作物享有完全之自

由處分權。」 

除了平衡著作人與著作物所有人間的關係外，權利耗盡還有其他社會功能，

茲介紹於下。 

一、透過對著作近用權(access)的保障，達到文化保存與促進創新的目的 

權利耗盡是二手市場存在的前提要件，這表示消費者有機會以較低價格獲得

著作物，同時，因為著作物所有人得完整行使對物之控制支配權，使得出租、出

借著作成為可能的商業模式，這代表著作利用人能以較低成本獲得利用著作之機

會 9。另外，權利耗盡也保障市場對於孤兒著作或其他已不在市面上流通的孤本，

不因無法獲得著作權人之許可而失去接觸與利用的可能 10。畢竟，著作權法賦予

著作權保護，是在提供誘因並刺激創作，給予排他權保護是種「手段」而非目的；

而無論是從經濟層面或技術層面切入 11，能讓公眾能更容易取得著作才是符合著

作權法的終極目標，即「促進國家文化發展」。 

其實，權利耗盡除了能達到文化保存與促進公眾進用的目標外，對於刺激創

新亦有所貢獻。權利耗盡帶來的創新可分成三種：其一為促進原創作者的創新，

8 相同見解，可參考高等法院 92 年度上易字第 1675 號刑事判決、智慧財產法院 97 年度刑智上

易字第 43 號刑事判決、智慧財產法院 98 年度刑智上易字第 32 號刑事判決。 
9 Aaron Perzanowski & Jason Schultz, Digital Exhaustion, 58 UCLA L. REV. 889,894 (2011). 
10 See id. at 895. 
11 有以 accessbility 與 availability 稱之。Jonathan C. Tobin, Licensing as a Means of Providing 
Affordability and Accessibility in Digital Markets: Alternatives to a Digital First Sale Doctrine, 93 J. 
PAT. & TRADEMARK OFF. SOC'Y 167 (2011), available at SSRN: 
http://papers.ssrn.com/sol3/papers.cfm?abstract_id=1899352 (last visited: 2013/1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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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為了創造與二手市場中原著作的差異性，可能進行改版；第二種是刺激二手

市場提供者進行創新，即觸發新的商業模式或新科技應用的產生；第三種是著作

使用者本身的創新，可能是發現新用途或為符合自身需求而做出修改，例如越野

腳踏車騎士對腳踏車或騎士服進行改造 12。 

二、保護消費者隱私 

如果沒有權利耗盡原則，消費者轉售著作物前還需取得著作權人的同意，這

表示著作權人能追蹤其作品在市場上的動向，並知曉每筆交易的參與者；對於涉

及敏感性議題的著作物而言，此要求將使貨物流通面臨寒蟬效應 13。其實，儘管

交易標的不具爭議性，但讓著作權人取得著作交易者資訊仍會破壞消費者對交易

匿名性的期待，這在目的為市場競爭而需取得著作物的情境中尤其明顯，諸如為

了進行還原工程、市場調查等 14。 

三、促進市場效率並降低交易成本 

若每個著作物上都存在不同的使用限制與交易條件，消費者需耗費成本進行

了解與選擇 15。基於貨暢其流的概念，讓著作權人在獲得足夠的報償後，不得再

干涉該著作物在市場的後續流通，該著作物的後手也不會在未參與磋商的情況

下，無法主張對著作物享有完整的占有和使用權能。 

參、 著作權利人排除權利耗盡發生的原因 

一、防堵使用者替代（User Substitution）與使用者擴散（User Proliferation）16 

使用者替代是指有權利用著作物者在將使用權移轉給他人時，同時放棄自己

對該著作物之使用權；而使用者擴散則指，有權利用著作物之人將使用權移轉給

他人時，仍保留對該著作物的使用權。二者的主要差異在於，得利用著作物的總

體人數是否增加 17。從著作權法中採納權利耗盡制度的角度切入，立法者對於使

12 See Perzanowski & Schultz, supra note 9, at 897-899. 
13 See Perzanowski & Schultz, supra note 9, at 896. 
14 Theodore Serra, Rebalanceing at resale: Redigi, Royalties, and the Digital secondary market, 93 
B.U.L. REV. 1753, 1776 (2013).  
15 See Perzanowski & Schultz, supra note 9, at 896-897. 
16 Vivian F. Wang, Sale or License？ UMG v. Augusto, Vernor v. Autodesk, and the First Sale 
Doctrine, 19 TEX. INTELL. PROP. L. J. 1, 9-14 (2010). 
17 See id. at 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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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者替代應採取正面的態度，透過市場交易活動讓更多人能接觸著作，以達成文

化推廣和保留的目的。法律賦予著作權人散布權，就是讓著作權人能控制進入市

場的著作物總量，假設每一份進入市場的著作物都是在著作權人同意下發生，則

著作物後續如何在不同的利用人間移轉，著作權人不得再行干涉。 

當然，並非所有在市場上流通的著作物都是經過著作權人同意後才發生，杜

絕盜版是個不可能的任務，對於這些非法流通的著作物，著作權法提供權利人許

多抗衡手段：對於從事非法重製者可主張重製權侵害，對於非法散布者可主張散

布權侵害。著作權法提供權利人各種對抗盜版的手段，就表示立法者瞭解「使用

者擴散」是個確實存在的風險，但若因此阻止著作物在市場流通的可能性，無疑

是因噎廢食。立法者採取的折衷其實已經透過權利耗盡的適用限制表露出來，就

是「合法重製物」加上「著作物所有權移轉」。綜上，立法者對於「使用者擴散」

已提供對抗的武器，而對於「使用者替代」抱持樂見其成的態度，著作權人以防

堵使用者擴散與替代為由阻擋權利耗盡發生，從根本上違反權利耗盡制度設計的

本旨 18。 

二、維護市場區隔與差別取價 

著作權人透過不同服務組合，可以向不同的客群收取高低有別的價金，不但

從願付價格較高的客群獲取較多的生產者剩餘，也可提高願付價格較低群體的購

買意願 19。以軟體為例，針對類似的內容可以有所謂「家用版」、「企業版」、「教

育版」等不同價位的產品，但其實無論是哪一種版本，都具有基本使用功能，有

時候消費者未必需要那一點額外的加值功能，卻宥於身份無從選擇較低價的產品

組合。例如，對於一般使用人而言，其實教育版的軟體就很夠用，但其無法選購

教育版軟體。 

欲維持這種差別取價的模式，著作權人必須對交易對象有全面的選擇控制

權，即確定只有鎖定客群能取得特殊版產品。但是，權利耗盡原則就是在阻斷著

作權人對於著作物做全面控制，這表示在二手市場中會出現「教育版」、「企業版」

18 See id. at 8-14; See also, Stephen Zinda, Preserving the copyright balance: Why copyright misuse 
should invalidate software licenses desiged to prohibit resale and oust service market competition, 48 
HOUS. L. REV. 1241, 1259-1263 (2012). 
19 Erik Bauman, The Nexus Analysis：License Enforcement in the Wake of MDY v. Blizzard, 27 
BERKERLEY TECH. L.J. 503, 508 (20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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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產品，而著作權人卻無力亦不可對交易對象一一篩選，打破著作權人鎖定客戶

的能耐。且，因為基本功能類似，各種版本的產品在二手市場中的售價可能也相

差無幾，原先的差別取價因而消失。 

第二節、權利耗盡在數位時代下面臨的挑戰 

壹、 實體著作物走向無體著作物對著作權利人帶來的挑戰 

一、重製與散布容易 

數位時代下著作的重製與散布非常容易，也幾乎無須耗費成本，這對於著作

權人構成很大的威脅，因為此象徵著作權侵害的發生可能性與影響力皆大幅上

升。為因應此種現象，權利管理措施與科技保護措施開始被大量運用 20，但這些

科技限制手段除了造成著作利用人使用不便，而可能降低消費意願外，亦有許多

人試圖破解科技保護措施，著作權人對於盜版行為的監控愈顯困難。 

二、電子檔案不因使用而耗損：一手市場和二手市場的模糊化 

在傳統實體著作的世界中，二手著作物對於全新著作物的替代性不是很高，

因為著作物會隨著使用產生耗損；但以無體物形式存在的數位著作卻不會因為使

用受到減損，二手著作物對全新著作物就產生完全替代效果，對於著作權人的市

場顯造成極大的威脅 21。 

三、著作權與著作物的模糊 

著作權與著作物是兩個獨立的概念。傳統上著作權需透過實體媒介物表現出

來，社會上的一般群眾才能就著作內容加以利用，例如作者透過書本讓讀者閱讀

(文學著作)，編曲家透過光碟使消費者聽到音樂(音樂著作)，而這些實體媒介物

就是著作物。就立法例而言，台灣不以著作「附著」於有體物作為保護要件，諸

如戲劇、舞蹈等表演本身，都可成為著作權保護客體 22；而雖然美國對著作權的

20 權利管理措施是指以數位方式在著作內容上做相關權利的標示與授權條件的註記，而科技保

護措施則談對於著作之控制行為，包含對著作之接觸、列印、儲存、重製、傳輸或修改等。章忠

信，「權利管理電子資訊」及「反盜拷措施」與著作權之關係，著作權筆記網站，

http://www.copyrightnote.org/crnote/bbs.php?board=3&act=read&id=1243 (最後瀏覽日期：

2013/12/2). 
21 See Raymond T. Nimmer, Copyright first sale and the over-riding role of contract, 51 SANTA CLARA 
L. REV. 1311, 1345 (2011). 
22 參羅明通，前揭註 2，頁 27-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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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護以「附著」(fixation)為要件，但隨著數位時代來臨，附著的定義已變得相當

廣泛，例如電腦程式運作時，在 RAM 上因讀取而構成的暫時性重製就是「附著

於實體媒介物」，進而有造成著作權侵害之可能。 

對於傳統的有體著作物，就如同絕大多數的有體物，只要被一個人占有使

用，其他人就無法同時使用該特定標的，這是因為有體物本身存在著空間限制。

但是，無體著作物在某種程度上與公共財很相似，也就是具有非排他性

(non-excludability)與非敵對性(non-rivalrousness)兩大特色，前者指財貨可讓多人

共用且不影響物之效用，後者指一個人消費該財貨不減少他人對該物之消費；因

為在不考量科技保護措施的情況下，消費者能輕易製作新的無體著作物並分享與

他人，手上同時保有對物之掌控與利用。 

嚴格說來，無體著作物並非公共財，只是在重製成本(marginal cost of 

production)趨近於零的情況下，產生類似公共財的效果 23。相對於著作物，著作

本身卻具備公共財的特質，因為書的內容絕對不會因為一個人的閱讀而減損，也

不會影響他人吸收書本知識的效用。而數位著作的出現，讓著作物存在的型態從

實體走向無體，也讓著作物從原本較類似於私有財的特質走向公共財，並與著作

本身產生混淆 24。 

貳、 無體著作物搭配架空債之相對性的電子契約 

若在傳統的實體著作物上設置移轉限制或條件，諸如「學校專用版」、「促銷

特惠版不得轉售」，都無法阻止消費者在購入著作物後轉售，這類型條款的運作

基礎靠的是產業中的隱性規則(industry norms)而非著作權法 25，並無法律上的強

制效力，頂多透過契約在出版商與零售商間約定，僅能賣給符合設定條件的消費

者族群。數位著作常以無體物的電子檔案形式流通於市場，若著作權人能在每次

23 Gregory Capobianco 以實體性(tangibility)出發，討論是否應有數位權利耗盡存在，提出傳統可

適用權利耗盡的著作物具有可轉與性(alienation)、有體性(tangibility)、競爭性(rivalrousness)和排

他性(excludability)四項特徵，再將數位著作套進此標準，認為藉由 DRM 措施與 forward-and delete
的技術，可賦予無實體的數位著作競爭性與排他性，而著作權人也不該剝奪自由轉讓數位著作的

權利。See Capobianco, supra note 7, at 412-413. 
24 學者沈宗倫同樣認為數位時代下「著作」與「著作物」邊界日漸模糊。沈宗倫，數位著作授

權與合理傳輸---論權利耗盡原則的新時代意義，收錄於兩岸著作權重要爭議研討會論文集，頁

2，2013 年 7 月。 
25 See Wang, supra note 16, at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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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用前利用電子契約，要求使用人同意僅將著作物移轉給符合特定條件之人(或

禁止再移轉)，就能成功地限制所有著作利用人的行為。 

第三節 小結 

數位著作一方面因無體性與易於重製的特質，讓著作權侵害發生的可能性遽

增；另方面數位科技賦予著作權人對著作握有更強的控制力，藉由內化於著作物

之使用契約與科技保護措施，權利人除了能降低被他人侵權的可能性，還能更進

一步削弱著作使用人的利用權能。 

權利耗盡，本是為了平衡著作物所有人與著作權人間可能存在的權利衝突，

也是著作權法保障著作利用人權能的一個具體展現，但現今卻有越來越多著作權

人試圖以契約打破這項平衡，無論是直接禁止轉售或以授權為名規避耗盡之適

用，都讓消費者利用著作時感到處處掣肘。不過，從數位著作物的無體性切入，

著作與著作物之混淆的確讓權利耗盡之適用面臨根本性的挑戰，在數位著作普及

度越來越高的今日，確實存在重新檢驗權利耗盡制度之必要。從第三章開始，本

論文將從限制權利耗盡發生的手段出發，檢視其運作方式與合理性。 

18 
 



‧
國

立
政 治

大

學
‧

N
a

t io
na l  Chengch i  U

niv

ers
i t

y

論數位著作之權利耗盡—從數位二手市場到雲端服務平台 

 

 第三章 權利耗盡與契約之緊張關係 

第一節 以契約排除權利耗盡之容許性 

壹、 契約與著作權限制的關係 

一、概說 

著作權係在促進文化與創新的思考下，由法律創設的特殊權利：透過賦予著

作權人特定的排他權，提供創作的誘因。既然著作權的目標在使公眾能因知識積

累而獲益，自應鼓勵公眾接觸、利用著作，但這似乎與「賦予權人排他權」有所

扞格，因此，在公益（文化資產保護與延續）與私益（提供著作權人創作誘因）

的相互取捨下，法律對著作財產權設下許多限制 26。蕭雄淋在氏著中將著作財產

權的限制分為三類，分別是時間的限制、事務的限制與強制授權的限制；其中，

事務的限制又包含不宜給予著作權保護的客體限制，與基於公益對著作權限制兩

種類型 27。 

契約為現代消費社會中不可或缺的工具，在著作權領域亦然，無論是權利移

轉或允許他人利用著作，都不免經過契約設定條件，在契約自由的大帽子下，著

作權人時常以契約排除著作權法中的權利限制。早期，廠商試圖利用授權契約賦

予適用著作權法尚有爭議的客體（如軟體）類似著作權的保護（如禁止重製、散

布）；後來，權利人開始透過授權契約保護商業利益，例如軟體遊戲開發商禁止

玩家裝外掛程式、要求消費者提供個人資訊、限制賠償責任範圍等等 28。 

26 本論文探討重心放在著作財產權，著作人格權方面的限制(如得否約定著作權人、著作人格權

得否移轉)則不在討論範圍。 
27 蕭雄淋，著作權法論，頁 171-255，第五版，2007 年。作者在概說部分將著作權事務的限制分

為四類，分別是依利用性質不宜為著作權所及、基於公益理由應對著作權加以限制、基於與其他

權利所為之調整而加以限制，以及在無害於著作財產權人利益、且屬社會慣行者，亦得對該著作

財產權加以限制。但在後續依法條逐一介紹時，並未將各法條依上述四種分類套用說明；從而，

本論文將後三類歸納成「為公益考量加諸的限制」，與第一種對「著作權保護的客體限制」並列

討論。當然，對於著作權限制的分類方法不一而足，另一種值得參考的見解乃將著作權要件限制

分為「著作權要件之限制」與「著作權制度上之限制」，前者包含原創性、表達、標的範圍、權

利範圍，後者則包括權利耗盡、著作權存續期間、強制授權制度、合理使用與法定限制。黃惠敏，

當著作權授權契約遇上著作權限制---以著作權限制規定之性質為中心(上)，萬國法律，第 155 期，

頁 87，2007 年 10 月。 
28 Justin van Etten, Copyright Enforcement of Non-Copyright Terms MDY v. Blizzard and Krause v. 
Titleserv, 10 DUKE LAW & TECHNOLOGY REVIEW 1, 4¶¶14-15 (2011), available at 
http://scholarship.law.duke.edu/cgi/viewcontent.cgi?article=1221&context=dltr (last visited: 
2013/1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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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論文關注的重點，在前述「著作財產權事務的限制」得否以契約排除。這

個問題並不簡單，因著作財產權限制背後反映多種政策思考，有些乃捍衛表意自

由基本權（如思想與表達二分原則、戲謔仿作、意見評論）、有些是考量商業慣

例和促進交易（如權利耗盡），也有為解決市場失靈（如允許私人重製）而存在

者；更複雜的是，不同的公益思考在同一著作權限制內也可並存，例如權利耗盡

除了隱含保護著作物在公開市場上可以自由流通外，亦在處理權利人難以對作品

進行完全掌控的市場失靈問題 29。綜上，著作權限制背後的思考不一而足，其政

策取捨的公益色彩強度也不同，自然，「著作財產權限制得否以契約排除」這個

命題就難以得到統一的結論（One size fits all）。 

需要特別釐清的是，合理使用本就是以「著作權侵害」成立為前提，只是基

於特定考量，法律賦予的一種特權（privilege）；我國實務多將之定位為抗辨或阻

卻違法事由 30，美國則以抗辯視之 31。既然本質上屬法律特別給予的豁免，論理

著作權人無法將之排除；例如，即便書上印刷著「版權所有，翻印必究」、「本書

拒絕一切參考書之歸納統整」，使用者從事部分重製或歸納仍不構成著作權侵

害，而僅有違約問題。 

除了排除合理使用的問題外，得否以契約限制諸如使用區域、利用次數、出

借或轉售等一般使用行為也有爭議。有學者認為，問題不在於公眾是否有權閱

讀、轉售、利用著作物，因為這些權利本不屬於著作權人，立法者並未賦予著作

權人對著作全面的控制權 32；換句話說，若對利用限制全面採取肯定見解，可能

造成著作權人擴張著作權保護的實質範圍，將導致「促進社會文化保存」無法達

成。面對以上問題，本論文接下來將討論著作權法與契約之間，是否存在優先適

用關係，或者彼此分屬不同系統、各不相干，先從我國實務現況出發，再援引學

理與外國判決進行比較。 

29 Estelle Derclaye & Marcella Favale,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copyright and contract law: 
copyright and contract law: regulating user contracts: the state of the art and a research agenda, 18 J. 
INTELL. PROP. L. 65, 68-70 (2010). 
30 例如智慧財產法院 98 年民著訴字第 8 號判決指稱：「合理使用僅屬著作權法上所賦予之一般

法律利益，有阻卻違法事由之性質。」智慧財產法院 98 年民著訴字第 5 號判決提到：「合理使用

之法律性質，有權利限制說、侵權阻卻說及使用者權利說。本判決認定合理使用僅屬著作權法上

所賦予之一般法律利益，有阻卻違法事由之性質。」 
31 李治安，著作權法中的灰姑娘：利用人地位之探討，台大法學論叢，41 卷第 3 期，頁 938，
2012 年 9 月。 
32 Alexandra Sims, Copyright and Contract, 22 NZULR 469, 474 (20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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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台灣法院的態度 

本論文試圖查詢以契約排除著作權使用的判決 33，發現可供分析案件極少，

唯二則判決是臺中地方法院 101 年度訴字第 513 號刑事判決，與台北地方法院

93 年度小上字第 4 號民事判決 34，以下便分別介紹。 

（一） 臺中地院刑事 101 年度訴字第 513 號判決：合理使用為強制規定 

沈秉錫於合法取得「100 年度初等、特考/法學大意-程怡老師」（內含正版

DVD 影音光碟 28 片、正版講義 2 本，下稱系爭著作物）後，至奇摩拍賣網站刊

登出租系爭著作物的訊息，欲以 2100 元為對價，出租上開著作物予他人五天。

系爭著作的專屬被授權人林德豪發現出租訊息後，認為沈秉錫構成著作權侵害，

向台南地檢署提起告訴。 

林德豪指出，系爭光碟外盒上註記有「本光碟組成影片之全部內容，包括其

聲音，僅供個人家中使用，任何未經授權之盜錄、翻拷、剪輯、改作、出租、互

益、出借、公開播放皆嚴格禁止」文字，沈秉錫無權將光碟出租；更何況依照常

理，五日無法將所有內容收看完畢，沈秉錫的交易條件實則在誘引交易相對人違

法重製光碟。惟，台南地檢署以符合權利耗盡為由，判定沈秉錫未侵害著作權，

以不起訴處分作結。 

除權利耗盡的主張外，沈秉錫認為光碟外盒上設置的使用限制，無疑在限縮

著作物所有權人的合理使用，對此，法院表示著作權法賦予著作人或著作權人有

排除他人侵害之權利，乃為鼓勵著作人盡情發揮創造力，但為調和社會公共利

益，促進國家文化發展，應允許在特定範圍讓公眾合理利用著作人之著作，使作

者以外的第三人能站在前人的肩膀上，發揮更多想像力而更創作更多更好之作

品。據此，著作權法第 44 條至 65 條之合理使用權，應屬不得以特約排除的強制

規定。 

33 以著作權、合理使用、契約排除、契約限制、使用限制、第一次銷售理論等關鍵字交互搜尋。 
34 本論文僅搜尋到三篇相關判決。未列入的另一則判決是臺北地方法院 90 年度重訴字第 2289
號判決。不過，此案僅在當事人主張裡看到相關論述，被訴侵權人提出：「被告前曾使用原告著

作並授權國壽於網站上轉載，依著作權法第 65 條第 2 項所列各款之判斷標準，係在合理範圍內

之使用，原告負有容忍被告及國壽網站使用之義務，原不得主張其著作權遭受侵害。前述規定涉

及資訊流通性之保障，應不得以契約排除，……即不得主張受有損害而請求被告依照協議書之約

定給付違約金。」法院認定該案並無合理使用的適用，故未曾對是否能利用契約排除合理使用這

個問題表態，殊為可惜。 
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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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台北地院 93 年小上字第 4 號民事判決：防盜拷措施與合理使用 

1. 案件事實 

上訴人從唱片行購入一張設有防盜拷措施的 CD，該 CD 封面標示「本 CD

無法複製」，並在附隨之著作權授權契約設有「禁止消費者就該音樂著作為重製」

條款；上訴人認為一般消費者購得同類的唱片都可於合理範圍內享有重製利益，

而系爭唱片與相似產品皆在同一價格區間，卻受到此限制條款拘束，導致上訴人

獲得較其他唱片較低的使用效益，已違反平等互惠原則。據上，上訴人主張依消

費者保護法該契約限制無效，同時要求唱片公司交付一張不具防盜拷措施與重製

限制的 CD。另，針對禁止重製部分，上訴人還認為：「著作權法第 65 條第一項

規定，係以調和著作權人、使用者與公眾利益為目的，禁止著作權人於特定情形

下主張其著作財產權，權衡本條之立法目的、精神與價值，應認係效力規定為妥，

是違反此規定，依民法第 71 條規定即應屬無效，是兩造間之定型化契約條款應

屬無效。」 

2. 法院見解 

(1) 提供附有較多限制的 CD 並未違反消費者保護法 

對於附有較多使用限制的 CD 是否違反平等互惠原則這個問題，法院的思考

邏輯是：「買賣契約之標的物及價金之交易價值是否相當，應本於一般社會交易

實情、交易時之客觀情狀及契約當事人於訂約時所表示之主觀價值認知等因素為

綜合判斷，本案中並應考量音樂著作創作人於錄製該音樂著作時所耗費之精神、

時間、勞力、費用，及唱片公司製作該音樂著作時所耗費之成本、運費、宣傳費

用及其一般可合理期待之利潤等一切因素。……原告可透過其所有之數位影音播

放器材（如電腦、ＣＤ隨身聽等）賞析上開音樂著作，進而獲得愉悅之心情及性

情上之陶冶，並能舒緩原告可能產生之生活壓力，且該十二曲音樂著作之歌詞、

曲調及曲風等皆為系爭音樂著作創作人精神創作之結晶，客觀上亦有不匪之價

值，原告以 338 元之價格購得系爭音樂創作雷射唱片，應可確認系爭音樂著作雷

射唱片與原告所給付之價金並無顯不相當之情形 35。」 

35 此段論述乃本案一審台灣台北地方法院簡易庭 92 年度北小字第 2558 號民事判決的見解，而

本審法院認為邏輯推理正確，並無不妥。 
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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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消費者並無積極主張「合理使用之權利」 

在確認使用限制未違反消費者保護法後，法院接著解釋合理使用「並非權

利，而是許可」，因此，合理使用制度並非授與消費者請求唱片公司提供科技上

協助的權利 36；要言之，上訴人並無所謂「合理使用」之權利。對於合理使用的

性質，本論文已在前文提過，合理使用本質為侵權抗辯，法院此處的說明正確。 

(3) 防盜拷措施有存在之必要性與合理性 

判決還進一步認為，唱片公司「基於抑制市場盜版猖獗之風氣及保障唱片發

行之合理利潤等目的，自得設置相關防盜拷裝置，防止一般買受人將系爭音樂著

作複製至個人電腦之 CD-ROM 或 MP3 檔案資料等，是系爭禁止『消費者就該音

樂著作為複製』之條款及加設防盜拷裝置之行為未有違反著作權法第 65 條第一

項立法目的之情事」。惟，筆者認為此見解忽略防盜拷裝置基本上鎖死絕大部分

對著作物的利用可能，妥適性有待商榷。 

3. 案件評析 

本案碰觸著作物授權契約（或說使用限制契約更貼切）與合理使用的關係，

不過，對於「違反授權契約是否等同侵害著作權」這個問題仍未表達明確的意見。

筆者尤其關注的是，針對著作權法未明確賦予著作排他權的行為，是否能以契約

擴張著作權法的保護範圍。本論文在電腦軟體相關的案件中發現，法院認為契約

與著作權保護似為重合的概念；但契約擴張著作排他權範圍的容許性問題，尚沒

有答案 37，以下介紹兩個相關判決。 

臺灣高等法院 97 年度上易字第 1609 號刑事判決，處理電腦軟體相關的著作

權侵害問題。涉訟產品為微軟與奧多比（Adobe）的單機版軟體，其販售時附上

36 學者劉孔中認為，為維護著作權生態體系的平衡，著作權人也應該負擔一定的政策義務。氏

著有關著作權法修法建議提到，技術保護措施的採行雖有其必要，但也同時對取得資訊、享受公

領域資源的基本權造成限制，因此，採取技術保護措施者應協助合理使用的受益人能夠適當接觸

其保護的內容，且此項義務應隨利用人利用行為價值之增加而擴張。劉孔中，著作權法宏觀修法

之比較研究，智慧財產評論，第 11 卷第 2 期，頁 39，2013 年 12 月。 
37 尤其下面介紹的這兩個判決，處理的爭議標的都是電腦軟體，但電腦軟體在使用上必然涉及

重製行為，又重製行為屬於著作權法賦予權利人的排他權，故與筆者原本想討論「得否以契約限

制非屬專屬排他權的使用行為」有不甚相符之處。雖然著作權是一種特殊的法定權利，原則上不

可由權利人自行創設，但在契約自由的情況下，似仍有當事人協商空間，這也是為何本論文在這

個章節探討著作權法與契約法關係的原因。 
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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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使用手冊規定「每一套軟體除供備份、存檔或另有約定外，僅能安裝於一部電

腦主機，未得微軟公司之同意或授權，不得任意擅自重製」。但被告卻將同一套

軟體安裝於多台電腦，遭到微軟和奧多比指控侵害重製權。法院在判決中認為：

「每套單機版軟體只能安裝於一台電腦，不得安裝於多台電腦，否則即違反了軟

體授權合約，而屬非法重製電腦軟體等情事，且此屬一般使用電腦的社會大眾所

周知之事實。」 

誠然，由於涉訟標的為電腦軟體，該產業多以授權契約取代銷售契約，在利

用授權條款限制使用者的利用行為，諸如授權地域、時間、登入人數等等，此與

著作物移轉給消費者後又另行設計使用限制的情況不同 38。又因將軟體安裝於電

腦必然涉及著作權重製，屬於著作權法原本賦予權利人的排他權，故看似未擴張

法定著作排他權的範圍。惟觀察判決文字，法院以此類合約屬「一般使用電腦的

社會大眾所周知之事實」肯定約款效力，未檢視使用約款是否公平合理，逕作出

有利於著作權人的結論。 

上述判決站在產業慣例與契約自由的基礎上，肯認使用者約款的有效性，類

似態度在最高法院 94 年度台上字第 5083 號刑事判決更加清楚。該案被告宣稱自

己向微軟購入十套相同的軟體，卻僅以一組授權金鑰將軟體安裝於十部電腦，但

微軟在使用授權書敘明一套軟體除供備份或存檔外，僅能安裝一台電腦主機。法

院最終認定被告並非以購得的正版軟體金鑰安裝於多台電腦，就構成著作權侵

害，但其未處理倘若真如被告所述，是在購入十套正版光碟後（取得十個授權），

卻僅以一套授權金鑰安裝於多台電腦，是否將因違背授權契約而構成著作權侵

害 39。但判決指出：「上訴人若欲合法安裝使用告訴人之各式電腦軟體，自當遵

守上開使用者授權合約書之規定，以進行安裝，若以違反『使用者授權合約書』

38 不過對數位著作而言，以授權方式允許利用人使用卻是常態，著作權人以授權取代銷售的爭

議也是本論文討論的重點，留待本論文第四章續行討論。 
39 不按照授權契約講定之方式重製著作物，得否在取得重製的數量授權範圍內主張該未依約定

方式重製之重製物是合法重製物？這個問題在智財法院 98 年刑智上易字第 79 號判決處理過。該

案事實為群體公司授權大明影視社自行重製「霹靂神州」布袋戲光碟六十份，但需群體公司提供

的專屬貼紙貼在授權重製物上。大明影視社重製光碟後，未依約將貼紙貼在重製物上，故警方查

扣許多未貼有識別貼紙的光碟，但因扣案光碟少於六十片，故大明影視社主張這些重製物仍在授

權範圍內完成，不構成對重製權的侵害。對於大明影視社的主張，法院認為未黏貼專屬標籤之重

製物既未依授權內容製作，即非授權人與被授權人協議且意思表示合致之合法重製物，亦非權利

人認知之授權範圍，不能僅因其數量尚未超過得授權重製之數量，即認為屬於合法授權之重製

物，否則即係誤將數量作為合法授權之認定依據，忽略合法授權行為所必須符合之要件，且易使

被授權人得便宜行事，閃爍其詞，混淆合法與非法之分界。 
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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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方式安裝，即屬違反著作權法。」看來，法院將違反授權契約與著作權侵害二

事等同視之 40。 

三、大陸實務見解 

北京市第一中級人民法院於 2011 年判決的郭力訴微軟案 41，處理關於電腦

軟體契約成立方式（包含拆封契約與點選契約的合法性）、以授權代替銷售的交

易形式 42、以定型化條款限制消費者使用行為與減輕免除責任等問題，並經北京

高院宣告確定；判決書內列出原被告對每一個條款所做的攻防，完整呈現消費者

與軟體商彼此的利益考量，頗具參考價值，茲介紹於下 43。 

（一） 案件事實 

郭力在 2006 年從市場上購入一套 Windows XP 軟體，回家安裝時發現使用

該軟體必須同意《Microsoft 軟體使用者授權合約》（簡稱《授權合約》）和《Microsoft

軟體使用者授權合約補充協定》（簡稱《補充協議》）；但郭力能在交易當下（商

店內）看到的，僅有包裝上標註「除非按照 Microsoft OEM System Biulder 許可

證之相關規定，附帶於必要的硬體，否則不得傳播此 OEM 軟體。本軟體服從於

使用者授權合約（EULA）上所描述的條款和條件。使用者授權合約附在產品文

40 經濟部智財局亦抱持相同見解，例如智財局於民國 101 年 10 月 24 日發布的電子郵件字第 
1011024b 號就合法取得之電腦軟體得否轉售曾表明見解，基本上若是在國內合法取得電腦軟體

之所有權者，即可自由轉售軟體，因此，關鍵仍在於「取得所有權」。在說明部分，智財局表示：

「建議您先參閱該軟體上所載之授權契約內容，確認授權利用範圍（例如：授權契約有無載明限

原始購買者始得使用該軟體，他人不得使用等）後，若授權範圍並無限制您上網拍賣（散布）該

軟體，始得為之；否則可能因違反「使用者授權合約書」而涉有侵害著作財產權之問題。」 
與上述見解相類似者，還有民國 99 年 7 月 27 號電子郵件字第 990727b 號，智財局寫到：「來函

所稱○○○○軟體的著作財產權人（軟體公司）禁止將該軟體轉讓或轉售，並要求使用者必須為原

始購買者之情形，因僅屬該公司提供之說明資料，建議您仍應先行參閱該軟體光碟上所載之授權

契約內容。……如授權合約已載明，限原始購買者始得使用該軟體，他人不得使用時……您使用

該軟體公司授權予原購買者序號及保護鎖安裝使用該軟體之行為，屬違反『使用者授權合約書』，

會因逾越授權範圍而涉有侵害重製權的問題。」 
41 中華人民共和國北京市一中民初字第 14468 號判決。available at 
http://blog.sina.com.cn/s/blog_e12c8cce0101abb3.html (最後瀏覽日期：2013/10/18) 
42 授權合約規定：「製造商、MS 或其供應商（包括 Microsoft Corporation）擁有『軟體』的所有

權、著作權和其他智慧財產權。『軟體』只授予使用許可，而非出售。」微軟解釋這裏所謂保留

所有權，乃針對軟體的著作權本身，與權利耗盡針對「著作物」上散布權的耗盡並不相同。不過，

法院援引《電腦軟體保護條例》第十八條第一款規定「許可他人行使軟體著作權的，應當訂立許

可使用合同。」，論述使用他人電腦軟體，本應得到軟體著作權人的書面許可，若搭配微軟權合

約中關於備份副本(授權合約 1.6 條)部分觀察，可發現微軟亦禁止消費者將載有軟體內容的光碟

片出借、出租、租賃或以其他方式轉讓，形同排除權利耗盡原則的適用。 
43 下文聚焦於以契約限制一般使用行為的適法性，至於微軟對商品瑕疵責任、擔保之減輕與免

除則不納入討論。 
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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檔或『連線』包含在軟體中。使用本軟體，表明您已經閱讀並接受了 EULA 中

的相應條款」。其他詳細的使用者授權合約需待安裝時，以點選契約呈現，且唯

有勾選接受授權合約，才能完成安裝程序。 

郭力閱讀協定後，認為合約中有 28 個條款顯不利於消費者，但郭力仍選擇

接受合約內容。惟，郭力於 2007 年向河南省鄭州高新技術產業開發區人民法院

提起侵權訴訟，認為微軟在《授權合約》和《補充協議》含有大量限制性使用條

件，卻未於生產、出售該軟體時，在產品包裝上明示予消費者，亦未以其他合理

形式告知消費者上開使用限制資訊，應構成民事欺詐。郭力進一步指出，授權合

約規定：「一旦安裝、複製、或使用『軟體』，即表示同意本協議之條款」，形同

強迫消費者簽訂協議，因為微軟具有市場壟斷地位，不接受該協議將導致無軟體

可用，消費者根本沒有選擇。除了表達對簽訂合約與協議的方式不滿外，郭力也

主張對於授權合約與補充協議中的 28 項不公平條款無效。 

（二） 法律爭議 

1. 契約成立方式是否合理公平：法院肯定拆封契約與點選契約的適法性 

微軟強調拆封契約與點選契約為軟體產業的商業慣例，再者，使用者在軟體

安裝過程中有充裕的時間詳細閱讀每個條款，郭力既未選擇拒絕安裝並行使退貨

權 44，雙方就授權合約自屬達成合意。對此，法院以降低締約成本、提高交易效

率為由，認為無法要求軟體著作權人逐一與消費者磋商授權條款 45。 

況且，若將所有契約條款都置於軟體外包裝，反而讓使用者難以獲得諸如軟

體運行環境需求這類真正對使用者有用的資訊。因此，法院認為在安裝軟體時顯

示許可使用契約的詳細內容，並允許無法接受使用限制的客戶退貨，這種做法並

44 《授權合約》重要須知：若您不同意本《協議》的條款，則不得使用或複製「軟體」，而應該

立即與「製造商」取得聯繫，瞭解如何退還未使用的產品並按照「製造商」退貨政策獲得退款。 
45 判決原文：「《電腦軟體保護條例》第十八條第一款規定，許可他人行使軟體著作權的，應當

訂立許可使用合同。由此可以看出，使用他人電腦軟體，必須得到軟體著作權人的書面許可。實

踐中，電腦軟體往往具有眾多使用者，如軟體著作權人與每個使用者就許可使用合同的條款逐一

進行磋商，勢必增加締約成本，而增加的締約成本最終又將轉嫁於用戶，導致軟體最終使用者的

利益受到損害。因此，為減少締約成本、提高交易效率，有必要允許軟體著作權人在與使用者簽

訂許可使用合同時採用格式條款。也就是說，軟體著作權人可預先擬定軟體著作權許可使用合同

條款，無需與用戶逐一協商。本案中，被告微軟公司在與原告訂立電腦軟體著作權許可使用合同

時採用格式合同形式並無不當。」 
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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無不妥 46。本案微軟在安裝過程中，利用點選契約方式將授權合約與補充協議的

具體內容呈現在顯要位置，並讓消費者有充分的時間了解內容，該介面具備契約

法上「要約」的條件，郭力選擇同意乃行使自主權之表現，自該受到協議條款限

制。此外，法院認為微軟與郭力間並非服從與隸屬關係，並無地位不平等的問題。 

2. 微軟利用授權約款限制消費者的使用行為 

(1) 軟體僅得由電腦上的一個處理器使用 47 

郭力指出如果將係爭軟體安裝於雙核心或四核心的電腦就會違約，但要求不

具備電腦專業知識的消費者對此有所認知並不合理；微軟則認為著作權人本有權

利用授權契約限制使用範圍，況電腦買受人本應了解電腦性能，不算增加不合理

義務。 

對此，法院肯定著作權人得以契約限制使用範圍，乃契約自由之體現，再說

明不論雙核心或四核心電腦其實都僅有一個處理器（僅是有較多的運算中心），

原告只要具備一般注意義務就不會違約，從而，認定該條款不具備無效要件。 

(2) 軟體隨電腦做為使用許可的單位，如軟體不是隨著電腦一併提供，則不得使

用軟體；僅在永久性銷售或轉讓「電腦」時，才可在後手同意遵守本協議各

項條款的情況下，永久性地轉讓在本《協議》下的所有權利。又當軟體為升

級版本時，轉讓客體必須包括軟體升級前的所有版本 48 

郭力認為軟體本身具有獨立性，且消費者本是單獨購買 49，規定僅能隨著電

46 本案北京市第一中級法院對拆封契約所提出的看法與美國 ProCD 案極為類似，關於 ProCD 案

之介紹，可參考本章節參、一、契約是否成立部分的說明。採相同見解者可參考李賽敏，拆封合

同的成立與效力：兼評郭力訴微軟公司等拆封合同無效案，中國專利與商標，2011 年 04 期，頁

84-94。李賽敏認為，本案法院認為在符合三個要件時，肯定拆封契約的合法性，分別是：1.應
提醒用戶存在更為詳細的契約條款。2.用戶在安裝且使用軟體前有機會閱讀這些條款，且可選擇

是否接受。3.如用戶不同意上述條款，有權選擇退貨且獲得退款。 
47 協議原文：安裝和使用：您在「電腦」上只能安裝、使用、訪問、顯示和運行「軟體」的一

個副本。除非《真品證明書》上標明更高數位，否則「軟體」在任何時間都不得由「電腦」上的

兩個以上的處理器來同時使用。 
48 協議原文：軟體隨電腦做為使用許可的單位，如軟體不是隨著電腦一併提供，則不得使用軟

體。僅在永久性銷售或轉讓「電腦」時，才可永久性地轉讓您在本本《協議》下的所有權利，條

件是您不得保留「軟體」的任何副本。如果「軟體」為升級版本，則任何轉讓還必須包括「軟體」

的所有先前版本。這一轉讓必須包括真品證明書標籤。這種轉讓不得為非直接轉讓，如以寄售方

式轉讓。在轉讓之前，接收「軟體」的最終使用者必須同意遵守本《協議》的各項條款。 
49 因為本案係爭軟體其實是 COEM 許可版軟體，也就是當初這套軟體必須是由硬體製造商預裝

在硬體產品，並與硬體產品一併銷售給終端使用者。這裡其實還有另個爭議，因為郭力並不是隨

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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腦一併轉讓使用權利並不合理。法院認為微軟身為著作權人，對於使用權的權利

移轉行為根據契約法本有權加以規定，並無不合理之處。 

(3) 軟體至多可與五台電腦或其他電子設備連接 50 

郭力認為要求消費者隨時注意軟體使用情況無法律上依據，也非一般使用者

可以做到的事情；法院則認為，連結五台電腦或電子設備已可滿足一般家庭的使

用需求，為避免違反該條款所須付出的心力尚不構成過高注意義務，基於契約自

由原則，本條款有效。 

(4) 可以為存檔及重新安裝目的製作一份軟體副本，除非法律與協議另有明示規

定，否則不得以其他方式複製軟體與軟體附隨的印刷材料，亦不得將 CD 或

備份副本出借、出租、租賃或其他方式轉讓 51 

郭力主張作為軟體載體的光碟所有權應屬自己，當然可以自由處分與轉讓；

對此微軟並無回應 52，而法院則以《電腦軟體保護條例》第 18 條第二款：「許可

使用合同中軟體著作權人未明確許可的權利，被許可人不得行使。」肯定本條款

的合法性。這裡看來，法院的意思應該是隨著光碟所有權的移轉，若導致光碟內

部的軟體使用權也跟著移轉，將有違微軟保留所有權、拒絕讓消費者自由交易軟

體使用權的本意不合。不過，這樣的思考脈絡將導致承載電腦軟體著作之著作物

（光碟）無法再於市場交易，形同利用使用契約阻斷權利耗盡發生，可惜法院未

著硬體取得系爭軟體，所以微軟在二審時主張郭力根本不符合該案授權合約所訂立的條件(使用

協定原本係設計給隨硬體獲得軟體的使用人)，因此郭力與微軟間根本不具備契約關係，也無從

提起訴訟。對此，法院表示郭力與涉案軟體中所附的《授權合約》和《補充協議》存在利害關係，

一旦郭力通過附隨硬體銷售的方式取得微軟公司 COEM 版本的 Windows XP 中文家庭版軟體，

則《授權合約》和《補充協定》的內容即對其發生效力。因此，無論郭力就其購買的涉案軟體是

否與微軟公司或相應的硬體製造商之間形成合同關係，其均有權主張《授權合約》和《補充協議》

的相應條款無效。胡嫚，中國知識產權報，第 8 版，2013/08/21 available at 
http://www.cipnews.com.cn/zgzscqb/html/2013-08/21/content_35798.htm?div=-1 (最後瀏覽日期：版

2013/10/19). 
50 協議原文：設備連接：您可以允許最多五台電腦或其他電子設備（各為一台「設備」）連接到

「電腦」上，以使用「軟體」的以下一項或多項服務：存檔服務、列印服務、網際網路資訊服務、

網際網路連接共用和電話服務。 
51 協議原文：備份副本：您可以製作一份「軟體」的備份副本。您可僅為存檔目的以及在「電

腦」上重新安裝本「軟體」而使用一個備份副本。除非本《協議》或當地法律中有明示規定，否

則您不得以其他方式複製本「軟體」，包括本「軟體」隨附的印刷材料。您不得將 CD 或備份副

本出借、出租、租賃或以其他方式轉讓給其他使用者。 
52 微軟僅援用《電腦軟體保護條例》第十六條，說明使用者不得通過任何方式將備份複製品提

供給他人使用乃法律規定，但對原始出售的光碟片可否處理則未說明。 
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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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此爭議表示意見。 

(5) 除非法有明示允許，否則不得對軟體進行還原工程 53 

中國大陸未明文允許對軟體進行還原工程，但郭力認為法無禁止即為權利，

故主張該項限制違法；微軟則認為既然還原工程未列入法律明文保護，自得以契

約限制之。法院肯定微軟的見解，以契約自由為由，肯定本約定為有效。 

（三） 案件評析 

對於以契約限制消費者一般使用行為，北京中院一面倒地認定在法無明文禁

止的情況下皆屬有效，雖法院會針對條款內容逐一檢視是否對消費者造成過大義

務，但從結論看來仍以契約自由占上風 54。對於消費者在電腦軟體交易中屬於弱

勢一方的契約特色，僅以「微軟與郭力間亦不存在服從與隸屬關係，並無當事人

地位不平等的問題」輕輕帶過，消費者在此種「接受所有條件或者放棄交易」的

契約關係裡欠缺談判籌碼，實難避免消費者權益僅剩下法有明文的領域。至於權

利耗盡得否以契約排除的問題，不知是法院有意保留空間，或因接受電腦軟體僅

授權而非銷售的商業慣例，最終得出並無權利耗盡適用的結論。 

四、學說見解 

學者 Estelle Derclaye 和 Marcella Favale 指出，若採取契約可凌駕於使用者自

由的見解，著作人和著作利用者都會因議價力弱而產生權利分配不均的問題 55，

但其實著作人和一般公眾才是著作權法欲提供保護的對象，從而，無論是立法者

或法院皆應以積極作為捍衛他們的權利 56。那麼，哪些權利與原則是立法者與法

53 協議原文：對反向工程、反編譯和反彙編的限制：您不得對「軟體」進行反向工程、反編譯

或反彙編；儘管有此項限制，但如果適用法律明示允許上述活動，並僅在適用法律明示允許的範

圍內從事上述活動則不在此限。 
54 惟本件法院亦宣告四條約款屬無效，但皆是針對限制責任條款、責任擔保之減免。 
55 Martin Kretschmer 等以作者與中介者(如出版商)間的關係為例，絕大多數的利潤都會被出版商

拿走；根據實證調查，僅有約一成具知名度的作者，才能獲得其作品六至八成的利潤，而約三分

之二的作者都擁有兩份以上的收入來。總地說來，在這個贏者全拿的世界裡，作家的平均收入低

於國民平均水準(該報告採樣依據為歐盟與美國地區)。Martin Kretschmer et al.,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copyright and contract law, UK Intellectual Property Office Research paper, 5 (2010) 
available at www.ipo.gov.uk/ipresearch-relation-201007.pdf (last visited: 2013/10/26)；See also, Sims, 
supra note 32, at 492 (Alexandra Sims 認為，排除著作權限制形同賦予著作權利人更大的權利，且

這些權利實際上是從公眾剝奪而來，因此，唯有立法者，而非法院或權利人自身，可以排除著作

權的限制。) 
56 See Derclaye & Favale, supra note 29, at 96；相似見解也出現在美國加州柏克萊大學教授 Pamela 

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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院需堅守的著作權限制呢？Estelle Derclaye 與 Marcella Favale 認為，權利限制背

後的公益性越強，便越不容許權利人以契約將之排除；但對於為解決市場失靈存

在的例外(market-failure driven exception)，則可以契約排除 57。 

與上述見解相似，黃惠敏認為須回頭檢視著作權權利限制背後的理論依據，

再決定該限制是否屬強制規定，氏著中將我國著作權權利限制分類說明。黃氏認

為，對於著作權要件（原創性要求、客觀化之表達、著作權標的範圍等）屬強制

規定，乃基於憲法對人民表現自由的保障 58，不得以契約排除。而權利耗盡、存

續期間制度的亦在促進資訊流通，同樣基於保障表現自由，應為強制規定。至於

其他著作權限制，若是為保護基本權利（表現自由、資訊自由、新聞自由、隱私

權）者，就是強制規定。而為公共利益和資訊流通有關之限制，如為國家機關運

作之目的之重製及翻譯、為教育或學術研究目的所為之重製與改作，是否屬強制

規定不可一概而論，應考慮這些限制是否影響著作創作，或有違反消費者保護法

與民法第 247-1 定型化契約、誠信原則等規定之情形，方能決定該限制條款是否

有效。最後，為促進產業發展與競爭者，如音樂強制授權，在已給予金錢補償的

情況下，著作權人不可再以授權契約限制之 59。 

認為契約可排除著作權限制的學說中，有一派是相信契約較公共政策（此處

指著作權法）有效率。因為著作權限制本身即為解決市場不效率而存在，亦即，

著作權人和每個著作利用人逐一洽談授權範圍將導致過高的交易成本，因此，若

得以科技手段繞過這樣的市場失靈，提供使用者各別協商的機會，就無需再設置

Samuelson 發起的「著作權原則計畫---改革的方向（The Vopyright Principles Project:Direction For 
Forms）」建議書，其提到當私人契約及州立法改變使用人與權利人間的平衡，若落實該契約將

破壞著作權法的目的時，法院應謹慎適用聯邦法優先原則。其所指涉的著作權法的目的，包含導

致著作權法不保護之觀念及資訊被控制、不合理限制未來創作、不當的獨占、限制新著作的散布、

限制接近使用不在受著作權保護之著作等等。該計畫介紹與內容整理，參見劉孔中，前揭註 36，
頁 18。 
57 See Derclaye & Favale, supra note 29, at 68-71. 
58 作者說明著作權有著濃厚的公益性質，其權利有「自我侷限」之性質，因此，著作權要件的

限制實則在保護其他著作利用者(抑或說公眾)的表現自由，不因著作獨佔權的賦予而受到斲傷。 
參見黃惠敏，前揭註 27，頁 87。 
59 參見黃惠敏，前揭註 27，頁 87-90。作者對於著作權限制理論的討論中，亦提及市場失靈的考

量，並認為我國著作權法第 51 條「供個人或家庭為非營利之目的，在合理範圍內，得利用圖書

館及非供公眾使用之機器重製已公開發表之著作。」屬於此類，但因認為個人重製在數位時代下

市場失靈以漸漸無法作為著作權限制的理由，反而應該考慮有無隱私權侵害的問題，從而，將個

人重製納入隱私權保護，成為不可以契約排出的強制規定。 
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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著作權限制 60。但是，以契約規範對著作的使用範圍，保護的是誰的效益？現代

交易常使用雙方地位不平等的定型化契約，雖因減少磋商時間而能降低交易成

本，但最後犧牲的卻是使用人利益，這就是提高市場效益？或者，吾人也該思考，

降低交易成本難道是著作權法設計的唯一目的 61？ 

另一派見解認為契約與著作權根本就是兩個獨立的體系，並無優先適用的問

題。學者認為，契約透過自由協議產生拘束力，而著作權本屬財產權系統，與「自

主行為」或「雙方協議」無關。契約與著作權乃平行存在的權利創設機制，原則

上透過契約創設著作權法未賦予的權利仍可執行，因為契約的執行力乃基於承諾

所生，而非以財產權為基礎 62。惟，筆者認為將契約與著作權當成互不相干的兩

個系統無法解決問題，尤其在數位著作領域裡，同意使用契約幾乎成為進用著作

的前提，即便違反契約內容可以不必面對著作權侵害的指控，但違約所需面對的

賠償責任仍將造成消費者不敢利用著作的結果 63；更遑論若將使用契約設計成一

旦違約便終止授權，則契約與著作權侵害將成為一體的兩面 64。 

綜上，本論文認為，著作權法中應該存在不可以契約剝奪的「使用者權」，

問題在有哪些著作權限制與例外屬之？下一段落的討論將回到主題，思考權利耗

盡是否屬不可合意更改的強制規定。 

60 See Derclaye & Favale, supra note 29, 97. 
61 Alexandra Sims 以”Efficiency, but for Whom?”為標題，清楚地描繪出促進市場效率背後的盲

點。作者進一步指出，如果著作權利人利用契約將權利義務關係設計得很複雜，契約可能帶來更

多的不確定性，如 X 程式設計師甲規定所有利用 X 程式完成的新著作權利歸屬於甲，因此甲有

權規範利用 X 程式所完成的著作物可以如何利用；Y 程式設計師乙也對 Y 程式的使用設下相同

限制，若今日有丙同時利用 X 程式、Y 程式與 Z 程式完成全新的 A 程式，則 A 程式的運用應徵

得甲、乙同意之外，是否在特定範圍內丙仍得自由使用？這裡便存在許多不確定性。See Sims, 
supra note 32, at 483；495. 
62 Nimmer 對於契約不應排除著作權規定的見解表達質疑，即便著作權限制背後的法律思考乃試

圖在權利人與利用人間取得平衡，但這項「平衡」是相當概括的平衡，例如合理使用實際上的運

作還需要許多綜合的價值判斷，其適用結果本存在很高的不確定性；另外像思想與表達的區分，

在操作上也還是充滿爭議。因此，對於「不可以契約破壞著作權法原始設計的平衡」這個觀點，

Nimmer 抱持懷疑的態度。See Nimmer, supra note 21, at 1323-1324. 
63 採契約與著作權相互獨立的學者也同意，兩者的確有關。因為僅有著作物的所有權人方能主

張權利耗盡，而所有權是否移轉的卻由契約決定，所以實際上主宰權利耗盡的判斷關鍵是契約而

非著作權法。See Nimmer, supra note 21, at 1331. 
64 儘管如此，違反契約不當然構成著作權侵害，此點在後文的 MDY Inducstries, LLC v. Blizzard
案例檢討中，將詳細闡述此概念。主張違約與主張著作權侵害的主要差別有二，第一是違約問題

僅存在締約者之間，無法對抗第三人，但是著作權侵害卻設有間接侵權責任，當對個別消費者主

張賠償不具經濟效益時，允許著作權人對中介者索求賠償。第二個考量是賠償金額，著作權法設

有法定賠償額之規定，可能高於違約所能主張的賠償。See Bauman, supra note 19, at 509.  
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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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 得否以契約排除權利耗盡 

學者 Raymoond T. Nimmer 採肯定見解，認為權利耗盡乃著作權人做出市場

決定後的結果：如果權利人選擇販賣或放棄著作物所有權，後手便得主張權利耗

盡；若權利人選擇以保留著作物所有權方式交易，後手就無法主張權利耗盡 65。

這項支持契約可排除權利耗盡的觀點，是從權利人能控制銷售與授權的角度切

入，談的是「權利耗盡的前提成立要件」得否排除，而非直接在買賣契約上附帶

禁止轉售規定，不過，以授權取代銷售的經營模式尚存在適法性疑慮，這個問題

會在本論文第四章詳細討論。 

其實，權利耗盡應屬強制規定在本論文第二章探討制度背後的政策考量時便

可窺知一二。權利耗盡旨在平衡著作物所有人與著作權人間的權利衝突，又具有

文化保存、促進創新、降低交易成本與保障消費者隱私等功能，既是立法者在權

利衝突間取得的妥協，自不可以契約排除。台灣法院亦在臺北地院 96 年度聲判

字第 164 號刑事裁定、智慧財產法院 99 年度刑智上易字第 80 號判決，明確表明

權利耗盡屬強制規定。 

參、 定型化契約效力解釋 

一、契約是否成立 

數位著作無論是透過附著於有形載體銷售，或者直接提供消費者從網路下

載，都常搭配冗長的使用限制契約，並以接受這些契約為使用著作的前提。應用

在交易相對人為一般消費者的產品上，說白了就是要求消費者遵照權利人單方設

計的遊戲規則交易，因為這類型契約根本沒有磋商空間。有些學者解讀這契約根

本不具有契約的雙方性，而是權利人以單方行為（unilateral action）行使其財產

權，允許他人在符合一定條件下利用著作 66。除了極類似單方行為，電子契約很

可能設計成每次使用都須點選同意，這使得受到契約拘束者含括所有使用者，產

生類似於物權（right in rem）的對世性 67。 

下文介紹兩個因應數位時代所生的契約締結模式，探討以「使用視為同意」

65 Nimmer, supra note 21, at 1312; See also, PAUL PEDLEY, DIGITAL COPYRIGHT 86 (2nd ed. 2007). 
66 Niva Elkin-Koren, Copyright Policy and the Limits of Freedom of Contract, 12 BERKELEY TECH. L.J. 
93, 98 (1997). 
67 See id. at 99; See also Sims, supra note 32, at 487-4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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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拆封契約和「點選視為同意」的點選契約是否可成為契約的成立基礎，一旦完

成權利人設計的動作後，無論是否真的閱讀契約內容、是否真的了解條款限制，

都將受到該契約拘束。 

（一） 拆封契約（shrink-wrap agreement） 

「拆封即視為同意（下簡稱拆封契約）」被廣泛運用於軟體產品，其運作方

式是在產品外包裝標註「拆封即視同您同意本產品的使用條款」68，消費者無法

對條款內容向權利人磋商，頂多選擇在拆封詳閱使用條款後取消交易，從而，本

論文將拆封契約定位為定型化契約。台灣法院目前並未針對拆封契約的有效性表

達特殊見解，而是回到民法與消費者保護法的定型化契約處理。有鑑於軟體、數

位著作常使用拆封契約 69，本論文擬就拆封契約的合法性進行扼要介紹。 

美國討論拆封契約的指標性案件為 1996 年的 ProCD 案 70，第七巡迴上訴法

院認為，要求賣家將所有使用者條款標註於包裝盒上，並期待消費者在購買產品

時瞭解所有使用限制是不合常理的，因為那表示廠商須使用極小的字體顯示冗長

的條款，同時放棄將真正有用的資訊提供給消費者 71。法院進一步指出，某些交

易類型採用「先付錢再同意附帶使用條款（money now, terms later）」是被允許的，

例如旅行者先付錢預約座位，隨後才獲得車票、先買電影票，到戲院再接受戲院

的觀賞規則。第七巡迴上訴法院提出，包裝上表明產品使用須受到內部授權契約

拘束，並搭配消費者在閱讀條款後有退款權的設計方式，應是較能平衡消費者與

廠商利益的作法 72。 

拆封契約合法性在立法方面的進展，可追溯自 2002 年的電腦資訊交易統一

68 使用條款亦可能直接印刷在包裝上。 
69 在 ProCD, Inc. v. Zeidenberg 說明，現下軟體很少是靠實體店面銷售，有時消費者透過網路直

接獲取軟體，此時根本不存在包裝盒，消費者自然也無法在交易前，閱讀包裝上的授權條件或同

意使用條款；此特點與數位著作通常透過網路直接傳輸到消費者手上相當類似，從而，筆者認為

討論此種拆封授權對於數位著作交易裡，契約在何種情況下產生拘束力的觀念釐清有所助益。 
See ProCD, Inc. v. Zeidenberg, 86 F.3d 1447, 1451(7th Cir. 1996). 
70 ProCD 在其發行的軟體包裝上標註「使用本軟體須受到附隨授權契約(enclosed license)之限

制」，該授權契約除了記載於產品使用手冊外，亦被寫入 CD-ROM 中，隨著使用者每次使用系爭

軟體，該授權契約都會再次出現，告知使用者的使用權限。被告 Zeidenberg 主張自己與 ProCD
間達成合意的契約僅有已明示於包裝的條款(除了那些寫使用者仍須受到其他使用限制的條

款)，因為他無法同意隱藏部分的條款(hidden terms)。See id. at 1447. 
71 Id. at 1451. 
72 Id. at 1451-14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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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Uniform Computer Information Transactions Act, UCITA)，其在 Section 112 對契

約表示同意的章節規定 73，當「一方有理由知道相對人可從其行為或聲明中，推

定其對條款表示同意的情況下，仍有意做出此種行為或聲明時，可視為對條款表

示同意」，可知，行為也能成為構成對契約的承諾(acceptance)。同法 Section 209

又表示 74，設計大眾市場授權（mass-market licenses）時，若已賦予相對人審查

契約與退貨並無償退款的機會，該項契約應為合法 75。惟，截至目前為止，僅有

維吉尼亞州與馬里蘭州適用本法 76。 

綜觀美國法院對拆封契約效力的認定，集中在是否給予交易相對人足夠的時

間與機會閱讀契約內容，並且給予退還並退費的機會，但此僅涉及消費者是否已

對契約表示合意、進而受到拘束等問題，至於契約內容是否有效，仍須回頭檢視

條款的適法性。 

（二） 點選契約（click-wrap agreement） 

另一種常見於軟體與網路世界的契約為「點選視為同意（下簡稱為點選契

約）」，也就是在安裝軟體或進入網頁的過程中，要求使用者點選「我同意」後才

能開始使用。與前述的拆封契約相較，點選契約要求使用人主動作為的認可，而

非將使用行為視同對契約的被動接受 77；從而，美國實務對點選契約的合法性與

可執行性普遍採取肯定態度 78。 

例如，在 2004 年的 Davidson & Assocs. v. Internet Gateway 案 79，原告是提

供線上軟體的廠商，其在安裝過程中要求玩家接受以點選契約形式出現的終端使

73 SECTION 112. MANIFESTING ASSENT. 
74 SECTION 209. MASS-MARKET LICENSE. 
75 但筆者認為，給予消費者退出交易的機會是否就算讓消費者有選擇空間是有疑問的，尤其當

整個產業皆採取極為近似的使用規範時，消費者除了接受限制也別無他法。 
76 因此，究竟拆封契約的合法性在美國是否已達成共識，仍值得商榷。學者指出影響因素包含

消費者的屬性(一般大眾或企業購買者)、拒絕該契約與無償退還產品之可能性、獲知契約內容的

可能性等等。See Derclaye & Favale, supra note 29, at 102-103. 
77 將接受契約的方式以主動表達、被動接受觀點區分：最容易拘束使用者的當屬「瀏覽即同意

(browse-wrap)」，常見於網站關於使用者條款的設計，但這種類型在美國法院很可能被判定使用

人根本沒有表示接受，不需受到契約拘束，對權利人而言雖然方便卻須承擔較高的風險。至於拆

封契約與此處談的點選契約需要使用人以作為表示同意，在法院的接受度也較高。Ty Tasker & 
Daryn Pakcyk, Cyber-Surfing on the High Seas of Legalese: Law and Technology of Internet 
Agreement, 18 ALB. L.J. SCI. & TECH. 79, 95-96 (2008). 
78 Id. at 96. 
79 Davidson & Assocs. v. Internet Gateway, 334 F. Supp. 2d 1164 (E.D. Mo. 20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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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者契約，承諾不得對軟體進行重製、散布或還原工程等行為。被告對遊戲軟體

進行還原工程，且主張由於購買軟體當下無法直接閱讀上述限制條款，從而系爭

條款應無法執行。密蘇里州東區地方法院認為，被告已確實閱讀使用者契約也點

選同意，又未於試用期內行使解約退款權，自須受契約拘束，亦認同契約具執行

力 80。另個例子是 I.Lan Sys., Inc. v. Netscout Serv. Level Corp.案，麻州地方法院

援引 ProCD 案說明，連默示同意都能成為有效的契約承諾，舉重以明輕，明確

按下「我同意」當然屬有效的承諾 81。 

其實，正如 I.Lan Sys., Inc. v. Netscout Serv. Level Corp.案所述，如果認同拆

封契約有效且可予執行，理論上亦會接受點選契約的有效性與可執行性。這裡討

論的，只是契約相對人是否表示接受契約條款，但尚未觸及契約內容是否有濫

權、顯失公平等問題；惟，無論是締約方式或對實質契約內容有所不滿，在絕大

多數的情況下，消費者都難有協商空間。如果契約自由是市場奉行的唯一真理，

消費者對產品的使用權利勢必面臨逐漸萎縮的窘境，鑑於此，下文針對定型化契

約內容是否有效的問題進行討論。 

二、定型化契約運作的問題 

（一） 定型化契約的意義與制度考量 

定型化契約有別於傳統契約透過交易雙方當事人磋商訂立，乃因應經濟快速

變遷，透過規格化、標準化的締約型態，提高交易效率並控制交易成本；對於消

費者而言，也能因為企業降低成本反應的低價受有益處 82。由此可見，定型化契

約有其正面貢獻，不能因為約款內容對一方不利便當然主張契約無效，重點在

於，是否有人透過定型化契約框架獲取不公平利益。智慧財產法院 101 年度民著

訴字第 13 號判決中，便提到「契約為定型化契約之事實，並不足以推翻契約當

事人有達成契約合意，僅在定型化契約條款有顯失公平情形時，有法律介入予以

調整之空間及可能」。 

即便定型化契約有存在的必要與貢獻，但其既然有著單方擬定的特質，便有

80 Id. at 1177. 
81 I. Lan Sys. v. Netscout Serv. Level Corp., 183 F. Supp. 2d 328, 338 (D. Mass. 2002). 
82 范建德，初探我國消費者保護法定型化契約規定之體系，律師通訊，第 199 期，頁 38，1996
年 4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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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能使締約相對人在不了解或無力改變契約的情況下，接受不公平的締約條件。

因此，我國於 88 年 4 月 21 日增訂民法債編增訂第 247 條之 1 關於定型化契約的

規定，排除不公平之「單方利益條款」，避免居於經濟弱勢之一方因無其他締約

之可能，而忍受締約之不利益，是縱他方接受該條款而締約，亦應認違反衡平原

則而無效，俾符平等互惠原則 83。除了民法，消費者保護法對於定型化契約亦設

有專章規範，不過，無論是民法 247 條之 1 或消費者保護法第 12 條，判斷重點

皆在是否對消費者「顯失公平」。 

在消費者保護法尚未出現時，學者指出法院對於定型化條款是否對契約當事

人不公平，係以「公序良俗」為判斷基準 84，惟「顯失公平」和「公序良俗」皆

是相當抽象的概念，需仰賴判決才能瞭解該制度運作的方式，從而，以下便整理

實務操作「顯失公平」標準的情形。 

（二） 何謂顯失公平 

1. 依契約本質所生之主要權利義務，或按法律規定加以綜合判斷，有顯失

公平 85 

以臺北地方法院 98年度訴字第 1479號民事判決為例，法院表示：「民法 247-1

條定型化契約中所謂『按其情形顯失公平者』，係指依契約本質所生之主要權利

義務，或按法律規定加以綜合判斷有顯失公平之情形而言。質言之，定型化契約

約款之使用人如以該約款恣意追求一己之利益，而自始未兼顧相對人之正當利

益，或未於同一契約中，以其他約款對相對人為補償規定者，即應認為違反誠信

原則而顯失公平。又於綜合衡量約款使用人及相對人利益時，應考慮所有可能影

響雙方利益之因素，如契約種類、性質、目的、全部內容，約款使用人經營效率

之必要性、相對人合理信賴、交易成本及交易習慣等因素。」 

83 臺北地方法院 99 年度智字第 5 號民事判決，臺北地方法院 100 年度智字第 39 號民事判決、

新竹地方法院 94 年度重訴字第 162 號民事判決對定型化契約亦有相同說明。 
84 尤重道，定型化契約之概念與法律效果暨實務分析，消費者保護研究第十七輯，頁 176，2012
年 9 月。相同見解，楊淑文，定型化契約之管制與契約自由——德國與我國法制發展之比較分析，

政大法學評論，第 132 期，頁 179-181，2013 年 4 月。楊淑文還指出，即便在消保法與民法第

247 條之 1 通過後，仍有法院以公序良俗為審查標準，因此若契約當事人締約時並無意思表示不

健全或不自由時，即推定無顯失公平之情形。 
85 此標準在高等法院臺中分院 89 年度上字第 401 號民事判決、臺北地方法院 99 年度智字第 5
號民事判決、臺北地方法院 100 年度智字第 39 號民事判決、新竹地方法院 94 年度重訴字第 162
號民事判決、臺北地方法院 98 年度訴字第 1479 號民事判決中，皆出現相同論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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觀察大多數判決，僅例稿式地提出應思考契約所生的主要權利義務，卻未見

將爭議契約的本質、債權債務人依法應負擔的責任臚列下來，再與定型化契約變

更的內容比較，這樣的處理方式實則還是空洞的原則運作而已 86。不過，實務上

仍有依照契約法設計本旨，對定型化契約約款改變的內容與原始法規設計相互比

較，進一步判斷契約是否公平的案例，本論文認為這樣的操作過程頗值借鏡，茲

介紹高雄地方法院 97 年度簡上字第 241 號民事判決。 

該案涉及的契約條款為：「買方認知該債權已完成讓與，且同意不得以其對

於賣方之任何債權向受讓人主張抵銷... 關於因契約所生之標的物瑕疵擔保、保

固、保證、售後服務或其他契約上之責任，仍應由賣方負擔之，買方應向賣方請

求履行此等責任或義務，受讓人不必就標的物有任何明示或默示之承諾或保

證」。法院認為這樣的條款意圖只受讓債權而不受讓債務，更禁止債務人以任何

契約責任對抗受讓人之約定，與雙務契約之基本精神有違。判決提到，雙務契約

中雙方各負對待給付義務，於對方給付遲延或給付有瑕疵時，己方得以同時履行

抗辯或解除契約等權利對抗，為法律衡平交易雙方權利之設計，系爭條款將給付

義務與相對應之各種抗辯權利分離，無論對方為何種給付甚至不為給付，己方仍

有給付義務，顯違平等互惠原則，從而，法院認定該約款無效。 

2. 處於無從選擇締約對象或無拒絕締約餘地之情況 87 

學者林更盛整理近年實務判決，提出像是和銀行簽訂的保證契約 88、獨立營

業人彼此間的交易、透過公開招標程序完成的交易 89、工程合約的違約金約款

等，法院皆認為契約當事人於締約時，若有其他的締約選擇，就不該以民法第

86 相同見解，參見楊淑文，前揭註 84，頁 190。 
87 這個標準在最高法院 91 年度台上字第 2220 號民事判決、最高法院 92 年度台上字第 39 號民

事判決、最高法院 90 年度台上字第 2011 號民事判決、最高法院 96 年度台上字第 1246 號民事判

決、最高法院 100 年度台上字第 1635 號民事判決、最高法院 96 年度台上字 168 號民事判決、高

等法院 101 年度上易字第 180 號民事判決、地方法院 99 年度智字第 5 號民事判決等皆提及。 
88 例如台北地方法院 95 年度訴字第 8817 號判決，認為「查銀行現行實務上，均要求連帶保證

人於對保時須簽立授信約定書，而所簽立的授信約定書中，均約定有期限利益條款，客觀上應為

連帶保證人所知悉，若連帶保證人不欲受期限利益條款所拘束，仍有是否簽立之選擇自由，尚與

無從選擇締約對象或無拒絕締約地之情況有間。」 
89 例如最高法院 96 年度台上字第 168 號民事判決，認為：「系爭工程係經公開招標，被上訴人

於參與投標前，對於有關系爭工程之工程圖說、投標須知、標單、合約書及其附件等，非無充足

之時間詳細審閱，以瞭解得標後兩造之權利義務，倘其認契約條款對其不利，亦可拒絕投標。」 
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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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7-1 條主張契約無效 90。 

筆者以最高法院 100 年度台上字第 1635 號民事判決為例，說明此要件實際

運作的過程。該案上訴人博弘科技向被上訴人台灣固網公司申請 IDC 主機代管

服務，於 98 年 3 月 24 日簽訂 IDC 主機代管優惠報價單後，另於 98 年 7 月 14

日簽訂約定條款／合約增補協議書，約定由台灣固網公司提供二個機櫃供上訴人

存放其網路設備，並提供 500Ｍ保證頻寬之網路接取服務，供上訴人之網路設備

進行資料傳輸。但租用不久後，博弘科技公司便以台灣固網提供的網路長期不穩

定，反映兩次因電力及機器異常而無法正常使用卻未獲改善為由，於 99 年 3 月

2 日欲解除原合約及增補協議書。對此，台灣固網認為博弘科技單方解除合約並

無效力，且因後續博弘科技未如期付款，在催告仍未見處理後，台灣固網行使原

合約中的契約終止權，同時要求博弘科技支付契約內的懲罰性賠償金。博弘科技

則主張，該終止契約與懲罰性賠償金皆屬顯失公平的定型化契約，認為該約款無

效。 

觀察原合約、增補協議書及代管契約，關於台灣固網未能依約提供服務之契

約責任，僅於代管契約第 9 條第 1 款約定：「因甲方（即台灣固網）之因素致乙

方（即博弘科技公司）連續 24 小時以上無法連線使用者，發生問題期間，甲方

不得計費，並應以相同於無法連線使用之日數，延長乙方使用期限。」查台灣固

網發生上述二次事故僅使服務分別中斷 5 分鐘和 53 分鐘，未達應停止計費的條

件，因此，法院認定博弘科技公司無權請求賠償，而台灣固網在催繳費用不成功

後，向博弘科技公司表示終止合約，並要求支付懲罰性違約金應屬有據。 

對於定型化契約是否違反誠信原則、顯失公平而無效的爭議，法院認為：「應

以契約當事人之一方於訂約當時，處於無從選擇締約對象或無拒絕締約餘地之情

況，而簽訂顯然不利於己之約定者始足當之。又定型化契約之出現原因不一而

足，是否符合平等互惠原則，不能主觀認定，而應依一般社會的客觀標準，以及

當事人雙方是否彼此對約定內容有充分的認知來判斷。」法院指出市場上經營

IDC 主機代管業者眾多，博弘科技公司於締約之初亦有比價與選擇締約對象之能

力與機會；加上博弘科技公司資本額達一億元，亦有一定的經濟實力，自非無拒

90 林更盛，欠缺其他的締約可能：民法第二四七條之一的不成文的構成要件——最高法院九十

一年度台上字第二二二○號民事判決，月旦裁判時報第 18 期，頁 86-88，2012 年 12 月。 
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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絕締約之可能。又從博弘科技公司簽訂原合約後還能簽訂增補條款的事實觀之，

足見雙方就契約條款存在協商空間。又對於懲罰性違約金部分約定，第一部分係

指給予優惠之差額，優惠價格既係因原合約存續而享有，則於原合約終止後，台

灣固網拒絕給予優惠，並請求賠償原價與優惠之差額，堪稱允當；第二部份既以

未到期的服務費用總和為內容，即屬台灣固網預期利益損失，即便以該金額兩倍

核算違約金亦屬合理。綜上，前開懲罰性違約金對博弘科技公司並無顯失公平之

處，亦無民法第 247 條之 1 第二款加重責任之情形。 

以當事人有其他締約機會作為判斷標準，似是強調既然雙方在你情我願的情

況下締約，就該遵守契約內容，即「契約自由」加上「契約嚴守」後的必然結果；

但當整個產業都採用相同的契約條件，即便消費者找到其他締約機會，又與只有

單一選擇有何不同？若將其他締約機會擴張至「選擇不締約」，則又有何種交易

能符合「無其他締約選擇」呢？學者林更盛介紹德國法上的契約控制理論時，便

闡述兩種法律介入契約的政策思考：一是以契約正義角度出發，考慮磋商實力不

對等時，契約機制既無法妥當地擔保其內容正當性，國家即應介入審查；第二種

想法則從自我決定的角度出發，提出若當事人欠缺自我決定實力，則契約將從雙

方自主、轉變成為單方主宰 91。本論文認為，在定型化契約架構裡是否存在「契

約自由」頗令人質疑，又所謂「商業慣例」很可能是凝聚整個產業的談判力去對

抗個別消費者，以商業慣例為由，要求法院作出對廠商有利判決的正當性，實難

令人信服。 

3. 契約相對人可能無法了解定型化契約規定時，應有告知義務 

消費者保護法第 14 條規定：「定型化契約條款未經記載於定型化契約中而依

正常情形顯非消費者所得預見者，該條款不構成契約之內容」，此即「異常條

款」92。定型化契約一般字體狹小，加上內容極度繁雜，除了讓人無心閱讀外，

更大的問題是一般人根本難以了解其內容。對此，學者楊淑文認為，既然相對人

對於定型化契約所為之概括合意，限於其依經驗法則所得預見之條款，則若條款

內容為平均水平之交易相對人、依其經驗法則無法預見者，即非屬民法第 153

91 林更盛，同前註，頁 88。 
92 消費者保護法施行細則第 12 條：「定型化契約條款因字體、印刷或其他情事，致難以注意其

存在或辨識者，該條款不構成契約之內容。但消費者得主張該條款仍構成契約之內容。」 
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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條合意範圍 93。雖然消保法規定僅有「未經記載於定型化契約」者能落入異常條

款 94，不過，實務對於雖寫於定型化契約，唯未以明顯方式標註或特別告知時，

交易相對人仍得主張異常條款。 

以臺南地方法院 91 年度訴字第 1905 號民事判決為例，雖其未援引消費者保

護法或民法第 247 條之 1，但仍成功以一般消費者無法注意條款內容，認定無侵

害著作權之故意或過失。案件事實為被告乙向太平洋衛視購買智慧卡時填寫服務

申請表，申請表雖記載「本服務禁止攜往國外或於有線電視頭端或社區共同天線

上使用、播送」等字樣，但法院認為「此為印刷之定型化契約，字體細小，一般

人甚少逐一閱讀並瞭解其真正含義，太平洋衛視公司專業人員如未盡告知義務，

申請人不明含義即填寫送出，以為這樣就可獲得接收電視頻道服務，不免讓申請

人誤入陷阱。」法院也發現，不要說是一般消費者不會注意上開條款，連提供申

請書的經銷商對於申請書上印製的契約內容尚非周知，亦未盡告知義務，難以該

定型化之服務申請表已告知使用限制，遽以認定乙有侵害著作權之故意過失。 

（三） 小結 

定型化契約已是現代消費社會中不可或缺之工具，惟基於簽訂此類契約時多

存在交易雙方地位不平等的情況，法律須對契約內容加以控制。而「顯失公平」

的準繩，應以該定型化契約是否改變法律原本對雙方權利義務、風險分擔的安排

為判斷依據，至於市場上是否存在其他締約機會，固然得納入衡量標準，卻也要

注意所謂的其他締約機會是否真的提供內容不同、更加公平的選擇(請參見圖 2

常用於數位著作之定型化契約概念圖)。 

回到本論文的主題，著作物的使用限制若以定型化契約條款限制，該如何認

定其法律效果？首先，需先認定著作物契約的本質，當使用限制已經嚴重破壞買

方應獲得之權利，應認系爭約款無效。問題是，如果賣方能夠改變契約屬性，讓

權利義務的架構產生質變，則儘管以契約法設計的原始目的加以檢視，仍無法得

公平的結果。從第四章開始，本論文將進入最常見且富有爭議的契約屬性轉變，

探討「銷售」與「授權」間的分野。 

93 楊淑文，前揭註 84，頁 195。 
94 我國實務判決(台南地方法院 96 年度小字第 2138 號判決)中有以此為由，拒絕認定契約內已記

載的條款屬於異常條款。楊淑文，前揭註 84，頁 196。 
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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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過，在檢討著作權人利用條款扭曲交易屬性的現象前，筆者在下一節會先

討論另個可控制契約內容的理論－著作權權利濫用。雖然著作權權利濫用這項理

論在台灣尚未被法院接受（我國法院僅以民法上權利濫用處理），但該制度反應

出著作權政策公益性之考量，與本節在私人試圖扭曲立法者原先設計的權利義務

分配時，法院應介入定型化契約的效力認定頗有異曲同工之妙。 

 

 

 

 

 

 

 

 

 

 

 

 

 

圖 2 常用於數位著作之定型化契約概念圖 

(本研究自行繪製) 

第二節、授權約款是否構成著作權權利濫用 

著作權濫用(copyright misuse)的概念發軔於美國，且即便是美國，著作權濫

用亦是一直到了 1990 年聯邦第四巡迴上訴法院處理的 Lasercomb 案後，才由法

官造法的方式成為獨立於競爭法的抗辯。著作權濫用的概念從專利濫用原則衍生

而來，性質上屬於衡平法上的抗辯(equitable defense)；其法律效果並非使著作權

無效，只是限制著作權人不可執行權利 95。隨著數位科技的進步，著作權人對於

95 著作權濫用是否能解決授權契約中存在的不公平有待商榷，學者蕭宏宜指出著作權濫用僅為

著作權侵害的抗辯事項，若原告非以侵害著作權提起訴訟，而係透過契約法為之，被告根本無主

張機會。蕭宏宜，耗盡原則與軟體轉售－以美國與歐盟的發展為中心，東吳法律學報第 24 卷第

四期，頁 163。 
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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著作物的掌控力也逐漸增強，導致現今透過契約或科技手段限制著作利用人的情

形益見普遍，但這些限制條件的目標已從最初的防止違法重製一路擴張，甚至讓

原先為提供創作誘因的著作排他權效力影響到原本不具著作權保護的市場。對於

這些現象，著作利用人開始試圖透過著作權濫用抗辯爭取著作使用自由，但目前

成功的機率仍相當渺茫。 

下文先扼要介紹著作權濫用的概念與運作方式，再透過對 2011 第九巡迴上

訴法院的 Apple v. Psystar 案，探討造成著作權濫用理論適用困難的原因，並提出

適用認定標準的修正。最後，以一件發生在台灣且與 Apple v. Psystar 案頗有相似

之處的案例進行分析，看以公平交易法處理著作權濫用的可能性。 

壹、 著作權權利濫用概念簡介 

判斷何時構成著作權濫用的標準有兩大派，一種是以違反競爭為前提

(antitrust-based misuse)，另一種是以違反著作權法背後的公共政策為前提(public 

policy-based misuse)96。而最早承認著作權濫用為獨立抗辯的 Lasercomb 案明確

採取公共政策違反前提的標準，此亦代表著作權利人是否具備市場力量、被告是

否締約與受有損害等皆不在考量範圍 97，此派見解也為美國第三巡迴上訴法院、

第四巡迴上訴法院、第五巡迴上訴法院、以及第九巡迴上訴法院採納 98。 

著作權法之所以賦予著作權人權利是為了鼓勵創新，以期達到促進公眾文化

進用與知識積累的功能，因此，著作排他權其實是一項相當限縮的權利，其僅提

供創新的必要誘因(necessary to encourage innovation)99。著作權既屬排他權，與

市場的開放競爭間存在一定程度的矛盾，就此，吾人須謹記著作權本質上該是個

限縮的權利，對於著作權人大量使用定型化契約限制著作使用人的行為，著作權

96 競爭法與智慧財產權法的關係素有爭議，傳統認為智慧財產權法不受到競爭法反壟斷規範的

限制，現通說採「互補理論」，即相信兩套法律系統皆在保障自由競爭進而提高經濟效率與消費

者福利，據此，當智慧財產權利人或該權利本身阻礙或排除替代性競爭時，競爭法應出面限制智

慧財產權的行使。劉孔中，前揭註 36，頁 48。 
97 林利芝，著作權濫用---以利用商品標籤或包裝之著作權禁止真品平行輸入一般商品為例，智

慧財產評論，第 10 卷第 2 期，頁 51-53，2013 年；柳瑜珊，著作權授權與競爭法相關問題之研

究，國立台灣大學法律學研究所碩士論文，頁 105，2002 年。 
98 楊智傑，著作權濫用與不當使用之研究，公平交易季刊，第 20 卷第 2 期，頁 9，2012 年；相

同見解見林利芝，同前註，頁 53-54。 
99 Zinda, supra note 18, at 12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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濫用應可成為解套方案的選擇之一 100。 

關鍵在於，什麼才是著作權法背後隱含的公共政策？從促進創新這個觀點出

發，當著作權人的行為將抑制創新的發生，無論是禁止著作利用人為同類產品的

研發，或禁止使用競爭產品（降低競爭者的創新誘因），都算是違背著作權法的

公共政策。其他已被法院認定屬違背公共政策的著作權權利濫用行為，還包括排

除後人對著作的開發或評論、將著作權保護範圍延伸至觀念、利用訴訟行為嚇阻

或剝奪他人主張合理使用的空間等 101。不過，經過二十多年來的判例累積，成

功主張著作權權利濫用的案件不多，代表著作權權利濫用的主張還存在某些適用

條件上的限制。接下來，筆者欲透過 Apple v. Psystar 案的介紹，分析所謂「不當

擴張著作權保護範圍」，在實務上的運作方式與缺失；此外，本案也觸及「權利

耗盡的排除條款」是否構成著作權權利濫用的問題。 

貳、 美國與台灣的實務見解 

一、 美國判決：Apple v. Psystar 案 

（一） 先例探討 

著作權濫用抗辯的宗旨在於，防止著作權人將其有限的排他權擴張至其他領

域而形成獨占 102。首先，第九巡迴上訴法院先檢討過去成立著作權濫用的前案，

藉此勾勒美國著作權濫用的適用範圍。第一個討論的案件是 Lasercomb 案 103，

第四巡迴法院指出，不是只有在違反競爭法時才能構成著作權濫用，這種情況固

然可能引發著作權權利濫用，但重點是該行為是否違反著作權法背後欲實現的公

共政策 104。本案被告為軟體製造商，因其利用標準授權契約(standard licensing 

agreement)禁止被授權人及其員工在授權期間內(長達九十九年)從事開發、生產

或販賣與系爭 Laserconb 軟體的競爭產品 105。這樣的條款形同迫使被授權人放棄

100 Jennifer R. Knight, Copyright Misuse v. Freedom of Contract: And the Winner Is, 73 TENN. L. REV. 
237, 245-246 (2006). 
101 楊智傑，前揭註 98，頁 10。 
102 We described the purpose of the defense as preventing holders of copyrights "from leveraging their 
limited monopoly to allow them control of areas outside the monopoly." A & N Records v. Napster, 
Inc., 239 F.3d 1004,1026 (9th Cir. 2001). 
103 Lasercomb Am., Inc. v. Reynolds, 911 F.2d 970 (4th Cir. 1990). 
104 The question is not whether the copyright is being used in a manner violative of antitrust law (such 
as whether the licensing agreement is "reasonable"), but whether the copyright is being used in a 
manner violative of the public policy embodied in the grant of a copyright. Id. at 978. 
105 Id. at 972-97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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開發競爭產品，無疑在剝奪創新的機會，對整體社會福祉有負面效應，違反著作

權法設計以提供誘因進而促進創新的政策目標 106。綜上，法院判定 Lasercomb

的條款構成著作權權利濫用。 

第二個案件是 Practice Management 案 107，涉訟著作為美國醫療協會

(American Medical Association, AMA)出版的當代醫療程序術語典(Physician's 

Current Procedural Terminology, CPT)，該書以五字元編碼(five-digit code)將各種

醫療程序編碼，讓醫生與護理人員可以清楚知道醫療流程中應進行的程序；本案

被告為專門出版醫療相關書籍的出版商 Practice Management，其向 AMA 購入

CPT 並打算進入市場行銷。1977 年，聯邦健康照顧財務管理（Health Care 

Financing Administration, HCFA）為了推動醫療照護（Medicare）與醫療補助

（Medicaid），欲建立一套全國統一的醫療服務編碼系統，並決定和美國醫療協

會簽約，直接採用 CPT 內的編碼系統；於是，HCFA 與 AMA 簽訂一份非專屬、

免授權金、不可撤回的著作授權契約，同時承諾不再使用市場上其他醫療編碼系

統。Practice Management 得知 AMA 與 HCFA 簽約後，主張因 CPT 將成為政府

採納的編碼制度，該著作已進入公領域而再無著作權可言；此外，針對 AMA 要

求 HCFA 只能採用 CPT 編碼部分，主張 AMA 已構成著作權權利濫用 108。 

第九巡迴上訴法院認該授權契約構成著作權濫用，其以「非專屬、免費且不

可撤回的授權」為代價，換取市場上的專用權(exclusivity)。並非因為「HCFA 決

定採納 CPT 編碼為唯一標準」這個「結果」構成著作權權利濫用，而是 AMA

利用授權契約限制，讓「HCFA 失去選擇其他編碼系統的機會」這個「過程」構

成著作權權利濫用；換句話說，如果是 HCFA 在思量後自行決定以 CPT 做為唯

一的編碼標準，就沒有著作權權利濫用問題 109。 

第三個先例是 Triad 案 110。Triad 是軟、硬體的製造商，其在提供給客戶的

授權契約中禁止被授權人重製其軟體，亦禁止第三人使用該軟體。後來，Triad

對一家名為 Southeastern 的電腦維修公司提起訴訟，主張其維修電腦時將不可避

106 Id. at 978. 
107 Practice Mgmt. Info. Corp. v. AMA, 121 F.3d 516, 521 (9th Cir. 1997), amended by 133 F.3d 1140 
(9th Cir. 1998). 
108 Id. at 517-518. 
109 Id. at 521. 
110 Triad Sys. Corp. v. Se. Express Co., 64 F.3d 1330 (9th Cir. 19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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免地將 Triad 軟體重製於公司電腦的記憶體；Southwestern 認為既然重製是電腦

維修時無可避免的行為，則 Triad 的授權契約無疑在壟斷電腦維修市場，應構成

著作權權利濫用。法院不接受 Southwestern 的主張，並說明 Triad 並未意圖阻止

Southwestern 或其他廠商開發競爭的軟體，不構成權利濫用 111 

另個值得注意的先例是第五巡迴上訴法院處理的 Alcatel 案 112。原告

Alcatel(前身為 DSC Communications Corporation, DSC，判決以 DSC 稱呼原告)

是一項電話轉換系統軟體的權利人，也生產許多不受著作權保護的零件，例如微

處理器卡(microprocessor card)。在 Alcatel 與客戶的軟體授權契約中，要求客戶

需搭配其所生產的硬體使用，但這個硬體本身並不受著作權保護，從而被告 DGI

認為這份授權契約已不當擴張著作權保護的效力，屬於著作權濫用。對於 DGI

的指控，DSC 認為根據 Lasercomb 提出的標準，DSC 並未限制他人開發競爭軟

體，自無著作權濫用。就此，第五巡迴上訴法院認為 DSC 這項軟體搭硬體的契

約構成著作權濫用，因為 DSC 透過這項交易安排，將對軟體著作權保護的效力

擴張至原本不受著作權保護的硬體 113，違反著作權背後的公共政策(不能給不具

備著作權要件的產品獨佔排他權)。 

除了軟體綁硬體的使用限制外，DSC 也禁止客戶重製軟體 114，但因 DGI 想

開發與 DSC 微處理器卡相容的競爭產品，必然需要下載 DSC 的軟體進行測試，

若認同 DSC 利用契約防堵為相容性測試所為之重製，無異阻斷競爭者開發與

DSC 微處理器卡替代品的機會 115。第五巡迴上訴法院進一步說明，DSC 是否試

圖阻止其他人開發與 DSC 軟體系統的競爭軟體已不重要，重點是 DSC 透過防堵

測試行為將原先只提供軟體的著作權保護效果，擴及不受著作權保護的微處理器

卡 116，這就是著作權濫用。 

（二） 本案涵攝：軟體綁硬體構成著作權權利濫用嗎？ 

Psystar 認為著作權法雖保障權利人得對抗非法重製與散布，卻也同時設計

111 Id. at 1337. 
112 Alcatel USA, Inc. v. DGI Techs., Inc., 166 F.3d 772 (5th Cir. 1999). 
113 If DSC has used its copyrights to indirectly gain commercial control over products DSC does not 
have copyrighted, then copyright misuse may be present. Id. at 793. 
114 The customer is prohibited from copying the software or disclosing it to third parties. Id. at 777. 
115 Id. at 793-794. 
116 Id. at 79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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權利耗盡這項權利限制。蘋果透過授權契約，要求使用人只能將作業系統裝設於

蘋果的電腦使用，這違反權利耗盡發生後，消費者應能自由使用該特定著作物

(dispose of the possession of that copy)的原則，屬不當擴張著作權法保護的濫用行

為。對於 Psystar 的主張，法院首先闡明蘋果未將作業系統出售給消費者，因此

無權利耗盡的適用 117。再者，法院認為只有當蘋果的授權契約造成限制創意或

限制競爭的結果，才有著作權濫用；但檢視蘋果授權契約的內容，其並未禁止競

爭廠商開發自己的作業系統，亦未禁止客戶在蘋果電腦上使用非蘋果的元件，從

而沒有著作權濫用問題 118。雖然 Psystar 提出 Alcatel 案，希望說服法院只要試圖

將對著作權保護的效力擴張至不被著作權保護的客體，就構成著作權濫用，但第

九巡迴上訴法院認為 Alcatel 的情況相當特殊，DSC 案的被告就是為了推出競爭

品而下載(重製)DSC 的軟體，其目的僅在確認產品與原始 DSC 產品的相容性，

禁止這樣重製行為與 Practice Management 案的反競爭授權條件較相似

(anti-competive license condition)。本案蘋果設計的 SLA 僅要求客戶須將軟體裝在

於專門設計好的硬體使用，該事實與 Triad 案較為相似，因此，只要不是禁止被

授權人不得開發同領域(本案為軟體)產品，即不屬著作權濫用 119。 

（三） 判決評析 

本案判斷契約是否構成著作權濫用的關鍵在「對系爭著作物所屬領域是否造

成限制競爭」的結果，軟體製造商的契約若是綁住搭配使用的硬體，僅是將權利

擴張至軟體外的另一領域，不算權利濫用；但既然著作權權利濫用的宗旨是「防

止權利人擴張其有限的排他權至他領域，進而形成獨占」，則為何認定將控制權

從軟體延伸至硬體，不算將排他權擴展至他領域？狹隘地將認定阻礙競爭的客體

範圍限縮在原著作物領域，豈非直接排除「是否將權利擴張至他領域」的可能，

此結果顯與著作權濫用宗旨相悖。 

法院在 Psystar 案的思考脈絡是先判斷交易為「授權」，因此無「權利耗盡適

用」，自然 Psystar 主張「規避權利耗盡屬著作權權利濫用」的主張也失去成立前

117 該部分討論請參考後文第四章、第一節、貳、六。 
118 Apple’s SLA does not restric competitor’s ability to develop their own software, nor does it 
preclude customer from using non-Apple components with Apple computers. Apple Inc. v. Psystar 
Corp. 658 F.3d 1150, 1160 (9th Cir. 2011). 
119 Id. at 11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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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後續對權利濫用適用與否進行檢討，乃針對「軟體綁硬體」的銷售形式；誠

然，軟體綁硬體也是一種著作權人控制著作利用人的使用行為的方式，但其實法

院未直接回答「規避權利耗盡的契約設計」是否構成權利濫用。這點在之後的

Adobe v. Hoops 案 120更為明顯，加州北區地方法院在斷定 Adobe 的軟體交易屬

授權後，便直接說著作權權利濫用的主張失所附麗，毋庸繼續檢討 121。 

著作權權利濫用的目標是防止不當地將著作獨佔權擴張，而權利耗盡的宗旨

則是防止著作權利人於獲得創作對價後，仍欲控制後續著作利用（亦在防止權利

擴張），兩者背後的政策思考頗有異曲同工之妙，因而，本論文認為將規避權利

耗盡行為納入權利濫用類型應是可能的選項。 

學者 Stephen Zinda 分析，軟體開發商設計禁止轉售條款用意有二：防止使

用者替代（users substitution）與防止使用者擴散（user proliferation）。使用者替

代背後的好處是廠商可以獨佔市場通路，對軟體售價有全面的掌控力，再者，也

可保持原本的差別取價策略不被二手市場打壞；使用者擴散指的就是避免違法的

重製行為，這也是著作權法原始設計的功能 122。那麼，排除使用者替換算不算

違反著作權法背後的公共政策？無可否認，差別取價無論是對廠商或消費者皆有

利，因為從整體看來，消費者願付價格與供給者的願受價格可以在較低的價格點

取得均衡 123。例如購買教育版的消費者能用較低的價格取得軟體，則就全體消

費者取得軟體的平均價格就會降低。但即便差別取價能使社會群體受益，軟體開

發商限制轉售的行為仍有問題，因為從著作權法承認權利耗盡這項制度看來，就

彰顯出國會認為使用者替代帶來的效益，較使用者擴散隱藏的風險更為重要，據

上，試圖規避權利耗盡的契約條款已然構成著作權權利濫用 124。 

吾人需銘記在心的是，著作權乃國家以有限之獨占權作為促進社會文化、科

技等發展的對價，這項權利應是有限度且有助於整體公益發展。本判決意識到以

120 案件事實請參考前文第三章、第二節、壹、二、(七)。 
121 Adobe Systems Inc. v. Hoops Enterprise LLC 2012 U.S. Dist. LEXIS 12228, pp. 13-14 (N.D.Cal., 
2012). 
122 Zinda, supra note 18, at 1259-1260. 
123 仍有討論空間，See Wang, supra note 16, at 11；沈宗倫，以對價平衡觀點論智慧財產權耗盡原

則之適用---以平行輸入為中心，國立中正大學法學集刊，23 期，頁 188，2007 年 12 月(認為權

利耗盡的重點在權利人是否能透過第一次銷售行為獲得報酬，至於第一次市場行為發生在國內市

場或國外市場則非所問。認為因平行輸入帶來的市場差別取價不符合智慧財產權保護之本旨，若

強以智財法保護對象擴及「商業上的成功」，並不妥當)。 
124 Zinda, supra note 18, at 1260-126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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授權方式經營軟體屬市場常態不當然表示此經營方式合於法制，法院在適用法條

時應採取更加積極的態度，而非在無法直接從先例找到可支持見解後，直接將解

讀空間鎖死（畢竟著作權權利濫用概念仍在成形之中，尚有發展空間）。 

二、 台灣實務見解：預錄機軟體案 

台灣法院對於著作權授權契約的態度相當寬容，筆者以著作權與權利濫用為

關鍵字，除去程序上利用發警告函的案件外，難以找到一則與授權內容實體相關

的判決 125。下文介紹的預錄機軟體案 126，被告提出原廠「限定使用原廠輔助設

備」已違反公平交易法，並於答辯階段提出權利濫用的主張，惟法院未對此表達

看法，而是直接以「修改程式碼符合合理使用」為由，肯認修改原廠程式碼行為

的合法性。判決本身雖未針對著作權權利濫用進行檢討，但筆者仍將該案摘錄於

下。 

（一） 案件事實 

告訴人禮文公司取得日商 Expert Magnetics 公司（下稱日商 EM 公司）獨家

授權 127，經銷日商 EM 公司出產的 PRE-8107 型預錄機機臺。又日商 EM 公司另

開發 TeFeOne 及 ComboOne 預錄機軟體，其須安裝於上開預錄機機臺之電腦，

這兩套軟體能確認使用人是否使用原廠機台耗材「碟機」(driver)，確認完成後方

會連線至主機，才能開始使用預錄機。 

禮文公司銷售預錄機時是連同自動化機台、軟體及耗材光碟機一起販售，並

未分開另外計價，禮文公司主張扣除硬體成本後的差價 580,000 元就是軟體授權

費用。訴外人中環公司向禮文公司購買預錄機後，又向被告鈺鼎新技公司購買非

原廠碟機，為了解決 TeFeOne 及 ComboOne 的原廠認證功能，中環公司提供鈺

鼎新技公司該兩套軟體 128，由鈺鼎新技公司修該軟體執行檔，以規避原廠碟機

驗證程序，使得非原廠碟機亦可正常連線使用。禮文公司知悉鈺鼎新技公司的行

為後，向新竹檢察署提起告訴，檢察署以被告觸犯著作權法第 92 條擅自以改作

125 參楊智傑，前揭註 98，頁 30。 
126 智財法院 101 年度刑智上易字第 65 號判決、101 年度重附民上字第 9 號。 
127 告訴人經日商 EM 公司專屬授權，得在我國以著作財產權人之地位行使權利。 
128 中環公司員工否認提供軟體給鈺鼎新技公司，因此禮文公司認為鈺鼎新技是以非法重製手段

取得軟體，但因檢方未提出積極證據，此部分法院作出有利於鈺鼎新技公司的事實認定。 
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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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方法侵害他人之著作財產權罪嫌提起公訴。 

圖 3 預錄機軟體案關係圖 

(本研究自行繪製) 

（二）法律爭議與法院見解 

被告主張依權利耗盡理論，認為中環公司向禮文公司購買預錄機時就已獲得

預錄機軟體的所有權(禮文公司則主張軟體僅授權與中環使用)，因此禮文公司不

能限制合法購買主機及程式之人刪除路徑，亦不能限制合法購買者使用其他廠牌

之光碟機，始符合自由市場之交易秩序。另外，被告復主張禮文公司以程式限制

預錄機主機不得讀取他廠牌之光碟機，違反公平交易法，故被告刪除系爭電腦程

式著作對硬體單一廠牌之限制，不違反著作權法。 

針對被告以上兩項主張，智財法院並未回應，其僅表示被告就系爭預錄機軟

體所為刪除 exe 檔中讀取原廠碟機序號路徑指令之行為，係為配合客戶使用非

原廠碟機之需要，而修改上開預錄機內系爭預錄機軟體，符合著作權法第 59 條

第 1 項之合理使用 129。況被告此部分所為，難認有何變更系爭預錄機軟體之型

態使其內容再現之情事，即非屬改作行為；綜上，法院認為被告未侵害改作權。 

（三）案件評析 

著作權法第 59 條第 1 項之合理使用，規定「合法電腦程式著作重製物之所

129 合法電腦程式著作重製物之所有人，得因配合其所使用機器之需要，修改其程式，或因備用

存檔之需要重製其程式。但限於該所有人自行使用。 
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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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人得因配合其所使用機器之需要，修改其程式，或因備用存檔之需要重製其程

式。但限於該所有人自行使用」。禮文公司主張就預錄機軟體部分僅係授權，而

鈺鼎新技公司認為是銷售，儘管雙方對此部分有爭議，法院雖未提出分析，但既

然援引著作權法第 59 條第一項的適用前提為「電腦程式著作重製物之所有人」，

代表法院相信中環公司已獲得軟體所有權。 

只是，法院未分析當初鈺鼎新技公司與禮文公司間的預錄機銷售契約，無法

確知契約內部對於預錄機軟體的所有權是否存在保留條款，若然，本案也許就會

有不同的結論。不過，從這個案件可以了解，為解決相容性問題對軟體進行修改

應可主張合理使用，只是，如果其中涉及規避防盜拷措施時，是否仍能主張合理

使用又是個未解的疑問 130。 

至於透過預錄機軟體控制消費者只能使用原廠備品是否違反公平交易法對

於搭售的問題 131，根據公平會公布認定搭售行為的標準，有以下三個考量要素：

1)出賣人須在搭售產品擁有一定程度的市場力 132、2)有無妨礙被搭售產品市場競

爭之虞、3)是否具有正當理由。首先購買備品並非與預錄機同時出售，這與一般

的搭售概念已有所不同，但隨者機器使用年限，難免有更換備品之需要；又日商

EM 公司並非直接透過契約要求消費者使用原廠碟機，而是利用軟體認證程序，

讓消費者不得不做出如此選擇，這部分筆者認已屬搭售。只是，要達到違反公平

法的搭售，第一個難題就是「一定程度市場力」標準不易滿足，加上公平會認為

「確保出賣人之商譽及品質管制」也算正當理由，不過這個品質管控限制在公研

釋字○五七號 133中，公平會認為須達到「若不以原廠零件提供服務將危及公眾安

130 防盜拷措施與合理使用間的衝突可參考胡心蘭，從 Wii 改機到 iPhone 越獄教學---論反規避條

款之適用與免責規定之檢討，月旦法學雜誌第 201 期，頁 175-193，2012 年 2 月。防盜拷措施與

著作權權利耗盡的衝突，可參考 Victor F. Calaba, Making a Digital First Sale Doctrine Feasible, 9 
MICH. TELECOMM. TECH. L. REV. 1, 18-23 (2002). 
131 公平法第 19 條第六款：有左列各款行為之一，而有限制競爭或妨礙公平競爭之虞者，事業不

得為之︰六、以不正當限制交易相對人之事業活動為條件，而與其交易之行為。 
132 其背後考量在於：「若出賣人並未具足夠之市場力，其將很難成功地推動其搭售設計；即或是

能夠，其對於市場競爭之不利影響亦不致過於嚴重。」公研釋 045 號中對判斷搭售行為應考量因

素之說明，available at 公平會網站， 
http://www.ftc.gov.tw/internet/main/doc/docDetail.aspx?uid=221&docid=397 (最後瀏覽日期：

2013/11/16) 
133 關於製造與公眾安全有關產品廠商要求其經銷商提供售後服務時，以使用原廠零件為限者，

其限制之要求於上游事業能提出公正客觀之證明，證實下游事業為客戶修護保養時，若不以原廠

零件提供服務將危及公眾安全者，得認有正當理由，故該限制是否違反公平交易法第十九條第六

款，仍須視個案具體情況為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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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者」的程度。以本案進行涵攝，若日商 EM 公司能滿足市場力要件，應足構成

十九條所稱之搭售行為，而違反公平交易法。 

（四）台灣法適用著作權權利濫用之可能性分析 

雖然台灣法院在預錄機軟體案並未帶出著作權濫用的思考，但著作權權利濫

用在台灣仍有適用可能；學者林利芝就分析，法理上可能透過民法第 148 條的權

利濫用做為制衡手段。但我國實務認為惟有在主觀上以損害他人權益為主要目

的，且客觀上就「權利人因權利行使所能取得之利益」與「他人及國家社會因其

權利行使所受之損失」加以衡量，若兩者顯不相當，方可成立民法第 148 條的權

利濫用。無論是主觀意圖，或證明提起侵害著作權訴訟已超出立法者容忍範圍，

在舉證上皆相當困難 134，欲仰賴民法監督著作權人以契約架空權利耗盡發生之

可能性著實不高。 

就筆者觀察，台灣法院對私人契約內容如何約定採寬容態度，在前文契約和

著作權法間關係與定型化契約效力已有討論，在法院多以契約自由為決斷依據的

情況下，若欲在判決中援用權利濫用，可能需明白設置禁止濫用著作權的特別法

規範，降低主張著作權權利濫用方的舉證責任，此部分可參酌美國就著作權濫用

的公共政策違反作為標準。誠然，違反公共政策標準在操作上較不具可預測性，

但這類開放式法條乃維持法律適用彈性不可或缺之工具，若能在立法理由中敘明

本條旨在提供被控著作侵權人對抗不當擴張著作排他權行為的工具，至少能提高

法官對著作權權利濫用主張的可接受度，對平衡社會公益與著作權人私益的議題

上，應能有所助益 135。 

134 林利芝，前揭註 97，頁 63-64。 
135 在中研院法律研究所主導的新修著作權法建議中，提到將更改授權條款之權限交由智財局的

立法方式(此乃仿照專利法第 87 條規範)，但學者章忠信認為此規範的可行性不高，因允許行政

機關介入市場機制的問題過大，況智財局主觀亦無介入市場之意願。章忠信，兩岸著作權法修正

發展之觀察與初步探討，智慧財產評論，11 卷第 2 期，頁 82，2013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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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銷售與授權之拉鋸 

權利耗盡以著作物所有權移轉為適用前提，這表示當交易被認定為授權而非

買賣時，消費者便無從主張權利耗盡、無法自由處分該著作物，且此時遵守著作

權人設下的種種「授權條件」也變得理所當然。最麻煩的一點在於，正如本論文

在前一章所提到的，法律對買賣行為中的債權人與債務人應負擔何種權利義務有

明確的規範可供遵循，而授權行為中的條件如何決定卻全然依照交易雙方的契約

協商。當著作權人握有較強的談判實力，再透過定型化條款設下嚴格的著作使用

限制架空著作權權利耗盡將成為交易常態。 

本章第一節從台灣與美國的司法判決出發，介紹以授權取代銷售的交易模式

為何出現，而數位著作物又有何特殊性須盡量避免銷售發生？現今利用契約把交

易定性為授權在數位著作領域已是主流，本章第二節亦會介紹目前商業上實際被

運用的數位著作使用契約，了解消費者在契約架構下有哪些權利已被剝奪，進一

步分析此現象之合理性。 

第一節、銷售與授權認定：案例探討 

壹、台灣案例 

觀察台灣與著作權權利耗盡相關之案件，可粗分為兩大類，其一是涉及國外

商品進口的真品平行輸入，其二是未經著作權人授權的出租光碟店得否主張權利

耗盡，提供光碟給消費者租用。惟，絕大多數的案件與探討銷售與授權之區辨並

不相關，主因在於台灣的案件多談有體著作物之利用（光碟片、錄影帶），而使

用這些著作物之前，殊難想像著作權人再透過點選契約要求利用人同意特定的使

用限制，這代表一旦著作物進入市場，著作權人便失去對著作物的控制，因此「限

制所有權轉移」只能仰賴著作權人與後手間簽訂的契約控制，而這個控制力無法

延續至其他得接觸著作物的消費者。 

即便如此，這些光碟、錄影帶上仍會搭配所有權保留或使用限制條款，其效

力範圍值得進一步探討；若其效力能像點選契約般擴及所有著作物利用者，則著

作權利人仍能排除權利耗盡之適用。接下來，本論文擬先探討所有權保留條款之

效力，並就較特殊的法院判決進行介紹；之後，再透過智財法院 101 年度刑智上

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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易字 94 號判決的微軟光碟轉售案，來看在有形物消失的著作物交易中（涉案標

的乃軟體授權金鑰與自行至微軟官網下載之軟體），法院如何適用權利耗盡原則。 

一、 有體著作物之交易案型 

(一) 得否主張善意受讓成為關鍵 

本論文以著作權及權利耗盡（以及第一次銷售原則）為關鍵字搜尋判決，發

現絕大多數的案件皆在討論當出租店未經授權的情況下，從市場上取得正版出租

專用光碟，並將之提供給不特定第三人租用時，該出租店得否主張權利耗盡。由

於出租專用版的光碟多以契約將所有權保留予著作權利人 136，若獲得授權之出

租店將光碟轉售給第三人（案例中多為未被授權的光碟出租店），該銷售行為屬

無權處分，因此，第三人得否主張權利耗盡的關鍵，在於得否以善意受讓取得著

作物所有權。示意圖請參見圖 4 台灣著作權權利耗盡案件常見關係。 

    

 

 

 

 

 

        

圖 4 台灣著作權權利耗盡案件常見關係 

(本研究自行繪製) 

大多數的涉案光碟上皆註明「出租專用版」，甚至還標明「所有權屬於著作

權利人」，但這樣的單方宣告是否能阻斷善意受讓發生則依個案有不同的結果。

其他被法院納入判斷依據的項目，還包括對價是否相當、被告本身是否以出租影

136 但亦有著作權利人在影片上市後三至六個月後，以較優惠之價格提供被授權出租店優先承購

的機會，但在優先承購前，無疑地，所有權應歸屬於著作權利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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碟為業，另外，若被控侵權之出租店曾與著作權人簽署類似契約（授權取得出租

專用版光碟之契約），就難主張善意受讓。茲將台灣判決整理於表 1 台灣著作權

權利耗盡相關判決整理表： 

表 1 台灣著作權權利耗盡相關判決整理表 

(本研究自行整理) 

案號 考量因素 善意受讓 權利耗盡 

高等法院 87 年度上訴字第 1176 號判決 

最高法院 89 年度台上字第 3431 號刑事判

決 

僅說明著作權人與授權出租店間之

契約無法對第三人產生拘束力。 

 成立 

士林地院 88 年度易字第 1151 號判決 

高院 89 年度上易字第 198 號刑事判決 

 光碟上註明為授權出租版。 

 按合約本出租片應會收回卻未

收回，所有權已移轉。 

 成立 

板橋地院 89 年簡上字第 232 號民事判決  著作權人與被授權出租店間契

約無法對第三人產生拘束效

力。 

 系爭光碟既為正版，上訴人無

論自何處取得皆屬合法持有。 

 成立 

臺北地院 89 年度簡字第 664 號判決 

臺北地院 89 年度簡上字第 36 號刑事判決 

 光碟上註明權利人保留所有

權。 

 市場上已能購得合法的出租專

用版光碟，故被告有可能自市

場上取得正版無疑。 

 成立 

板橋地院 92 年度易字第 341 號判決 

高院 92 年度上易字第 1675 號刑事判決 

 

系爭光碟系以借片方式提供給授權

出租店(光碟半面印刷)；與移轉所

有權之正片有所不同(光碟整面印

刷)。 

即便前手

未取得所

有權，亦

成立善意

受讓 

成立 

臺北地院 92 年度易字第 2045 號刑事判決 僅說明著作權人與授權出租店間之

契約無法對第三人產生拘束力。 

 成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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澎湖地院 88 年度易字第 128 號刑事判決  光碟上註明為授權出租版。 

 考量維護發行片商公司賴以生

存之簽約加盟權利金制度，不

得允許他人在未經授權的情況

下，以低價向同業購得正版錄

影帶或影音光碟並出租。 

 不成立 

彰化地院 90 年度易字第 797 號刑事判決  光碟上註明為授權出租版。 

 正版光碟一片要價四千，但被

告以五百購得光碟，顯不合

理。 

不成立 不成立 

士林地院簡字第 568 號判決 

士林地院 91 年度簡上字第 18 號刑事判決 

 光碟上註明為授權出租版。 

 買斷版(移轉所有權版)市價為

一千二，但被告以八百取得，

對價顯不相當。 

 被告為出租業者，難謂不知出

租專用版光碟不移轉所有權。 

不成立 不成立 

臺中地院 91 年度豐簡上字第 184 號判決 

臺中高分院92年度上訴字第672號刑事判

決 

被告為出租業者，難謂不知出租專

用版光碟不移轉所有權。 

不成立 不成立 

臺北地院 94 年度易字第 202 號刑事判決  光碟上註明為授權出租版。 

 市場上尚不存在已移轉所有權

之授權出租版光碟，被告前手

對光碟絕無所有權。 

 被告為出租業者，難謂不知出

租專用版光碟不移轉所有權，

況其曾為著作權人提起告訴。 

不成立 不成立 

臺中高分院95年度上易字第829號刑事判

決 

 光碟上註明權利人保留所有

權。 

 被告為出租業者，又曾與著作

權利人締約，難謂不知出租專

不成立 不成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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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版光碟不移轉所有權。 

板橋地院 97 年度易字第 245 號判決 

智財法院 97 年度刑智上易字第 43 號判決 

 光碟上註明為授權出租版。 

 被告為出租業者，難謂不知出

租專用版光碟不移轉所有權。 

不成立 不成立 

板橋地方法院 97 年度易字第 2871 號判決 

智財法院 98 年度刑智上易字第 32 號判決 

 光碟上註明為授權出租版。 

 被告曾與著作權人締結契約，

亦曾收過著作權人之警告函，

告知出租行為可能違反著作權

法。 

不成立 不成立 

板橋地院 98 年度簡字第 6363 號判決 

板橋地院 99 年度智簡上字第 13 號刑事判

決 

 光碟上註明為授權出租版。 

 市場上並無以移轉所有權 

 被告為出租業者，又曾與著作

權利人締約，難謂不知出租專

用版光碟不移轉所有權。 

不成立 不成立 

板橋地院 98 年度簡字第 6363 號判決 

板橋地方法院98年度簡附民字第294號判

決 

 光碟上註明為授權出租版。 

 市場上並無以移轉所有權 

 被告為出租業者，又曾與著作

權利人締約，難謂不知出租專

用版光碟不移轉所有權。 

不成立 不成立 

高雄地院 99 年度智易字第 5 號判決 

智財法院 99 年度刑智上易字第 80 號判決 

前手提供光碟時已告知為出租版。 

 

不成立 不成立 

從上表可發現，92 年後主張善意受讓的案件都以失敗告終，而 92 年前成功

主張權利耗盡的案子多半僅強調契約相對性，從而認為第三人不受授權契約「不

得轉售」拘束，但判決未實際對善意受讓的要件進行檢驗；一旦分析善意受讓是

否能在個案適用，多因為被控侵權人本以出租影音光碟為業，難主張自己對授權

專用版光碟不會移轉所有權一事不知情。 

如果台灣法院的態度是，出租業者無法主張不瞭解出版商保留所有權的銷售

模式，那下一個問題在於，一般消費者購買出租專用版，再將其轉售或轉租，是

否就可適用善意受讓並主張權利耗盡？若遇到市面上已經存在賣斷版的出租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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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光碟，消費者能主張善意受讓的成功率就更高些，但假設影音著作權人決定再

也不允許授權出租店於一定時間後取得出租專用光碟的所有權（就像電腦軟體產

業），配合對公眾宣導市面上不存在可轉售或轉租的出租專用版光碟，也許法院

就會認定沒有任何人可以主張善意受讓。 

(二) 銷售與授權區辨的考量要素：對著作物的永久占有與產業慣例 

1. 得永久保有對著作物之占有 

在高院 89 年度上易字第 198 號刑事判決中，著作權人提供出租光碟店的出

租專用錄影帶之包裝盒上寫有：「本節目直側標僅借予被授權店出租使用，合約

期滿將收回，嚴禁轉售、複製、互易，違反者賠償懲罰性違約金三十萬元整」。

雖然依照著作權人與原授權出租錄影帶店間的授權契約約定，針對上開光碟僅係

授權而不移轉所有權，但法院以著作權人在合約期滿後並未回收光碟為由，認定

「該錄影帶因實際交付而由游秀蘭等（授權出租光碟店的店長）取得動產所有

權，前述所有權約定應非當事人之真意」，似認同若有著作物永久移轉占有之事

實，便構成所有權移轉。 

台灣市面上也出現一種「租片不用還」的經營模式。2009 年，出版知名布

袋戲的霹靂國際多媒體將出租通路搬往全家便利商店，消費者支付 120 元租金後

可獲得三日租期，另外每片光碟尚需支付 10 元押金，準時還片者能取回押金；

若超過三日未還片，除毋庸支付逾期金外，還能保留該出租影片的永久占有 137。

對一般消費者而言，出租不用還大概就讓「租片」變成「買片」，但大霹靂國際

強調「租片不用還不是銷售 DVD」，其中關竅自然在排除權利耗盡之適用 138。

若認為移轉永久占有就能取得所有權，則霹靂布袋戲的租片不用還模式，將無法

如願阻止消費者為後續轉租。 

2. 產業慣例 

137 霹靂多媒體官網說明。

http://member.pili.com.tw/epaper/list.php?paperid=pilinews&pnumber=450 (最後瀏覽日期：

2013/11/23). 
138 章忠信，霹靂為甚麼「租片不用還」？著作權筆記公益網站，20090910，
http://www.copyrightnote.org/crnote/bbs.php?board=2&act=read&id=225 (最後瀏覽日期：

2013/11/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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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澎湖地院 88 年度易字第 128 號刑事判決中，法院考量影音光碟業者（發

行片商）本提供賣斷版與出租版兩種光碟，若讓消費者把出租版光碟當成賣斷版

使用，可能破壞著作權利人的簽約加盟權利金經營方式（只提供特定出租業者出

租專用版光碟），故認被告即便占有出租專用光碟，也不能獲對該光碟之所有權，

似將產業慣例納入認定所有權是否移轉的重要考量因素。 

二、 無體著作物交易案型：微軟光碟轉售案 139 

市場上銷售電腦軟體的銷售方式已漸漸從過去的盒裝軟體（消費者取得一片

軟體光碟，放進電腦安裝後可使用）轉向非盒裝軟體 140，也就是消費者自行至

網站下載軟體後，再向軟體公司購買「正版序號（俗稱授權金鑰）」，於安裝或啟

用軟體時，將金鑰輸入後便可開始使用軟體。這種授權金鑰僅為文字數字組合

串，本非著作權法保護客體，則轉售授權金鑰的行為是否應適用權利耗盡﹖法院

在以下這則判決將接觸這個議題。 

(一) 案件事實 

被告楊智淵以每套五百至九百元的價格，向大陸不知名的李先生購買四套微

軟軟體，取得光碟後又於露天拍賣網站上兜售該軟體，並宣稱「都是一手貨源，

原廠寄送包裝袋皆是本人拆封，因紙袋有印刷公司收件地址，所以沒有附上。金

鑰只有本人和您見過，絕對安全。...」。訴外人吳政雄接受微軟委託調查，透過

網路向楊智淵購買系爭「正版軟體」，交款後，卻收到楊智淵寄送的盜版燒錄光

碟（自行拷貝之光碟）與產品金鑰，因而向警方報案。 

楊智淵宣稱系爭光碟乃其購買軟體金鑰時，「李先生」為了讓他確認金鑰是

否正確而寄送的光碟，並非為了後續轉售而取得該光碟；楊智淵在收到兩組金鑰

並試用半年確認可正常運作後，方匯錢向李先生購入金鑰。楊智淵宣稱其在露天

139 智財法院 101 年度刑智上易字 94 號判決。 
140 Adobe 甚至表示對於旗下的 Creative Suite 系列商品將全面放棄盒裝軟體，改以 Adobe Creative 
Cloud 的訂閱服務提供消費者使用 Adobe 軟體，消費者先至 Creative Cloud 註冊後，以每月繳交

訂閱費用的方式取得 Adobe 軟體的使用權與相關的線上服務。在 2012 年推出 Creative Cloud 以

前，Adobe 多以特定軟體的永久授權作為交易標的，儘管在推出 Creative Cloud 初期時不被市場

看好，但推行一年多來卻吸引為數眾多的註冊者(subscriber)，因此，Adobe 在 2013 年五月宣布，

新版的 Creative Suite(即 Creative Suite 7.0)將不再以盒裝軟體提供給消費者。Stephen Shankland, 
Adobe kills Creative Suite, goes subscription-only , 2013/5/6 
http://news.cnet.com/8301-1001_3-57582735-92/adobe-kills-creative-suite-goes-subscription-only/ 
(last visited: 2013/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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拍賣販售之商品，除了正版光碟外，其餘均係軟體的授權金鑰，並沒有販售盜版

軟體光碟，本案是吳政雄特別來電要求，才例外提供拷貝的軟體光碟。 

楊智淵又主張微軟公司既在其官網上提供軟體供消費者下載試用，其將該軟

體拷貝成光碟，再佐以其所提供之授權金鑰，即構成一完整軟體，自得再銷售，

符合權利耗盡而無侵害微軟軟體的著作權問題。 

(二) 法院見解 

1. 楊智淵明知購得的產品並非正版，卻仍基於故意販售予他人 

楊智淵以五百至九百元一套的價格取得軟體，此一金額與市場上正版序號軟

體差距過大，顯違一般常情；況且，暫不論被告向李先生取得之授權金鑰與嗣後

出售之授權金鑰是否相同，被告無償取得兩個授權金鑰已足見金鑰來源有異，與

坊間利用序號產生器（軟體）獲得金鑰之情形大同小異，此種授權金鑰並不合法。

又倘若李先生所給予之金鑰是合法的授權金鑰，李先生如何能贈與兩個授權金鑰

供其試用？蓋授權金鑰一旦試用便會失效，再無轉賣之可能，顯見被告主張不實。 

又楊智淵在其網頁上所稱「原廠寄送包裝袋皆是本人拆封，因紙袋有印刷公

司收件地址，所以沒有附上。金鑰只有本人和您見過，...... 」等語，顯見楊智淵

出售給消費者所謂序號版軟體，僅提供二十五個字元之授權金鑰，而非將原廠未

經拆封之序號版軟體轉寄給消費者，此種銷售模式違反常情，楊智淵究竟是取得

「原廠寄送」的產品，或僅從他處獲得一組授權金鑰來販售令人質疑。實際上其

寄給案外人吳政雄之光碟乃拷貝版，非正版光碟，足見被告有將盜版光碟散布之

故意。 

2. 系爭軟體無法主張權利耗盡 

適用權利耗盡理論者，必須符合下列四個要件：1.須取得著作物之所有權；

2.所取得者須為著作原件或合法之重製物；3.取得地點須在中華民國國境內；4.

須以移轉所有權之方式散布。楊智淵自稱其所有之授權金鑰乃向大陸不詳姓名年

籍之李先生所購買，顯然其取得地點並非在中華民國境內，不符合前揭第三點要

件。而楊智淵所交付案外人吳政雄之光碟，並非由微軟公司製作之合法重製物，

而是一般拷貝片，此重製物既非合法，即不符合前揭第二要件，更遑論被告所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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得之授權金鑰來源是否合法，亦非無疑。 

微軟雖於網頁上提供試用版軟體供消費者下載，被告因而主張其下載並拷貝

至光碟的軟體應屬合法著作物；惟查，合法電腦程式著作重製物之所有人，固然

得依著作權法第 59 條第一項因備用存檔之需要重製該程式，惟此處所重製者，

僅係為備用存檔，且限於備份人自己使用，並不包含為銷售目的之重製。而目前

新興軟體銷售模式，所以採網路下載取代實體物寄送，除節省成本的考量外，另

方面亦可因此控制產品之使用範圍及對象（例如限定在某台電腦），消費者亦無

庸擔憂光碟毀損或硬碟重灌問題，只要在同一台電腦上再度下載相同軟體，輸入

原有授權金鑰，即可再度使用，是以，亦無備份之需要，而此種軟體銷售模式於

App Store 興起後，益形熾盛。 

綜上，即便被告所交付之光碟中是從微軟公司官網中下載之軟體，亦僅能為

自己備份之用，不能將該備份光碟當作「合法重製物」銷售（著作權法中所謂「合

法重製物」指著作權人自己或授權他人重製之物，不包含終端消費者自行備份之

物），被告此部分主張無理由。 

(三) 未解決的爭議：僅轉售正版的軟體授權金鑰，是否仍有著作權侵害的問題？ 

授權金鑰為一串僅具有功能價值的混合字串，應不屬於著作權法保護的主

體，亦無耗盡與否的問題。依照判決中提到的，如果只出售金鑰，並無侵害散布

權的問題 141，但若出售的是正版授權金鑰，根本不存在能二次利用的金鑰；若

以正版授權為名銷售盜版金鑰，則是讓買家在未能滿足軟體授權條件下之使用，

賣家應構成著作權侵害的間接正犯 142。 

轉售授權金鑰是否構成著作權侵害是個有趣的問題，雖因本案所出售的軟體

141 楊智淵抗辯其僅出售授權金鑰而無散布非法重製光碟之意圖，但法院認為其在拍賣平台上對

涉案產品的商品描述並未說明僅係販賣授權金鑰，而是直接以「Windows7 中文旗艦版 950」、
「OFFICE 2010 PROF ESSIONAL PLUS 正版」稱之，並且也有提供其他載明屬授權金鑰之品項

（商品名稱係刊載為「win 7 升級金鑰，家用進階級專業升級成旗艦），表示消費者對於系爭交

易標的的認知應是軟體非授權金鑰，因此，楊智淵的抗辯未被法院採納。請參考高雄地院 101
年度智易字第 9 號刑事判決。 
142 這樣的情況下多半賣家是以明顯低於市價的價格出售，加上能單買「授權金鑰」在目前實務

的見解中有違交易常情，從而，即便賣家一再宣稱出售的是正版金鑰，買家仍可能被認定有過失

而成立著作權侵害。在買家對購買的金鑰為假貨有所認知而成立未必故意的情況外，買家成立正

犯，但因賣家欠缺對買家侵權行為的實際支配，並無法讓其負責。若認定買家僅有過失或完全無

侵害故意時，應認賣家是利用不知情的買家為著作權侵害，屬間接正犯。 
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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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序號皆為盜版貨，法院並未針對拍賣授權金鑰的合法性進行檢驗，卻點出近年

流行的 App 交易也多屬此種「消費者自行下載，再向權利人取得授權」的運作

方式。究竟販售「授權金鑰」是否引發著作權權利耗盡？若答案為否定，那麼在

雲端技術一日千里的今天，任何程式軟體與數位著作權利人，都能輕易地將所有

權永遠保留在自己手上，這樣的結果是否符合著作權立法宗旨，值得吾人深思。 

如果將授權金鑰獨立於程式軟體進行觀察，的確會得到授權金鑰並非權利耗

盡原則適用對象的結論，但正如被告楊智淵所稱，使用微軟軟體的條件有二：下

載官方軟體與輸入金鑰，將兩者合而觀之方能組成一套可供消費者使用的軟體。

因此，本論文認為將金鑰與軟體拆成二者，直覺地將「禁止轉售」當成契約的負

擔並不合理 143。因此，問題又回到適用權利耗盡的前提須有所有權移轉，惟軟

體商一向將契約定性為授權而非販賣，針對這樣的條款是否構成著作權權利濫

用、或根據契約文字解讀應屬販賣而非授權等議題，台灣法院對這些問題的態度

還很模糊，對此，筆者將以比較法出發，以歐盟與美國的相類似判決做為基礎，

再提出自身觀點。 

貳、美國案例 

而美國法院的判斷依據，則幾乎總圍繞著交易契約文字打轉；在尊重契約自

由原則的思考下，美國法院甚少將交易雙方地位不對等的現實納入考量，可以想

見消費者在此種情況下難以獲得法院支持。 

銷售與授權認定的爭議，大多出現在電腦軟體的交易，軟體業發現消費者會

先從軟體出租業者取得軟體再重製，藉以省下購買正版軟體的花費，一開始，業

者想透過對軟體出租業者提起訴訟解決爭議，卻發現因適用權利耗盡原則而無法

介入軟體出租業者的行為，才轉而以授權方式處理軟體交易，授權模式儼然成為

軟體業的產業慣例 144。但即便軟體開發商將契約定性為授權，試圖藉此控制消

費者的轉售與拆售行為，案件仍層出不窮，對於契約屬性的判斷標準也莫衷一

是。直到 2010 年第九巡迴上訴法院的 Vernor 判決出爐，才有較統一的見解。惟，

在 Vernor 案之前的各式案例，也提出許多判斷契約屬性的考量因素，頗具參考

143 後文歐盟法院的 UsedSoft 判決也針對「下載軟體」與「輸入授權金鑰」應視為不可分割的一

行為進行論述。 
144 Step-Saver Data Systems. Inc. v. Wise Technology, 939 F. 2d 91, 96 n.7 (3d Cir. 199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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價值。下文便依照時間順序，歸納不同時期美國法院對授權與銷售分野的看法。 

一、 早期案例 

(一) Adobe 訴 One Stop 案：當事人締約意圖、商業慣例、產品特性與使用限制

四要素 

Adobe 的軟體都是透過正式授權的經銷商(Distributor)與零售商(Reseller)販

賣，因此，經銷商和零售商與 Adobe 間自然也針對產品經銷條件締有契約，而

本案與接下來的 Softman 訴 Adobe 案，都是在非官方零售商經由合法途徑取得軟

體後，再行轉賣時發生爭議。 

在 Adobe 訴 One Stop 案中，One Stop 先從官方零售商購得教育版套裝軟

體 145，再將外包裝上的「教育版---供學術 ID 使用」標誌撕除，並重新包裝成一

般零售版出售 146。Adobe 認為 One Stop 的做法已侵害 Adobe 的著作權，而 One 

Stop 主張 Adobe 與零售商的契約屬於買賣契約，從而，基於權利耗盡理論，Adobe

無權對零售商後手的散布與轉售行為主張權利。法院在本案中檢視 Adobe 與零

售商間的零售契約，發現雖然契約中雖使用諸如「購買（purchase）」、「擁有（own）」

等字眼；但同時又設有一般用於授權契約的限制，例如販售地域限制、確認使用

者身分的要求。其中，最重要的條款是，要求零售商須在符合「軟體終端使用者

授權契約（Software Product End-User License Agreement, EULA）」時，方可出售

軟體，而 EULA 上明確寫到「Adobe 授予您非專屬的權利，使用軟體與相關文件」。 

Adobe 聘請的專家 Raymond T. Nimmer 認為，這麼多限制無疑干涉零售商的

散布行為，顯示零售商與 Adobe 間的契約是授權而非買賣 147；Nimmer 進一步說

明，軟體業透過授權的形式，方能將單獨使用者的市場與商業網絡的多人使用

(multi-user commercial network)市場區隔，也惟有授權模式才能將各種使用情況

切割開來 148。此外，Adobe 也請其他授權零售商作證，說明零售商在與 Adobe

在締約時，本就意圖擬定授權契約；且根據軟體業的商業慣例（trade usage），即

便契約寫「販售(sale)」也僅將軟體「授權（license）」予相對人。最終，法院考

145 教育版套裝軟體價格低於一般零售版套裝軟體，而教育版軟體也少了更新與技術支援的服

務，甚至在介面與功能上也有所簡化。 
146 Adobe Sys. Inc. v. One Stop Micro, Inc., 84 F. Supp. 2d 1086, 1088(N.D. Cal. 2000). 
147 Id. at 1091. 
148 Id. at 109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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量到契約雙方當事人的意圖、軟體業的商業慣例、軟體散布的特殊性與該份零售

契約對零售商課加的諸多限制等四項因素，判定 Adobe 與零售商間的契約為授

權契約。 

又即便 One Stop 與 Adobe 間不存在契約關係，但 Adobe 與零售商間的契約

卻仍可限制 One Stop 的散布行為 149，這部分法院主要依賴過去 Microsoft Corp. v. 

Harmony Computers & Elecs.案 150的見解做出決定。該案被告 Harmony 公司從微

軟的正版經銷商處購入軟體後轉售予他人，但其實微軟不允許任何經銷商單獨出

售軟體（stand- alone），而必須將軟體裝載於硬體後併同銷售。Harmony 認為自

己若從授權經銷商處購得軟體，依照權利耗盡理論自可將其轉賣，而經銷商與微

軟間的契約也不對 Harmony 產生任何效力；對此，微軟除了主張軟體並非賣給

經銷商，故沒有權利耗盡適用，因此 Harmony 的行為構成著作權侵害 151。紐約

東區地方法院認同微軟的主張，認為 Harmony 也同樣受到微軟與經銷商間設定

的契約限制 152，惟，不論是在 Microsoft Corp. v. Harmony Computers & Elecs.或

者其依賴的前案 Major League Baseball Promotion Corp. v. Colour-Tex, Inc.153，都

只談到若被授權人未遵守授權條約進行交易，則其再授權人亦無法取得被授權資

格，此時無論是被授權人與其後手（sublicensee）都會面臨著作權侵權的指控。

換句話說，One Stop 案中法院依賴的先例並未說明為何可以打破債之相對性 154。 

149 Id. at 1092-1093. 
150 本案亦涉及認定軟體交易中是否移轉所有權的問題，法院直接接受微軟的主張，肯定微軟與

經銷商間的交易是授權而非買賣，但是，法院卻未說明接受此見解的理由。Microsoft Corp. v. 
Harmony Computers & Elecs., 846 F. Supp. 208, 213 (E.D.N.Y., 1994). 
151 Id. at 210. 
152 判決原文：To the extent that defendants bought their Microsoft Products from authorized Microsoft 
licensees, they were subject to the same licensing restrictions under which those licensees operated. See 
Major League Baseball Promotion v. Colour–Tex, 729 F.Supp. 1035, 1041-1042 (D.N.J.1990). 
153 Id. at 1035. 
154 雖然在 Major League Baseball Promotion Corp. v. Colour-Tex, Inc.案提到無論是被授權人或其

再被授權人(sublicensee)都可能在未經授權人同意的情況下侵害著作權，這部分提及「超出授權

範圍部分的行為可能被認定為著作權侵害」，但此段說明不等同表示法院認為契約外第三人

(sublicensee 實際上不具有被授權人地位，僅算是契約外的第三人 stranger)也應該受到契約限制。 
判決原文：A licensee who has failed to satisfy a condition of the license or has materially breached the 
licensing contract has no rights to give a sublicensee under which the sublicensee can take cover in a 
copyright infringement case, and therefore, both the licensee and the sublicensee can be held liable for 
acting without authorization and thereby infringing the licensor's copyright. Id. at 1041；而 Harmony
案法院再提出 Major League Baseball Promotion Corp. v. Colour-Tex, Inc.作為先例後，直接得到

Harmony 雖與微軟間不具備契約關係，仍須受到與微軟和其經銷商間相同的契約條件限制的結

論，筆者認為欠缺實質說明。判決原文：Third, if defendants purchased their Products from Microsoft 
licensees who were acting outside the scope of their licenses by selling the Products stand-alone, any 
distribution of the Products by defendants, whether within the scope of plaintiff's license agreement o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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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Softman 訴 Adobe 案：付費方案與使用期間限制兩項要素 

Softman 將其經由公開市場取得的教育版 Adobe 軟體，與將套裝軟體拆售

（unbundle）的個別軟體至於網路販售。Adobe 的每項軟體產品皆配合 EULA，

這裡的 EULA 是以點選契約方式出現 155。 

Softman 訴 Adobe 案中的 EULA 禁止契約相對人對套裝軟體進行拆售，但在

特定情況下仍允許轉讓軟體的使用權，不過，EULA 也寫到終端使用者「買到軟

體的使用授權(purchase a license to the Software)」。本案 Adobe 認為 Softman 拆售

軟體違反 EULA，侵害 Adobe 對系爭軟體的散布權；但 Softman 主張其透過網路

轉售的行為，因符合權利耗盡而不違反著作權法，因此，本案的爭議仍在於 Adobe

與消費者間的契約(EULA)是授權還是買賣？ 

Adobe 將整個商業交易流程(stream of commerce)都視作授權，無論是與經銷

商或任何第三方間的交易皆然，從而 Adobe 認為，任何人只要違反授權契約都

將構成著作權侵害；然，加州中區法院不接受這個主張，並說明著作權法給予「著

作物所有人」一些特定的權利，著作權人意圖透過授權契約剝奪著作物所有人的

法定權利將不被法院所接受，因此，如果消費者已是套裝軟體的所有權人，Adobe

就無法禁止消費者將套裝軟體分拆為獨立產品移轉所有權 156。不過，究竟消費

者是不是軟體的所有權人呢？本案加州中區地方法院觀察到即便 Adobe 以授權

定義消費關係，但是經由這項授權，消費者將獲得單獨的軟體重製物(single copy 

of the software)、且這筆交易為一次性付費，又消費者獲得的是無期間限制、也

不附更新條款的使用權(The license runs indefinite term without provision for 

renewal)，這三個要素讓法院認定這份終端消費者授權契約實質上屬銷售契

約 157。 

更進一步，法院指出 Adobe 與經銷商間的契約亦屬於銷售契約，因為經銷

not, would constitute copyright infringement.；See also NIMMER ON COPYRIGHT § 8.11 [I] Lack of 
Harmony in Microsoft Opinions. 
155 這也是判決提到為何 Softman 不受 EULA 拘束的重要理由，因為 Softman 是在還未接觸 EULA
的情況下將產品轉售；即便在盒裝軟體包裝上 Adobe 標註所有使用都應受到 EULA 的拘束，也

不能讓 EULA 的效力當然擴及 Softman，畢竟，包裝上的簡單警語和在安裝軟體時，電腦跳出視

窗要求同意特定使用條款有所不同，兩種情形不能等同視之。SoftMan Products Co., LLC v. Adobe 
Systems, Inc., 171 F.Supp.2d 1075, 1080; 1087(C.D. Cal. 2001). 
156 Id. at 1083. 
157 Id. at 108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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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須付出軟體的相對價值(full value)，並承擔後續軟體交易可能損失的風險，此

外，經銷商也接受軟體無法於一般公開市場轉售的風險 158。法院在判決中還引

用 Raymond Nimmer 教授的見解，指稱：「當一項交易是由一次性對價給付，且

讓契約不受相對人在保持佔有標的的期間，對之享有不受時間限制的使用權，這

筆交易應屬銷售。」法院對此見解表示支持，認為對於結合一次性付款(single 

payment)和永久轉移占有的著作物移轉契約，應屬銷售 159。Adobe 在本案也援用

了 Adobe 訴 One Stop 案作為有利論點，對此，法院表示即便授權交易模式對軟

體業運作帶來一定的便利性，也不能改變銷售契約的判斷 160，這表示加州中區

的院認為「產業慣例」不當然成為判斷契約屬性的參考依據。 

(三) Novell 訴 Unicom Sales 案：若授權契約終止須返還著作物，很可能屬授權 

網威(Novell)提供附有不同使用條件的 NetWare 軟體，包含透過校園版授權

契約(School Licence Agreement, SLA)與 Fredrick County Public School(FCPS)簽約

的特別教育版；此外，網威也提供一般教育版 NetWare 軟體(又稱為 Direct 

Education Order Program)。無論是教育版或一般 NetWare 軟體，網威公司只透過

授權的經銷商與零售商與消費者進行交易 161。 

本案被告Unicom Sale(以下簡稱為Unicom)一直要到2003年才成為網威的授

權零售商，但在這之前便已透過轉售 NetWare 軟體牟利，而 Unicom 手上大部分

的 NetWare 軟體又不是透過授權經銷商處獲得，其轉售的軟體包含向 Fredrick 

County Public School 員工交易得來的特別教育版，也有一般教育版的 NetWare

軟體 162。網威主張在 Unicom 成為正式零售商前的轉售行為，已侵害網威對於

NetWare 軟體享有的散布權；Unicom 則提出權利耗盡作為抗辯。這裡的爭議在

於，網威是否以移轉所有權方式進行 NetWare 軟體的交易，而這需回頭檢視網威

與其交易相對人間的契約內容，因此，法院便分別就特別教育版授權契約與一般

教育版授權契約的內容進行分析。 

158 指承擔軟體無法轉售的風險，因為 Adobe 僅允許經銷商透過二手市場(secondary market)尋找

其他經銷商收購軟體，由其他經銷商到一般市場進行交易，這表示終端消費者最後得到的價格仍

是原價。 
159 Id. at 1086. 
160 Id. at 1086-1087. 
161 Novell, Inc. v. Unicom Sales Inc., 2004 U.S. Dist. LEXIS 16861, pp.4-6 (N.D. Cal. 2004). 
162 Id. at 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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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特別教育版的 School License Agreement（SLA）部分 

網威在 SLA 契約中明確說明此交易乃一項為期一年、非專屬且不可移轉的

授權，客戶需以每年繳交年費的方式作為對價，獲得使用軟體的權利。另外，一

旦授權契約終止或到期，所有權利將立即中止，客戶須將所有軟體媒介(software 

media)返還給網威，並將所有手上有的軟體複本移除(remove)。另一個比較特別

的授權規定是，客戶應盡其商業上合理的努力(commercially reasonable efforts)告

知(inform)員工、代理人與其他依照 SLA 有權使用該軟體之人，網威擁有對本軟

體的著作物所有權(Licensed Works are proprietary products of Novell)163。 

加州北區地方法院認為，一個交易屬於銷售還是授權，須回歸交易本質

(substance of the transaction)進行判斷。在過去的判決先例 Wise 案 164中，「授權契

約終止後是否需將著作物繳回(交易相對人得否保留對著作物的占有)」成為區分

銷售或授權的重要標準；而本案網威透過 SLA 給予 FCPS 的權力有三項主要特

徵：1)為期一年、2)以年費方式計算對價、3)授權終止後須軟體返還給網威，這

三項特徵都符合授權的特色 165，因此，就 SLA 的特別教育版 NetWare 軟體部分

是授權給 FCPS，無法主張權利耗盡作為抗辯。 

2. 一般教育版的 Direct Education Order Program（DEO）契約部分 

DEO 專門提供給教育機構使用，其並不像前述與 FCPS 交易那般需另外簽

訂一份授權契約，而是只於包裝盒上標註”Software License”。在包裝上所在的授

權契約內容顯示網威係提供一項不得移轉的非專屬授權給客戶。一旦客戶違反契

約授權條件，授權將自動終止，客戶也可在將所有軟體與附隨文件一併銷毀後終

止本軟體的授權；契約終止後，客戶應將原始軟體或其後更新版本(Adaption)、

附隨文件銷毀，或者將上述資料與軟體返還網威 166。 

綜觀這份 DEO 授權契約，其無特定的授權時間限制，且以得到的軟體數量

(number of pieces of Software)作為對價計算方式。這兩點也是 DEO 契約與前面的

SLA 差異最大的部分，但是 DEO 契約仍清楚地將交易定位成授權(契約用語)，

163 Id. at 25-28. 
164 United States v. Wise, 550 F. 2d 1180(9th Cir. 1977).  
165 Novell, Inc. v. Unicom Sales Inc., 2004 U.S. Dist. LEXIS 16861, pp. 29-30. 
166 Id. at 31-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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並且對於客戶如何使用軟體設有限制，法院認為其仍屬於授權而非銷售 167。被

告曾試圖提出 Softman 案作為有力論點，提出結合一次性費用與永久移轉所有物

占有就是銷售，但北區加州地院認為 DEO 契約既然談到契約終止便須返還或銷

毀軟體，就這就和 Softman 有了關鍵性的差異，不能認為 DEO 交易是銷售 168。 

(四) Krause 訴 Titleserv, Inc.案：適用必要步驟抗辯中的「著作所有人」應以「足

夠報償」與「相當於著作物所有權人得享有之利用權」作為標準 

1. 案件事實 

原告 Krause 在 1986 至 1996 年期間為 Titleserv 公司開發共 35 套程式軟體，

而本案針對其中的八套軟體複本的所有權歸屬有爭議。1996 年，Krause 決定中

止與 Titleserv 的契約關係，並將工作用的筆電從公司帶走，這部筆電中存有兩套

軟體唯一的原始碼，另外 Krause 還保留六套軟體的原始碼複本；但 Krause 仍將

這八套軟體的執行檔(excutable version)留在公司內部的伺服器，只是為了防止其

他人對執行檔進行還原工程得到原始碼，Krause 對這些執行檔進行加密，同時向

Titleserv 表示自己僅授權 Titleserv 對這些程式複本保留永久的占有(possession)與

使用，但不准修改其原始碼 169。 

由於軟體的除錯、升級等行為都須透過原始碼的修改方能完成，若真的無法

修改原始碼，無疑大幅降低軟體的經濟價值，從而，Titleserv 仍對這八套軟體的

執行檔進行還原工程與軟體除錯，並發展出一套新的應用軟體(屬於衍伸著作)。

Krause 得知加密措施已遭人破解，且自己設計的軟體也被 Titleserv 修改後，認為

Titleserv 已侵害自己的著作權，據向紐約東區地方法院提起訴訟。對於 Krause

的指控，Titleserv 認為自己既然已支付開發軟體的薪資給 Krause，這些存在公司

伺服器中的軟體所有權當然屬於公司，對自己的軟體進行修正所涉及的重製行

為，應該落入著作權法第 107(a)條的必要步驟抗辯的豁免範圍 170。 

2. 法律爭議 

只有著作物的所有權人得主張必要步驟抗辯，因此認定誰是軟體檔案的所有

167 Id. at 35. 
168 Id. at n. 10. 
169 Krause v. Titleserv, Inc., 402 F.3d 119,120-121 (C.A.2 (N.Y.) 2005). 
170 Id. at 1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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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就是本案的關鍵。Krause 認為 Titleserv 從未擁有其存在伺服器內檔案(本案的

軟體，著作物)的所有權，其僅擁有這些檔案的占有與使用的永久授權；對此，

Titleserv 則主張其既然已付相當的代價(substantial sum)給 Krause，且又能保有對

這些檔案的永久占有，自然已獲得對檔案的所有權 171。 

Krause 主張必要步驟抗辯的適格主張者應限定於「著作物所有權人」而非「有

權占有者(rightful possessor of a copy)」有其立法上的緣由，因為最初由著作物新

技術使用國家委員會(National Commission on New Technological Uses of 

Copyrighted Works, CONTU)提出的草案是用「有權占有者」，但國會將「有權占

有者」刪改為「所有權人」，似乎是有意限縮；但法院認為，國會作出這樣的修

改並非排除所有「合法占有者」主張必要步驟抗辯的機會，只是因為「合法占有

者」的範圍過廣（如暫時保管軟體者），必須做出適當限縮。法院指出，若以著

作物所有權人作為得否主張必要步驟抗辯的關鍵，將因各州對所有權人認定標準

不一而產生互相矛盾的認定結果，例如同一種交易行為在 A 州被當成租賃、B

州當成買賣，則在適法性方面就有完全不同的判斷；這樣的結果與著作權法意在

創設「全國通用性、超越州法規範」之本旨顯有矛盾 172。 

法院進一步說明，是否擁有軟體複本的名義上所有權（formal title in a 

program copy）並非主張必要步驟抗辯的必要前提，重點是看當事人得否行使足

夠表彰其所有權的權利，也就是僅管只是著作物的占有人，但若其可享受許多利

用著作物的權利時，仍可能被視為所有權人 173。由於 Titleserv 已付出足夠的對

價（對開發程式工作者而言）給 Krause，而 Krause 所完成的程式著作也是為

Titleserv的需求量身打造；再加上Titleserv與 Krause間的契約關係終止後，Krause

仍承諾 Titleserv 可以永久保留這些複本，自然 Titelserv 亦可隨時毀損留存在伺服

器中的複本；最後，Krause 並未保留任何取回（repossess）留存在 Titleserv 伺服

器中的程式複本的權利。綜合以上這些事實，法院認為 Titleserv 在已付出相當對

價、且對著作物利用權未受到實質控制（material restriction）的情況下，足以符

合著作權法第 117(a)條對著作物所有權人所應有之權利，亦即 Titleserv 是該條規

171 Id. at 122. 
172 Id. at 123. 
173 The presence or absence of formal title may of course be a factor in this inquiry, but the absence of 
formal title may be outweighed by evidence that the possessor of the copy enjoys sufficiently broad 
rights over it to be sensibly considered its own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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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下的所有權人。 

3. 判決評析  

本案法院採納的判斷標準關鍵有二：一是交易相對人是否獲得足夠報償；二

是交易相對人得否對該著作物享有「與所有權人相當的著作物利用權」。先談第

一個要件，法院在判決一開始看的是 Krause 是否已獲得與「開發」軟體相當的

對價，也就是其為了這套軟體付出的心力時間所應得之報酬，但這種因雇傭、委

任或承攬關係所生的對價關係，顯然與本論文欲討論，與一般消費者和企業間的

消費關係不同，因此，本案的「足夠報償」要件無法當然適用於一般消費關係。 

第二個要件談的是「與所有權人相當的著作物利用權」，但什麼是所有權人

得享有的利用權卻相當模糊，判斷是否為所有權人若用「得享有所有權人才能掌

握的權限」為標準，實際上根本沒有回答問題 174。這裡真的影響法院作出判決

的因素，其實是 Titleserv 可以永久保有對著作物的占有與隨時可將其毀損，但有

權「利用」和有權「毀損」難以等同視之，況且，為何「禁止還原工程」不算對

利用著作物的重大使用限制 175？尤其，Titilserv 公司本來就以軟體作為產品，

不能為還原工程或針對其功能進行修改無疑阻止其以這些軟體營利的目標，法院

未對「重大使用限制」下明確的定義，勢必導致未來案件援用這項標準有所困難。 

二、 F.B.T Productions et al. v. Aftermath Records et al. 

本判決法院指出雖然著作權與著作物皆可為「銷售契約」的客體，但二者卻

是兩個不同的概念，因此，在保留著作權的情況下，出售著作物當然是可能存在

的交易方式。在判斷契約究竟屬於銷售或授權的議題上，第九上訴巡迴法院提出

在出售著作物時，若同時「限制受讓人利用著作物的方式」，且還能「因受讓人

利用該著作物而獲取利益」時，該交易應被定性為授權契約 176。 

174 亦有認為 Krause v. Titleserv 案所採用的標準非常模糊，Justin van Etten 就認為本案不但無法

提供消費者判斷依據，且文字的模糊空間讓後續判決可能因為採取較寬或較嚴的解讀態度而創造

更多的不確定性。Justin van Etten, supra note 28, at 13 ¶¶37-38. 
175 Justin van Etten 提出相同疑問，如果禁止修改電腦程式不算是重大使用限制，到底什麼才算

是重大限制？同時，其亦批評著作權法中本有使用”owner”與”lesensee”兩種主體，代表國會有能

力辨別兩者的不同，Krause 案解讀國會僅欲限制適用人的範圍，而非特意排除 lesensee 主張必要

步驟抗辯的想法不具正當性。Justin van Etten, supra note 28, at 12 ¶¶31-32. 
176 更清楚的說，應定性為「著作物買賣加上著作權授權」契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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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解決的問題在於，因為這裡談的是兩家唱片公司對音樂收益如何分配的契

約，而非唱片公司與終端消費者間的契約定性，也就是本案未觸及「透過電信商

以數位型態將音樂提供消費者永久使用」應屬授權或買賣的問題，消費者只能在

特定載體收聽、使用音樂，是否代表唱片公司對消費者有控制權，而不屬於銷售

行為？ 

（一） 案件事實 

F.B.T. Productions (下簡稱為 F.B.T.)於 1995 年簽下饒舌歌手阿姆（Eminem，

本名 Marshall Bruce Mathers III），而 F.B.T.又於 1998 將對阿姆的唱片契約轉讓給

Aftermath Records（下簡稱為 Aftermath），但 F.B.T 與 Aftermath 間，就阿姆未來

唱片的收益該如何分配，簽訂下述兩種契約條款：第一種是唱片銷售條款

(“Records Sold” provision)，也就是對於經由美國地區一般零售管道(normal retail 

channel)出售之唱片，F.B.T 可獲得銷售總額百分之 12 至 20 的收益 177；第二種

是唱片授權條款(“Master Licensed” provision)，適用於 Aftermath 將阿姆的歌曲授

權與他人製造、販賣或其他使用時，F.B.T.得主張 Aftermath 因此獲得收益的百分

之 50178。契約將唱片(master)定義為「錄音物，無論有影像及不含影像皆屬之

(recording of sound, without or with visual images )」，但對於何謂「授權」和「一

般零售管道」，則未進一步加以解釋。 

2002 年，Aftermath 的母公司環球唱片(Universal Music Group, UMG 

Recordings)與蘋果電腦達成協議，讓環球唱片旗下藝人的歌曲在 iTunes 商店上

架，並以永久下載(permanent downloads)的形式出售，這份協議的標的也包括阿

姆的歌曲。顯然，iTunes 是以數位音樂方式出售歌曲，且這也不是環球唱片簽署

的唯一一份販賣數位音樂的合約，從 2003 年開始，環球唱片陸續與電信業者合

作，出售音樂鈴聲(mastertone)給手機用戶。 

F.B.T 於 2003 年與 Aftermath 簽訂新約以取代 1998 年的舊約，除了提高授

權金比例外，亦將過去銷售條款與授權條款加以融合；2004 年進一步加入「透

177 The "Records Sold" provision of that agreement provides that F.B.T. is to receive between 12% and 
20% of the adjusted retail price of all "full price records sold in the United States . . . through normal 
retail channels." F.B.T Productions, LLC et al. v. Aftermath Records et al ., 621 F.3d 958, 962 (9th Cir. 
2010). 
178 …"notwithstanding the foregoing," F.B.T. is to receive 50% of Aftermath's net receipts "on masters 
licensed by us . . . to others for their manufacture and sale of records or for any other uses." Id. at 96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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過永久下載形式出售的專輯銷售，計入在美國透過一般零售管道出售的銷量，用

以計算應支付的授權金總額」條款 179。 

2006 年，F.B.T 發現 Aftermath 將永久下載數位檔案和音樂鈴聲下載的部分，

用銷售條款中的比例計算授權金，但 F.B.T 認為此類型的利潤應以授權條款計算

授權金，從而 F.B.T 對 Aftermath 提起訴訟。 

（二） 法律爭議 

究竟 Aftermath 將阿姆的音樂交由第三方(如 iTunes Store 和手機電信商)販

售，因此所得之銷售額應適用銷售條款還是授權條款計算授權金？Aftermath 主

張既然永久下載與音樂鈴聲皆屬於錄音物(records)，而 iTunes 與其他數位音樂提

供者(digital music providers)屬於一般零售管道，則這部分的銷售當然應適用銷售

條款。另外，從 2004 年修改條款的舉措也可推知，對於永久下載方式所達成的

銷售，應適用銷售條款；最後，Aftermath 以過去只有在推出合輯(compilation 

records)或讓電影、電視秀等商業活動使用時，才會適用授權條款，從而主張數

位型態的永久下載與音樂鈴聲銷售不該落入授權條款的適用範圍。 

（三） 法院見解  

第九巡迴上訴法院認為，Aftermath 將音樂授權第三方販售的行為應適用授

權條款。法院說明銷售行為的客體可以是特定著作物，也可以是著作權的移轉，

但是在 Aftermath 與蘋果(或其他提供數位音樂下載服務的第三方)的契約中，並

未銷售任何產品給第三方，這些服務提供者並未得到音樂的所有權，且 Aftermath

不但保留隨時可取回該音樂檔案占有的權利，還能再從他人下載數位音樂的行為

獲取利益 180。研究過去的判例法，也可發現當著作權人移轉著作物，但保留對

該著作物的所有權，同時限制受讓人利用著作物的方式，且還能從受讓人利用該

179 Sales of Albums by way of permanent download shall be treated as U.S. Normal Retail Channel 
Net Sales for the purposes of escalations. 由於授權金額會隨著銷售量增加而提高。故有此條款。例

如，契約約定專輯銷售超過一百萬張時，授權金會從百分之 16 提高至百分之 18，則計算總專輯

銷量時也要把網路以永久下載方式出售的部分算入銷售量。Edwin F. McPherson, F.B.T. v. 
Aftermath ---Eminem Raps the Record Industry, 29 ENT. &SPORT LAW. (2011) available at  
http://www.mcphersonrane.com/eminen.pdf (last visited：2013/07/03). 
180 The ownership of those files remained with Aftermath, Aftermath reserved the right to regain 
possession of the files at any time, and Aftermath obtained recurring benefits in the form of payments 
based on the volume of downloads. F.B.T Productions, LLC et al. v. Aftermath Records et al ., 621 F.3d 
958, 965 (9th Cir. 20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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著作物的行為獲取利益的情況下，應將該筆交易認定為授權。 

將上述說明套用到本案，Aftermath 是為了從消費者下載數位音樂的行為中

獲利，而將阿姆專輯授權給第三方使用，也就是以「允許第三方重製(create)、散

布、販賣數位音樂檔案」，換取因下載所得到的利潤，過程中並未涉及任何著作

權移轉，因此在 Aftermath 與第三方服務提供者間，應存在授權而非販賣行為。 

除了檢討授權與販賣行為的不同外，法院針對 Aftermath 提出的三項主張，

也逐ㄧ進行反駁。Aftermath 對銷售條款的解讀為：在標的物屬於錄音物，且其

銷售係來自一般零售管道的情況下，完全該當適用銷售條款的要件，自應適用銷

售條款計算授權金，但是卻忽略在授權條款中，雙方係在銷售條款後約定： 

「……儘管符合前述銷售條款，當 Aftermath 授權與他人製造、販賣或為其他使

用而能獲得權利金時，F.B.T.得收取其中 50%的權利金 181……」 

正是因為條款中使用「儘管(notwithstanding)」這個用語，代表即便該行為

合致於銷售條款，但只要 Aftermath 將音樂授權他人使用，該因授權他人使用而

獲得的利潤仍應以授權條款計算授權金。 

對於 Aftermath 的第二項主張，法院認為從 2004 年新加入的條款只能推知

在適用銷售條款時，須將以永久下載方式出售的數位音樂納入銷售總量計算，然

而，這不表示透過第三方以永久下載方式售出的音樂，應適用銷售條款中的授權

金比率。 

最後，針對 Aftermath 提出過去適用授權條款的情況不包含永久下載的利用

型態，法院認為更不足採，因為「永久下載」的利用方式本在 2001 年至 2003

才出現。更何況，永久下載的利用形式在過去是否曾適用授權條款根本不重要，

因為 Aftermath 與 F.B.T.簽署契約時，未曾希望將契約適用範圍限縮在 1998 年存

在的利用方式，與此相反，契約中明白寫到 Aftermath 有權以「各種已知形式的

媒介，或是未來技術發展出的新技術」利用歌曲 182，由此可知，即便過去永久

181 契約原文：“…notwithstanding the foregoing, " F.B.T. is to receive 50% of Aftermath's net receipts 
"on masters licensed by us . . . to others for their manufacture and sale of records or for any other uses." 
182 It provided that Aftermath had the right to exploit the "masters in any and all forms of media now 
known and hereinafter developed." F.B.T Productions, LLC et al. v. Aftermath Records et al ., 621 F.3d 
958, 966 (9th Cir. 20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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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載的利用模式未適用授權條款，也不代表現在就不能適用授權條款。 

三、 Vernor v. Autodesk, Inc.：軟體授權契約的三項標準 

2010 年由美國第九上訴巡迴法院判決的 Vernor 案 183，確立軟體產業以授權

取代銷售的商業慣例之合法性，判決提出判斷契約性質的三項標準在後續一系列

的軟體交易定性的爭議案件，多見援用與分析。此外，本案也處理到契約自由與

著作權濫用的界線，對後續案件影響甚鉅，以下便就 Vernor 案進行介紹。 

（一） 案件事實 

1. AutoCAD 授權契約內容 

Autodesk 生產 AutoCAD 設計軟體，並持續不斷將軟體更新再版，其中，第

十四版 AutoCAD 是將軟體以 CD-ROM 方式提供給客戶。客戶安裝這套軟體時，

需在安裝程序中同意Autodesk設定的使用者授權條款(software license agreement, 

SLA)，若客戶不願意接受這份條款，則可在退還軟體後獲得全額退費。實際上

Autodesk 也提供數種不同的授權組合，例如商用版、教育版和學生版，其中商用

版雖然價格較高，但也受到較少的使用限制 184。 

第十四版的軟體搭配的使用者授權契約中，賦予客戶「非專屬且不可轉讓的

使用授權」，並禁止客戶以出租、出借或在未事先取得 Autodesk 的同意的情況下，

以電子或實體型式將軟體轉讓至西半球。另外，Autodesk 針對軟體的使用方式，

還有下列限制： 

「您不得：(1) 針對軟體進行修改、翻譯、還原工程、解譯或反組譯……(3) 移

除任何軟體或相關文件上的財產權警語、標籤或註記；(4) 在西半球使用該軟

體；(5) 利用任何軟體、硬體(或設計以達下列目的)規避硬體防止重製保護的裝

置；(6)以商業或其他獲得利潤為目的，使用教育專屬授權軟體……」185 

183 Vernor v. Autodesk, Inc. 621 F.3d 1102 (9th Cir. 2010). 
184 Id. at 1104. 
185 原文：YOU MAY NOT: (1) modify, translate, reverse-engineer, decompile, or disassemble the 
Software . . . (3) remove any proprietary notices, labels, or marks from the Software or Documentation; 
(4) use . . . the Software outside of the Western Hemisphere; (5) utilize any computer software or 
hardware designed to defeat any hardware copy-protection device, should the software you have 
licensed be equipped with such protection; or (6) use the Software for commercial or other 
revenue-generating purposes if the Software has been licensed or labeled for educational use only.” i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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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客戶未遵守上述條件時，契約便當然終止；契約最後提到關於更新軟體的

部分，也就是當客戶選購新版軟體時，必須於六十日內將舊版軟體刪除（包含在

電腦硬碟中的複本），Autodesk 有權要求客戶提供舊版軟體已刪除的證據。

Autodesk 為確保客戶遵守授權條款，在其軟體上設計序號（serial number）：客戶

回傳序號而 Autodsek 確認序號為真後，會再傳啟動碼（activation code）給客戶，

而客戶需在輸入啟動碼後才能開始使用軟體 186。 

2. Autodesk 與 CTA 

1999 年 Autodesk 曾與 Cardwel/Thomas & Associates(下簡稱為“CTA")公司達

成和解，CTA 獲得十份 AutoCAD 的授權；後來 CTA 將 AutoCAD 升級時，卻未

依照授權契約要求將舊版軟體刪除，而選擇將舊軟體賣給本案被告 Vernor（將軟

體以實體方式出售，並將手寫的啟動碼一併提供給 Vernor）187。 

3. Vernor 的拍賣生意 

Vernor 利用 eBay 拍賣平台經營生意，其販售數套 AutoCAD 軟體，其中有一

份是 Vernor 從跳蚤市場向不知名的第三者購得，Vernor 不曾同意 Autodesk 的授

權契約條款，亦不曾將之安裝於任何電腦，不過其確實知曉該授權契約的存在，

只是相信自己不受到該契約拘束。在 Vernor 把這套 AutoCAD 上架至賣場後，

Autodesk 便依照 DMCA 的通知取下程序（notice and take down），請 eBay 將該

軟體下架，但在 Vernor 向 eBay 發出 counter notice 後，eBay 又重新讓 AutoCAD 

上架並成功賣出（Autodesk 並未對 Vernor 的 counter notice 表示回應）188。 

另外，Vernor 也從 CTA 處購得四份 AutoCAD 二手軟體，在產品包裝盒上附

有授權碼，Vernor 將前三份軟體放在 eBay 賣場出售時，遇到與之前相同的情況，

也就是 Autodesk 通知 eBay 將產品取下，雖然後來又順利上架；但在 Vernor 第

三度遭 Autodesk 舉報侵權後，因 Vernor 多次遭人檢舉，其拍賣帳號遭網站停權。

Vernor 去函向 eBay 說明自己從未安裝該軟體，亦未同意 Autodesk 的授權協議，

而根據第一次銷售原則，Vernor 聲稱自己有權轉售。一個月後，eBay 重新開啟

at 1104. 
186 Id. at 1104-1105. 
187 Id. at 1105. 
188 Id. at 1105-11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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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ernor的拍賣帳戶，但這個月Vernor失去利用 eBay販售逾千項的產品的機會 189。 

2007 年，Vernor 向法院提起確認訴訟，欲確認其販售 AutoCAD 的行為因第

一次銷售原則而不侵權，同時也向 Autodesk 主張損害賠償；而 Autodesk 則於 2008

年提起反訴，第一審華盛頓西區地方法院肯定本案有第一次銷售原則之適用，從

而判決 Vernor 勝訴 190，全案上訴至第九巡迴上訴法院。 

（二） 法律爭議 

本案有爭議的部分有二，第一為 AutoCAD 是否有第一次銷售原則之適用，

第二為 Vernor 得否主張必要步驟抗辯(essential step defense)。惟此兩項著作權積

極抗辯都無法適用於單純授權的情況下，故問題的關鍵是 Autodesk 就係「販賣」

軟體或「授權」客戶使用軟體？ 

（三） 法院見解 

1. 前案檢討：Wise 案提出的三項標準 

1977 年，Wise 案 191中的著作權人將動畫影片散布於第三人時，與之簽訂書

面契約，限制此第三人的使用權移轉行為。第九上訴巡迴法院於本案提出五項分

辨該契約究係授權或銷售的衡量標準 192： 

A. 契約使用的名稱(was labeled a license) 

B. 著作權人是否保留對該著作物主張的權利(copyright owner retained title to the 

prints) 

C. 要求返還或毀損著作物(required the return or destruction of the prints) 

D. 禁止重製 

E. 要求受讓人於契約期間保持對該著作物的占有(required the transferee to 

maintain possession of the prints for the agreement’s duration) 

189 Id. at 1106. 
190 由於判定有第一次銷售原則的適用，地方法院並未處理 Vernor 關於 Autodesk 契約屬著作權濫

用的主張。 
191 United States v. Wise, 550 F. 2d 1180 (9th Cir. 1977). 
192 Id. at 1190-1192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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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院以華納影視公司的亞瑟王國(Camelot)影片契約為例，在與國家廣播公司

(National Broadcasting Company, ”NBC” )的契約中，雖然寫到華納保留對亞瑟王

國的所有權，但又設有買回條款：要求 NBC 可以合意價格將該著作賣回華納，

或者將該著作損毀；法院認定這項契約屬於授權。反觀針對同一標的，華納與演

員間的契約則要求演員須保持對該著作的占有，並且不可再將該著作出售、授

權、重製或公開展示；但該演員亦無義務將著作於特定情況下返還給華納，法院

判定這項交易屬於附多項使用限制的銷售契約 193。 

Vernor 案法院總結 Wise 案提供判斷授權與銷售的三項因素：1)該契約是否明

確使用「授權」文字。2)權利人是否保留著作的所有權。3)權利人是否要求對造

返還或毀損著作、禁止重製，或要求對造在契約期間內維持對該著作之占有 194。 

2. 本案 Autodesk 的契約屬授權契約，故無第一次銷售原則之適用 

必要步驟抗辯的法源依據在美國著作權法第 117(a)(1)條，其規定軟體的所有

人在使用軟體時，若因使用軟體的必要步驟而以機器重製該軟體，且該重製物並

無其他用途，則該重製行為不屬侵權。從法條文義看來，只有被認定為軟體的所

有權人，方有主張此權利抗辯之資格。 

此處法院談到 2006 年在第九巡迴上訴法院爭訟的 Wall Data 案 195，原告提

供 3663 項軟體授權給被告，該授權契約為非專屬授權，並限定只能於一部電腦

使用，不過若使用人將軟體自電腦移除，則一個月可轉讓一次 196。本案被告透

過硬碟映像檔(hard drive imaging)的方式將軟體安裝在 6007 台電腦，原告主張超

出 3663 的安裝行為屬侵害著作權，但被告主張利用硬碟映像檔安裝的行為屬於

使用軟體的必要步驟(essential step )，因此不算侵權。本案第九巡迴上訴法院強

調當授權契約附有嚴格的轉讓限制時，被授權人便不可主張必要步驟抗辯 197。 

透過 Wise 案與 Wall Data 案的檢討，法院總結三項判斷授權或銷售的考量標

193 Vernor v. Autodesk, Inc. 621 F.3d 1102, 1108-1109 (9th Cir. 2010). 
194 Id. at 1109. 
195 Wall Data, Inc. v. Los Angeles County Sheriff's Dep't, 447 F.3d 769 (9th Cir. 2006). 
196 Id. at 775. 
197 這裡法院援用 1993 年的 MAI Sys. Corp. v. Peak Computer, Inc.案與 Triad Sys. Corp. v. Se. 
Express Co.案，這兩案表示當被告僅為軟體的被授權人時，無法主張必要步驟抗辯。法院進一步

表示，在使用人為軟體的被授權人的情況下，不可直接援用著作權法第 117 條的抗辯，而須透過

權利人與使用人間的授權契約另外處理此使用必須程序中的重製行為（如於 RAM 重製）。 
7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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準：第一，權利人是否明確表示該契約屬授權契約；第二，權利人是否對使使用

人轉讓該軟體加上諸多限制；最後，權利人是否對使用人課加嚴格的使用限

制 198。 

將上述的三項標準套用至 Vernor 案檢驗，Autodesk 不但於契約中明確保留

自己對 AutoCAD 的所有權，並對移轉該軟體加上許多限制（包含不得在未獲得

書面授權前轉讓、不得將之轉讓至西半球），此外，還禁止諸多使用行為，甚至

規定在不遵守上述條件時，契約自動終止。綜上所述，法院認定該契約僅屬授權

契約，故不但沒有第一次銷售原則之適用，Vernor 的客戶亦不得主張必要步驟抗

辯 199（因不論是 CTA、Vernor 或其後手皆非 AutoCAD 的所有權人）。 

四、 MDY Industries, LLC v. Blizzard Entertainment, Inc.：採納 Vernor 的

三項標準 

第九巡迴上訴法院在本案採用 Vernor 案樹立的三項標準判定契約屬性，此

外，也點出著作權人無法利用授權契約，將其所有不樂意見到的行為都定性為著

作權侵害，否則將有違國會賦予著作權利人「特定種類排他權」的意旨 200。但

是，由於 DMCA 反規避條款的出現，讓著作權人得以透過科技保護手段擴張權

利範圍，此種結果是否妥適，引發各界熱烈討論。 

(一) 案件事實 

暴雪公司（Blizzard Entertainment, Inc.）推出一套廣受市場歡迎的大型多人

線上角色扮演遊戲「魔獸世界(World of Warcraft)」，玩家需要藉由打怪、完成任

務來晉級。軟體可分為兩個部分，其一是安裝於玩家自己電腦的客戶端軟體(client 

software)，另一部分是玩家須先在魔獸網站註冊登入後，方能連線到的系統端伺

198 Vernor v. Autodesk, Inc. 621 F.3d 1102, 1110-1111 (9th Cir. 2010). 
199 Id. at 1111-1112. 
200 對此，美國第九巡迴上訴法院對於違反授權契約在何種情況下亦構成著作權侵害提出連結測

試法（Nexus Test），也就是只有在違約同時侵害著作排他權時，方可主張著作權侵害，藉以阻止

著作權人利用授權契約擴張著作權保護範圍。阻止權利人擴張著作排他權範圍是正確的，但對於

連結測試法之運作卻缺乏詳細的操作說明，就此，學者 Erik Bauman 認為，當該被指控遭違反的

契約條款不存在，但行為人做了該條款禁止之行為會同時侵害著作排他權時，這個著作權侵害與

違約間的連結就算成立。之所以不能以行為人在完全未經授權時，做出契約禁止行為會同時侵害

著作權為標準，是因為在很多利用著作的情況中，重製必然發生，若行為人完全沒有授權，一定

會構成著作權侵害；以使用軟體為例，軟體在硬碟中運行至少在 RAM 中產生重製物，則軟體使

用人在未獲得任何授權情形下之使用，必然構成著作權侵害。Bauman, supra note 19, at 515-516. 
7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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服器(server software)201。 

本案的爭議導因於 Donnelly 與 MDY 公司於 2005 年開發出一套自動練功程

式"Glider"，使用 Glider 這個外掛程式的玩家可在輸入自身角色、欲至何處與何

時打怪後，由程式自動完成任務，這代表即便玩家沒有親自投入遊戲，仍能持續

累積遊戲經驗值並晉級。在設計 Glider 軟體前，Donnelly 曾研究魔獸所檢附的終

端使用者授權條約(End User License Agreement, EULA)，其中並未禁止玩家在進

行遊戲時搭配第三方的軟體使用，故 Donnelly 未曾替 Glider 設計規避被遊戲軟

體偵測（detection）的功能 202。 

暴雪公司發現 Glider 存在後，迅速在 2005 年九月推出反制軟體”Warden”，

專門偵測是否有玩家利用未經暴雪公司授權的第三方軟體輔助遊戲進行，一旦發

現這樣的玩家，Warden 會立即鎖住該名玩家的帳戶。因為 Warden 的推出，絕大

多數使用 Glider 的玩家都被停權，MDY 公司發現這個情形後，修改 Glider 的程

式並加入防偵測功能。2005 年年末，MDY 公司發現暴雪公司在使用者條款中禁

止玩家使用自動練功程式，因此，MDY 公司在公司官網上向客戶表明，使用

Glider 玩魔獸，將違反暴雪公司的使用條款 203。 

(二) 法律爭議 

如果玩家使用 Glider 的行為構成對暴雪公司「魔獸世界」軟體著作權的直接

侵權，則 MDY 公司就面臨輔助侵害與誘引侵害的指控，因此，究竟使用這種自

動練功程式的行為，是否構成對著作權的直接侵害？此外，暴雪公司認為 MDY

公司對 Glider 程式進行調整，新增規避 Warden 偵測功能的舉動也違反 DMCA

的「反規避措施」，惟此爭議與本段較無關，下文討論便將此部分略去。 

玩家登入魔獸世界進行遊戲時，在電腦的隨機存取記憶體（Random Access 

Memory, RAM）中必然產生複本，這就可能侵害暴雪公司遊戲軟體的重製權，

除非：1)玩家是取得暴雪公司使用授權的使用者，並且係在授權範圍內為使用。

2)玩家是魔獸軟體的所有權人，則根據必要步驟抗辯，因必要使用行為而在 RAM

201 MDY Industries, LLC v. Blizzard Entertainment, Inc. 629 F. 3d 928, 935 (9th Cir. 2010). 
202 Id. at 935-936. 
203 Id. at 9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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進行的重製，不構成著作權侵害 204。 

(三) 法院見解 

1. 玩家不是「魔獸世界」軟體的所有權人 

與魔獸世界有關的使用契約有兩個，第一種是附屬於客戶端軟體的 EULA，

在玩家把魔獸世界安裝於自己的電腦和首次進行遊戲時，都需要同意這份契約才

能遊戲；另一種契約是附屬於伺服器軟體的「使用條款」，在玩家開帳戶與首次

進行遊戲時皆須同意此條款。無論玩家不接受 EULA 或使用條款，軟體將會告

知玩家在退還客戶端軟體後可拿回價款 205。 

第九巡迴上訴法院檢視這兩份契約，並採用 Vernor 案所提出的三項標準進

行涵攝。首先，就契約用語看來，暴雪公司使用的契約文字是「授權」而非「銷

售」；再者，契約就玩家轉讓軟體的部分設下諸多限制，包括：1)須將原來客戶

端軟體的包裝，與其內檢附的文件完整的移轉給受讓人。2)讓與方須將客戶端所

有的複本與安裝程式永久移除。3)受讓人也須接受終端使用者授權契約。最後，

對於玩家的使用行為，契約也有如下的限制：1)僅供非商業、娛樂性目的使用。

2)未經暴雪公司許可，不得於網咖或電腦遊戲中心使用。3)不得同時與未經暴雪

公司授權之第三方軟體併同使用。除了前三項使用限制外，暴雪公司有權在玩家

不知情且未同意的情況下，修改客戶端軟體；若玩家違反授權契約，暴雪公司得

終止契約，而一旦契約終止，玩家需即刻將軟體移除並摧毀所有複本 206。 

綜上，契約選擇的用語已傳達出暴雪公司與玩家締約的意圖在於授權而非銷

售，加上該契約無論對軟體的使用與移轉都有許多限制，從而，第九上訴巡迴法

院認定這份契約應為授權，玩家只是魔獸世界的被授權人而非所有權人。 

2. 玩家違反授權契約的使用行為，並不構成著作權權利侵害 

在魔獸世界使用條款第 4(B)條有以下的規定： 

「您同意不為下列行為…(ii) 使用作弊程式、自動化執行軟體、駭客程式、遊戲

204 Id. at 938. 
205 Id. at 935. 
206 Id. at 938-9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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模組（mods）、或其他未授權之設計來改變魔獸世界經驗的第三方軟體；(iii) 使

用任何未經授權之第三方軟體以截取、「探勘」或蒐集來自或透過任何遊戲或服

務之資訊。207」 

顯然使用 Glider 已經違反使用條款的規定，但是，並非所有違反授權契約的

行為都會構成著作權侵害，判斷的關鍵在於該授權條款是單純承諾為或不為特定

行為的協議（covenant），或是授權契約有效的條件（condition）208；如果只是違

反承諾，那麼只有違約問題，但若違反的是授權條件，則除了違約外還將面臨侵

害著作權的指控，至於承諾與條件的區辨，則需依各州的契約法加以認定 209。  

違約卻不構成著作權侵害的概念其實很好理解，因為著作權法賦予著作權人

的排他權有限，只有當被授權人的行為侵害這些排他權時，才會構成著作權侵

害。例如，甲是一本書的著作權人，甲在授權契約中規定乙可以重製該本書一次，

但是不得閱讀該書最後十頁；如果乙重製不只一本書，那麼不但要負違約責任也

構成對甲重製權的侵害，如果乙只重製一本書卻讀了最後十頁，那麼只有違約卻

無著作權侵害的問題，因為「閱讀」這個行為並非著作權法保護的範圍。第九巡

迴上訴法院在判決中強調，如果允許著作權人透過授權契約，把所有其不樂見的

行為定義為授權條件，將導致著作權人大幅擴張權利保護範圍，這個結果非法所

樂見，因此，授權條件必須和授權方享有的著作排他權有所連結 210。 

回到魔獸世界的授權契約條款，因為使用 Glider 軟體並不會產生新的著作衍

生物或著作重製物，也沒有侵害暴雪公司其他的著作排他權，因此即便違反使用

契約中，禁用自動練功程式的規定，也不會構成著作權侵害，這條規定只是契約

上的承諾而非授權條件。也因為玩家不構成著作權的直接侵害，自然製造 Glider

的 MDY 公司也沒有輔助侵害或誘引侵害的問題 211。 

207 原文：You agree that you will not . . . (ii) create or use cheats, bots, "mods," and/or hacks, or any 
other third-party software designed to modify the World of Warcraft experience; or (iii) use any 
third-party software that intercepts, "mines," or otherwise collects information from or through the 
Program or Service. id. at 938. 
208 關於 condition 與 covenant 的翻譯，參考自蕭宏宜，第一次銷售原則與輔助侵害著作權的美國

實務趨勢，科技法律透析，第 24 卷第 11 期，頁 59，2012 年 11 月。 
209 MDY Industries, LLC v. Blizzard Entertainment, Inc. 629 F. 3d 928, 939 (9th Cir. 2010). 
210 Id. at 940-941. 
211 不過，因為使用 Glider 軟體的玩家被認定違反 DMCA 的反規避條款，製造 Glider 的 MDY 公

司也被認定違反 DMCA，最終仍被認定侵害暴雪公司的著作權。學者章忠信對本案有非常貼切

的描述：「遊戲外掛程式不侵害著作權但違反著作權法」。章忠信，遊戲外掛程式不侵害著作權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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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UMG Recordings：控制力理論 

本案 212涉及實體 CD 的寄送行為的契約定性。單純在實體物上加上使用限

制，在未經雙方合意的情況下，主動寄送宣傳 CD 能否構成授權行為？收受該宣

傳 CD 者又得否自由轉讓？法院在此案中提出「控制力理論」，就是以著作權人

在交易後是否仍對著作物握有控制力為標準，決定該交易屬於銷售或授權 213。 

（一）案件事實 

環球唱片(UMG Recordings)為了宣傳旗下藝人的歌曲，會製作特別的宣傳版

CD，並主動將這批宣傳版 CD 寄送給樂評家、電台 DJ 等特定族群。環球唱片在

宣傳版 CD 上附加聲明，表明該 CD 之所有權仍保留在環球唱片手上，僅授權予

收件人個人使用，收件人不得將之轉售或讓與，詳細內容如下 214： 

「本 CD 所有權歸屬於唱片公司，僅授權予收件者為個人使用。接受本 CD 代表

您已接受本授權的使用條件。轉售或任何移轉本 CD 的行為都是被禁止的，從事

該等行為可能違背州法及聯邦法的規範而受到懲罰。215」 

本案被告 Augusto 並非環球唱片選擇寄送宣傳 CD 的人選，但 Augusto 透過

各種管道取得這些宣傳 CD，並將其放在 eBay 網路商店販售，此舉引發環球唱

片不滿，從而向法院提起訴訟，主張 Augusto 侵害環球唱片著作的散布權。 

違反著作權法，著作權筆記網站， 
http://www.copyrightnote.org/crnote/bbs.php?board=6&act=read&id=85 (最後瀏覽日期：2013/8/3). 
212 UMG Recordings v. Augusto, 628 F.3d 1175 (9th Cir. 2011). 
213 不過，學者胡心蘭認為，本案對銷售與授權的分別採取與 Vernor 案相同的見解，只是在適用

Vernor 的三項標準外，還加上一個重要前提：「授權」需建立在「協議」的基礎上，該授權協議

必須確實為系爭軟體使用者或消費者接受，才得以執行。也就是胡心蘭將本案的重點放在契約是

否為消費者所接受，而非對著作物的控制力。胡心蘭，從美國第九巡迴上訴法院近期案例初探數

位環境下著作權耗盡原則，台灣法學雜誌，第 218 期，頁 61，2013 年 2 月。 
214 有些宣傳 CD 上直接聲明「限於宣傳，禁止轉售」。 
215 原文：This CD is the property of the record company and is licensed to the intended recipient for 
personal use only. Acceptance of this CD shall constitute an agreement to comply with the terms of the 
license. Resale or transfer of possession is not allowed and may be punishable under federal and state 
laws. UMG Recordings v. Augusto, 628 F.3d 1175, 1177-1178 (9th Cir. 20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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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法律爭議 

本案的主要爭議在於環球唱片主動寄送宣傳 CD 給特定族群的行為，是否構

成「所有權移轉」，若答案為肯定，則 Augusto 得主張寄送行為導致環球唱片對

宣傳 CD 的權利已然耗盡，自無權干涉 Augusto 後續的轉售行為。但若宣傳 CD

上所陳述的聲明讓寄送行為被認定為授權，則 Augusto 無法以宣傳 CD 所有人身

分主張權利耗盡抗辯，其轉售 CD 的行為將被判定侵害環球唱片的散布權。 

（三）法院見解 

第九巡迴上訴法院認為環球唱片主動寄送宣傳 CD 的行為已構成「所有權移

轉」，原因在於環球唱片在未收到任何訂購、要求的情況下主動寄出宣傳 CD，

加上這些宣傳 CD 上並未利用編碼或其他追蹤裝置，控制收件人對宣傳 CD 的後

續利用行為，代表環球唱片已然失去對宣傳 CD 的控制力，從而，此寄送行為應

觸發所有權移轉。 

儘管環球唱片在宣傳 CD 上註明「授權予收件者個人使用」，但法院指出契

約使用「授權」不當然使得該契約在法律的定性上被認定為授權，契約上使用的

文字固然可以成為定性考量的影響因素，卻絕非唯一標準 216。更何況，將「收

下 CD 的舉措」推定為「接受授權條款」也有問題，畢竟這並非收件者主動索取

的 CD；又既然收件者並未同意宣傳 CD 上的使用限制條款，自然不可能讓該授

權契約成立，法院也無須就授權條款的內容進一步分析 217。綜上，寄送行為本

身應構成環球唱片移轉系爭宣傳 CD 的所有權予收件者，又收件者並未同意受到

宣傳 CD 上的授權契約的拘束，則收件者當然可以自由地處分該 CD，環球唱片

無權干涉收件人後手（即本案的 Augusto）轉售 CD。 

此外，第九巡迴上訴法院特別提出，一審加州地院判定環球唱片寄送宣傳

CD 給特定收件者不屬於授權行為，論理基礎在於環球唱片標註於宣傳 CD 上的

216 Id. at 1180. 
217 Id. at 1182-118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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授權契約未保留環球唱片取回 CD 占有的條款，並提出 Wise 案作為判決基礎 218。

但第九巡迴上訴法院認為，「無法取回著作物的占有」並非決定該契約是否屬於

授權的關鍵，這個事實只是環球唱片對宣傳 CD 失去控制力的一項佐證 219，故

前審法院此部分的論理有誤。 

六、 Apple, Inc. v. Psystar：採用 Vernor 的三項標準 

第九巡迴上訴法院在本案仍採用 Vernor 的三項標準判定契約屬性，並在判

決中敘明法院知曉產業慣以授權契約進行交易的情形，判決又以「權利人本有權

決定如何利用自己的著作」為由，給予著作權人極大的締約自由。特別值得注意

的是，本案詳細地探討著作權授權契約在何種情況下可能構成權利濫用，對於美

國法院對於契約內容適法性的認定，頗具參考價值，關於著作權濫用部分，已在

前文第三章、第二節、貳、一部分進行詳細論述。 

（一）案件事實 

蘋果電腦銷售其作業系統 Mac OS X 的方式有二，第一種是直接將作業系統

灌進蘋果電腦，與硬體併同銷售；第二種是提供蘋果電腦的使用者為了更新而推

出的獨立版本 220。 

蘋果在其與客戶的契約（Software License Agreement, SLA）中明確表示，該

軟體僅得於蘋果電腦使用。在蘋果的授權契約中，對使用者的使用與移轉附加諸

多限制：在使用方面的限制如該軟體僅於一台蘋果電腦使用、為備份可為一次重

製、除非法有明文，不得為重製、解譯、還原工程、修改或製作衍生著作等 221；

218 United States v. Wise, 550 F. 2d 1180(9th Cir. 1977).  
219 此外，本件訴訟第九巡迴法院也指出尚不滿足 Krause v. Titleserv 案中的「相當於著作物所有

權人得享有之利用權」(sufficient incidents of ownership)標準。UMG Recordings v. Augusto, 628 F.3d 
1175, 1183 (9th Cir. 2011). 
220 Apple Inc. v. Psystar Corp. 658 F.3d 1150, 1153 (9th Cir. 2011). 
221 Permitted License Uses and Restrictions. 
A. Single Use. This license allows you to install, use and run (1) copy of the Apple Software on a 

single Apple-labeled computer at a time. You agree not to install, use or run the Apple Software on 
any non-Apple-Labeled computer or enable another to do so. 

C. You may make one copy of the Apple Software (excluding the Boot ROM code and other Apple 
firmware that is embedded or otherwise contained in Apple-labeled hardware) in machine-readable 
form for backup purposes only . . . . Apple Boot ROM code and firmware is   provided only for 
use on Apple-labeled hardware and you many not copy, modify or redistribute the Apple Boot 
ROM code or firmware, or any portions thereo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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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轉讓限制方面則規定不得出租、出借、再散布與他人，但在符合下列條件時，

可為一次且永久性的移轉：(a)…(b)不可保留任何副本(c)受讓人亦同意接受以上

條款 222。 

為確保客戶將作業系統安裝於蘋果而非他牌電腦，蘋果在軟體內設有科技保

護措施(lock-and-key technological measure)，這項措施包含使用”kernel 

extension”，這個 kernel 會在使用人安裝 Mac OS 時，自動成為作業系統的一部分，

藉由 kernel 的運作，蘋果能將蘋果電腦硬體中的解碼系統定位，並以該系統對加

密文件進行解碼 223。 

本案被告 Psystar 是家專門製造並販賣個人電腦的公司，其生產的名為 Open 

Computer 的電腦，雖然 Open Computer 實際上可搭配多種作業系統，但 Psystar

選擇在電腦內使用蘋果的 Mac OS X。為了達到這個目的，Psystar 先向蘋果購買

正版的作業系統，再利用映象檔方式將該作業系統移轉到 Open Computer；此外，

為了解決相容性的問題，Psystar 先將購得作業系統內的 kernel extension 刪除，

再加上自己的 kernel extension，如此一來，即便在 Open Computer 上也能順利運

作蘋果的作業系統 224225。 

蘋果於 2008 年對 Psystar 提起訴訟，主張 Psystar 違反使用者授權契約（即

主張 Psystar 違約）、著作權直接侵權與輔助侵權、侵害商標與商業表徵、違反不

公平競爭、違反 DMCA 中關於規避科技保護措施規定等；相對地，Psystar 則認

F. Except as and only to the extent permitted by applicable licensing terms governing use of the Open 
Sourced Components, or by applicable law, you may not copy, decompile, reverse engineer, 
disassemble, modify or create derivative works of the Apple Software or any part thereof. 

Apple Inc. v. Psystar Corp. 673 F. Supp. 2d 931, 934 (N.D. Cal, 2009). 
222 Transfer 
You may not rent, lease, lend, redistribute, or sublicense the Apple Software. Subject to the restrictions 
set forth below, you may, however make a one-time permanent transfer of all of your license rights to 
the Apple Software (in its original form as provided by Apple) to another party, provided that: (a) the 
transfer must include all of the Apple Software, including all its component parts (excluding Apple 
Boot ROM code and firmware), original media, printed materials and this License; (b) you do not 
retain any copies of the Apple Software, full or partial, including copies stored on a computer or other 
storage device; and (c) transferee the party receiving the Apple Software reads and agrees to accept the 
terms and conditions of this License. Id. at 934. 
223 Apple Inc. v. Psystar Corp. 658 F.3d 1150, 1153 (9th Cir. 2011). 
224 Id. at 1153. 
225 2009 年，隨著蘋果推出新一代的作業系統「雪豹」(Mac OS X Snow Leopard)，Psystar 也推出

新一代的 Open Computer，不過這次 Psystar 並未直接在電腦中使用蘋果的作業系統，而是使用

一套可供消費者自有選擇作業系統的 Rebel EFI，使用者最多可以安裝六種不同的作業系統（包

含 W7、Vista、Linux）。Casper Kao，Psystar 將挖洞讓消費者/OEM 跳? DUBL 授權大計畫啟動!， 
http://chinese.engadget.com/tag/Darwin+Universal+Boot+Loader/ (最後瀏覽日期：2013/12/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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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蘋果限制使用人僅能將作業系統安裝於蘋果的電腦屬於著作權濫用 226。 

（二）法院見解：依循 Vernor 案提出的三項判斷準則，蘋果僅將作業系統授權

與客戶使用，並無第一次銷售原則之適用 

雖然蘋果提供獨立販售的作業系統 Mac OS X，但這並不當然表示蘋果獲得

使用者對價的行為屬於銷售，因為在消費者取得該作業系統時，蘋果已在契約上

明白表示此屬授權契約，也就是蘋果已表明保留對該著作物的所有權；此外，蘋

果對使用人的使用與轉讓行為也有許多限制，依照 Vernor 案所提出的三項標準，

法院判定蘋果的契約屬授權契約，因此並無第一次銷售原則的適用 227。 

法院進一步指出，在授權契約上附加各種限制一向被著作權法所允許，尤其

軟體產業以授權方式和消費者進行交易也是常態 228。著作權人可自由選擇排除

其他人對其著作之使用（拒絕移轉權利給第三人），當然也可選擇在特定條件下

讓他人利用自己的著作 229。 

七、 Adobe 系列爭訟：採納 Vernor 三項標準判斷 

軟體大廠 Adobe 為控制產品進入市場的途徑，僅允許特定經銷商販售 Adobe

旗下產品，並且以契約對產品的轉讓與移轉設有限制；而以下介紹的三個判決，

都是非 Adobe 官方經銷商販賣 Adobe 產品，而遭 Adobe 提起侵害著作散布權的

案件。無獨有偶，被告紛紛提出第一次銷售原則作為抗辯，認為自己既是在市場

上合法取得著作物（軟體），當然可以自由轉售；而 Adobe 則提出與經銷商間的

契約，主張 Adobe 僅將軟體授權而非販賣，不適用第一次銷售原則。法院在這

三個案件中，紛紛以 Vernor 案樹立的三項標準對契約進行定性，並且明白指出

Augusto 案「控制力理論」與 Vernor 案「三項標準判斷」適用情況的不同。 

(一) 契約限制一：軟硬體不得拆售 

在 Adobe 與戴爾（Dell）和惠普（Hewlet Packard）的合約中約定，授權這

兩家公司將 Adobe的 OEM 軟體與特定種類的硬體零件包裹出售（in a bundle with 

226 Apple Inc. v. Psystar Corp. 658 F.3d 1150, 1153-1154 (9th Cir. 2011). 
227 Id. at 1159. 
228 Id. at 1155. 
229 Id. at 11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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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pproved hardware component），不得將這些 OEM 軟體從指定的硬體中分離拆

售，亦不可重新與非指定硬體組合出售。本案被告 Anthony Kornrumpf 與 Hoops

公司先自戴爾與惠普購得含有 Adobe 軟體的商品，將 Adobe 軟體從中分離並與

其他未經 Adobe 認證的載體（如 DVD 和讀卡驅動程式）結合後，再透過 eBay

與 www.lookoutdeals.com 販售 Adobe 軟體。Adobe 在察覺被告所為後，於 2010

年向北加州地院提起著作權侵權訴訟；而被告則提起確認反訴，主張 Adobe 的

行為乃試圖規避權利耗盡的適用，已構成著作權濫用 230。 

檢視 Adobe 與製造商（戴爾與惠普）的契約，係以「授權契約」為名，敘

明 Adobe 保留智慧財產權，且對於使用設有諸多限制；同時，除了僅能以搭載

於指定的硬體出售外，Adobe 還要求製造商負起防止他人將 Adobe 軟體自指定硬

體分離的義務，並且要求製造商將 Adobe 的終端使用者契約納入硬體，讓終端

使用者在使用軟體前能瞭解使用條件；此外，在載體上還須設置著作權與財產權

屬於 Adobe 的宣告 231。 

本案法院採用 Vernor 案提出的三標準判斷，肯定 Adobe 與製造商間的契約

無論在契約名稱、軟體使用和移轉所有權都設有重大限制，因此，Adobe 並未將

軟體出售給製造商，而是授權給製造商，既無銷售行為存在，自無第一次銷售原

則的適用 232。被告提出 Augusto 案主張 Adobe 對於製造商出售的產品不具有足

夠的控制力，從而該契約應屬銷售而非授權。法院並未接受此項主張，除了點出

Adobe 對產品的控制力遠大於 Augusto 案中環球唱片對宣傳 CD 的控制力外，還

特別提到 Augusto 案與 Vernor 案的適用情況不同，而 Vernor 對軟體使用者契約

的定性較具參考價值 233。 

(二) 契約限制二：非指定經銷商不得出售 Adobe 產品 

Adobe 限制僅有指定經銷商方可銷售 Adobe 的軟體商，但 Nordwood 卻在向

第三方購得 Adobe 軟體後轉售，Adobe 因而主張 Norwood 侵害其著作散布權。

230 Adobe Systems Inc. v. Hoops Enterprise LLC 2012 U.S. Dist. LEXIS 12228, pp. 2-5 (N.D.Cal., 
2012). 
231 Id. at 6-7. 
232 Id. at 12. 
233 The court specifically distinguished the Vernor test that "applies in terms to software users who 
order and pay to acquire copies," and "are in a very different position from that held by the recipients of 
UMG's promotional CDs. Id. at 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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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orwood主張自己係合法取得Adobe軟體，自可將軟體轉賣而不構成侵權，Adobe

試圖控制後手的轉售行為違反權利耗盡原則 234。但 Adobe 強調自己的產品只是

授權給消費者使用，授權契約中載明： 

「Adobe 的產品並非銷售，而是透過經銷渠道授權給終端使用者使用。除非您直

接與 Adobe 另行締結能排除本授權契約條件的契約，變更您對該 Adobe 產品的

使用與散布權，否則您將受到本授權契約的條款與條件拘束 235。」 

儘管 Norwood 主張這項契約僅適用於終端消費者而非任何在之前的中間商

（any of the prior purchasers from Adobe and its customers），但法院從” licensed all 

the way through the distribution channel to the end user”的文句解讀，認為無論是終

端消費者或中間商都應適用 Adobe 契約 236。而這份契約明確採用「授權」的文

字，至於使用與轉讓的限制雖未在判決中詳述，但法院表明對於該契約定性的判

斷，應採用 Vernor 的三項標準，最後，肯認這是份授權契約。 

與上述 Nordwood 案相類似，克里斯汀生也是從第三方取得 Adobe 的軟體

後，放在自己經營的 Software Surplus 網站販售，Adobe 主張克里斯汀生在未簽

訂經銷契約的情況下販售 Adobe 產品已侵害 Adobe 的著作散布權，克里斯汀生

則主張在第一次銷售原則的適用下，自己販賣軟體的行為不侵權 237。法院首先

提出判斷 Adobe 究竟是販賣或授權軟體應採用 Vernor 案的三項標準檢驗 238，這

和 Norwood 案與前面的 Hoops 案皆相同。不過，由於 Adobe 在訴訟準備上的疏

失，未即時在蒐證程序（discovery）提出證明該契約屬於相關證據，又契約定性

屬於授權的舉證責任在 Adobe239，最終，Adobe 此部分的主張不被法院接受。 

八、 小結 

234 Adobe Sys. v. Norwood 2011 U.S. Dist. LEXIS 72293, p. 12 (N.D.Cal., 2011). 
235 原文：Adobe products are not sold; rather, copies of Adobe products . . . are licensed all the way 
through the distribution channel to the end user. UNLESS YOU HAVE ANOTHER AGREEMENT 
DIRECTLY WITH ADOBE THAT CONTROLS AND ALTERS YOUR USE OR DISTRIBUTION OF 
THE ADOBE PRODUCTS, THE TERMS AND CONDITIONS OF THE APPLICABLE LICENSE 
AGREEMENTS BELOW APPLY TO YOU. 
236 Id. at 14. 
237 Adobe Sys., Inc. v. Christenson 891 F. Supp. 2d 1194,1199 (D.Nev., 2012). 
238 Id. at 1203. 
239 因為 Adobe 和經銷商間的契約如何規定只有 Adobe 與經銷商才知道，無法要求其他人(本案

被告克里斯汀生)舉證說明；正如同取得軟體的來源合法的舉證責任在被告，因為只有他才知曉

軟體來源。Id. at 12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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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軟體產業建立的商業慣例對法院影響力顯著 

觀察上述的案例檢討，可以發現絕大多數的案件都在判斷軟體著作物的所有

權歸屬。即便僅有 Adobe v. One Stop 案明確採納「商業慣例」做為判斷依據，但

只要是電腦軟體相關的交易，最後結論幾乎全屬授權；碰到爭議，法院多尊重軟

體開發商單方制訂的契約內容（在消費者與廠商間的契約絕大多數為定型化契

約），可參考表 2 美國法院判定銷售與授權案件整理表，從未以權利濫用觀點切

入批判，足見法院對此商業慣例的高度尊重。 

(二) Vernor 案前的判斷標準 

法院曾提出的考量因素眾多，包含當事人意圖、使用限制、契約終止後得否

保留著作物、是否有使用期間限制、交易對價為一次性付款或按期繳交、風險由

誰承擔、著作權利人是否以獲得足夠報酬等等（詳見表 2 美國法院判定銷售與

授權案件整理表），但法院卻沒有就關鍵性要素達成共識，反倒在不同案件中指

出其他法院採納的考量因素「並非唯一條件」。整體來看，法院偏好就不同的個

案事實下決斷，不願被固定標準綁死，雖然沒有一個標準的判定公式，但本論文

發現，「得否保留對著作物的永久占有 240」要素時常左右判決結果 241。 

而跳脫單純契約條款解讀的代表案例是 2005 年的 Krause v. Titelserv 案，其

提出抽象的「相當於著作物所有權人得享有之利用權」標準，表面上看來雖讓法

院有極高的操作彈性，卻是個陷入循環論證的判斷方式，因為什麼是「所有權人

得享有之利用權」根本沒有解答，況且儘管是移轉所有權，也不代表交易一方不

可設置使用條件與限制。 

基本上，法院遇見銷售與授權爭議時的做法，就是先回歸雙方契約條款，檢

視所有關於使用（包含轉讓）著作物之限制，最後再就使用限制以外的付款方式

與契約終止後義務進行確認。由於判斷重心還是仰賴契約文字的解讀，在面對明

顯有利於著作權利人的定型化契約中，多數交易都被認定為授權實不令人意外。 

240 需特別提醒，本論文所提到的「占有」要素，也包含著作權利人是否得於契約終止後要求返

還著作物。 
241 包括早期的 Wise 案、Softman v. Adobe 案、Novell v. Unicom 案和較近期的 Krause v. Titelserv
案與 F.B.T. v. Aftermath 案在內，都提及對著作物占有的概念。軟體契約條款常約定，當契約終

止時，消費者需將該軟體（著作物）返還或毀損，但返還跟毀損是兩種不同的概念，如果要求消

費者毀損著作物，代表著作權利人不可能再次執行（enforce）存於該著作物上的權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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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Vernor 案後的影響 

在第九巡迴上訴法院作出 Vernor 判決後，對於電腦軟體交易之定性有了舉

足輕重的影響，但詳觀判決提出的三項考量因素，包含當事人意圖（使用「授權」

文字定性契約類型，要素一）、使用限制（要素二）與移轉限制（要素三），是一

面倒的偏向軟體開發商，因為軟體業能夠輕易修改定型化約款以契合「授權」標

準，此點觀察歷來判決中援用的軟體使用契約條款，早已有用授權替代販售的情

況（要素一），轉讓與使用上也以 EULA 設有限制，Vernor 提出的三標準考量，

實則承認軟體產業慣用手段的合法性。 

雖然在 Vernor 案後，電腦軟體授權與銷售間的區別有了統一的標準，但對

於其他數位著作而言，這套標準是否能直接適用仍有待觀察 242。在 Vernor 案後，

唯一不採Vernor案三標準判斷法並提出獨特判定授權與銷售區別者僅有Augusto

案，不過 Augusto 案的事實卻與電腦軟體完全無涉，其是否能捍動 Vernor 的三

標準頗令人存疑。這點在 2011 年後的 Adobe 系列爭訟中，被控侵權人試圖以

Augusto 案為基礎，說服法院對該涉案軟體交易定性應屬銷售而非授權，卻被法

院以基礎事實和 Augusto 案相差甚遠而否決，就能看出 Vernor 案對非軟體的著

作物該如何分辨銷售與授權恐無必然的拘束力。 

另外，雖然 Augusto 案提出控制力理論，但筆者認為 Augusto 案討論的重心

其實是契約何時對交易相對人產生拘束力的問題 243。環球唱片於宣傳版 CD 加

註「接受視同同意授權條款」的行為與軟體業慣用的拆封契約極為相似，雖然拆

封契約的有效性在美國多已受到實務承認，但 Augusto 案與一般拆封契約適用情

況的仍有差別：相對人的主被動地位。樂評家和電台 DJ 僅被動的接受環球寄發

的宣傳 CD，而軟體多為消費者主動選購而來。也就是說，如果環球唱片能讓收

到 CD 者在使用前，主動確認接受授權條款，即便環球唱片無法再行確認使用人

的行為，該寄送行為被認定為授權的機率很高；遑論搭配防止特定利用行為的

242 從電腦軟體出租修正法（Computer Software Rental Amendments Act）就能看出立法者有意對

軟體採取不同的處理方式。Elizabeth McKenzie, A book by any other name: E-books and the first sale 
doctrine, 12 CHI.-KENT J. INTELL. PROP. 57, n100 (2013). 
243 學者 Jennifer Lahm 認為，在數位著作的交易中（該文探討以數位檔案下載的交易類型），由

於著作權人能透過使用者契約及科技保護措施控制交易相對人的使用行為，依照 Augusto 案提出

的「控制力理論」檢驗，由於著作權人對數位內容有著很高的控制力，絕大多數的交易將落入「授

權」範疇。Jennifer Lahm, Buying a Digital Download？You May Not Own the Copy You Purchase, 28 
TOURO L. REV. 211, 237(20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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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RM 措施，著作權利人將更有把握排除所有權移轉的發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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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 美國法院判定銷售與授權案件整理表 

(本研究自行整理) 

 締約意圖 

(使用「授

權」文字) 

商業

慣例 

使用行為限

制 

付費方

式 

使用期

間限制 

相對

價值 

承擔損失

風險 

保留對著作

物的永久佔

有 

其他 

Adobe v. One Stop 

(N.D. Cal. 2000) 

電腦軟體:授權 

        定型化契約 

Softman v. Adobe 

(C.D. Cal 2001) 

電腦軟體：銷售 

有寫但法

院未納為

判斷因素 

  一次性

付費 

無使用

期限 

 指經銷

商 

  定型化契約 

 強調商業慣例不足成為

認定授權理由 

Novell v. Unicom 

Sale---特別教育版 

(N.D. Cal. 2004) 

電腦軟體：授權  

非專屬且

不可移轉

的授權 

 需告知所

有軟體使用

人網威對軟

體有所有權 

以年費

繳納 

一年   契約終止

後須返還軟

體，並將手

上複本銷毀 

獨立契約 

Novell v. Unicom 

Sale---一般教育版 

包裝盒上

註有授權

  一次性

付費 

無使用

期限 

  契約終止

後須返還軟

 定型化契約 

 反對一次性付費加上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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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D. Cal. 2004) 

電腦軟體：授權 

字樣 體或將其銷

毀 

使用期限即屬銷售 

 契約終止後須返還軟體

為判定授權的關鍵因素 

Krause v. Titelserv 

(C.A.2 (N.Y.) 2005) 

電腦軟體：所有權已

移轉 

  不得修改

原始碼，但

法院認此不

屬實質限制

(material 

restriction) 

      工程師與雇主間的爭

議，足夠對價指的是給予

開發軟體者之報酬。 

 得否行使足以表彰所有

權的權利成為關鍵。因契

約終止後，公司得任意將

著作物毀損，法院認定此

即彰顯所有權人之地位。 

F.B.T v. Afternath 

Records 

 (9th Cir. 2010) 

唱片條款解讀：應適

用授權條款 

       Aftermath

有權隨時取

回 

 非定型化契約 

 唱片商提供數位檔案給

平台業者銷售，定性唱片

商與業者間的交易屬授

權或買賣。 

Vernor v. Autodesk 非專屬         定型化契約 

92 
 



‧
國

立
政 治

大

學
‧

N
a

t io
na l  Chengch i  U

niv

ers
i t

y

論數位著作之權利耗盡—從數位二手市場到雲端服務平台 

 

(9th Cir. 2010) 

電腦軟體：授權 

且不可移

轉的授權 

 是否對移轉設有許多限

制亦屬關鍵 

MDY v. Blizzrd  

(9th Cir. 2010) 

電腦軟體：授權 

非專屬

且不可移

轉的授權 

        定型化契約 

 是否對移轉設有許多限

制亦屬關鍵 

UMG v. Augusto 

(9th Cir. 2010) 

宣傳用唱片：移轉所

有權 

強調非

唯一考量

標準 

        提出控制力理論 

 強調無法取回對著作的

占有並非判斷授權與銷

售區別的關鍵 

Apple v. Psystar 

(9th Cir. 2011) 

電腦軟體：授權 

非專屬

且不可移

轉的授權 

        定型化契約 

 是否對移轉設有許多限

制亦屬關鍵 

Adobe v. Norwood 

(N. D. Cal. 2011) 

電腦軟體：授權 

非專屬

且不可移

轉的授權 

        定型化契約 

 是否對移轉設有許多限

制亦屬關鍵 

Adobe v. Hoops 

(N.D. Cal. 2012) 

非專屬

且不可移

        定型化契約 

 是否對移轉設有許多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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電腦軟體：授權  轉的授權 制亦屬關鍵 

Adobe v. 

Christenson 

(D. Nev. 2012) 

電腦軟體：授權 

非專屬

且不可移

轉的授權 

        定型化契約 

 是否對移轉設有許多限

制亦屬關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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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現存數位著作之交易條款檢驗 

觀察美國判決所描述的爭議契約，可以發現許多大廠都利用契約將產品的交

易模式定義為「授權」，並將重製、散布、出售、出租、出借、公開傳播等權利

通通納入使用限制；不過，法院接受此屬產業慣例，不質疑其適法性者惟有電腦

軟體。對此，本論文想討論在其他的數位著作領域中，是否也正在形成相同的「產

業慣例」，因此，筆者挑選頗具代表性且在台灣也有運作的蘋果 iTunes Store 與

Google Play 作為觀察標的，透過其設計的使用者條款(Terms and Condition)與服

務條款(Terms of Service)，了解消費者在這些平台消費後所能享有的權利範圍。 

壹、 蘋果 iTunes Store 電子書與音樂商店的使用者條款 

iTunes Store 交易的標的包含電子書、影音與 App 等產品，在結合 iCloud 雲

端功能後，消費者可以在任何有網路的地方使用這些數位內容；此外，iTunes Store

也提供如購買單曲、部分章節等彈性的商品選擇，自推出後獲利表現亮眼。不過，

在消費者享受便利與商品拆售(unbundle)的好處後，蘋果運用使用者條款向要求

消費者付出什麼代價呢？觀察 iTunes Store 網站所出示的使用者條款，其規範

iTunes Store、Mac App Store、App Store 與 iBooks Store 的服務與使用條件，與本

論文較相關的部分列舉如下 244： 

B. iTunes Store 條款與約定 

iTunes 為 iTunes 服務之供應商，iTunes 服務准許您僅得按本協議所訂之條款購買

或租借數位內容（下稱「iTunes 產品」）。 

條款內容允許消費者「購買或租借」數位內容，看起來消費者應可獲得數位

著作的所有權，但前提條件為「按照本協議所訂之條款」，因此，需檢視協議對

於 iTunes 產品(音樂、影片、電子書、App)是否有特殊規定，才能確認消費者獲

得的權利內容。 

244 以下 iTunes Store 條款，參考

http://www.apple.com/legal/internet-services/itunes/tw/terms.html#SERVICE  
http://www.apple.com/legal/internet-services/itunes/tw/terms-en.html (最後瀏覽日期:2013/1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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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 Mac App Store、App Store 與 iBooks Store 條款與約定 

iTunes 是 App 與 Book 商店之供應商，本商店准許您僅得按本協議所訂之條款購

買來自於 iTunes 之授權軟體產品和數位內容(下稱「App 與 Book 產品」) 供最終

使用人使用。就 Mac App Store 與 App Store 所提供的軟體產品(以下合稱「App 

Store 產品」) 而言，最終使用人得為以其本身能力行為的個人、商業企業或教

育機構 245。 

 

App Store 產品之授權 

iTunes 出售並授權您使用 App Store 產品之權利。App Store 產品共有以下二類：

(i) 由蘋果公司開發並透過 iTunes 向您授權的產品 (下稱「蘋果產品」)；及 (ii) 由

第三開發人開發並向您授權的產品 (下稱「第三人產品」)。產品的特定類別 (如

蘋果產品或第三人產品，視情形而定) 將於 Mac App Store 或 App Store 之應用程

式中予以標明 246。 

您所取得之 App Store 產品授權均應遵守下述授權應用程式最終使用人授權協

議，且您同意遵守其條款，除非您與該產品之發行商(下稱「發行商」) 間另外訂

定一份有效之最終使用人授權協議。在這種情形下，應用程式供應商最終使用人

授權協議應適用於該 App Store 產品。發行商保留所有未明示授予您之權利 247。 

245 iTunes is the provider of the App and Book Stores that permit you to purchase from iTunes licenses 
to software products and digital content (the "App and Book Products") for end user use only under the 
terms and conditions set forth in this Agreement. For software products made available through the 
Mac App Store and App Store (collectively, the "App Store Products"), end users may be individuals 
acting in their own capacities, commercial enterprises or educational institutions. 
246 iTunes is selling you a license to use the App Store Products. There are two (2) categories of App 
Store Products, as follows: (i) those App Store Products that have been developed by Apple, and which 
are licensed to you by iTunes ("Apple Products"); and (ii) those App Store Products that have been 
developed, and are licensed to you, by a third-party developer ("Third-Party Products"). The category 
of a particular App Store Product (Apple Product or Third-Party Product) is identified on the Mac App 
Store application or App Store application. 
247 Your license to each App Store Product is subject to the Licensed Application End User License 
Agreement set forth below, and you agree that such terms will apply unless the App Store Product is 
covered by a valid end user license agreement entered into between you and the publisher of that App 
Store Product (the "Publisher"), in which case the Publisher's end user license agreement will apply to 
that App Store Product. The Publisher reserves all rights in and to the App Store Product not expressly 
granted to yo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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電子書部分，中文條款允許消費者「購買來自於 iTunes 之授權軟體產品和

數位內容」，行為既然是「購買」，則交易應定性為銷售，但若對照同一條款的英

文版契約，其寫的是： 

“iTunes is the provider of the App and Book Stores that permit you to purchase from 

iTunes licenses to software products and digital content (the "App and Book 

Products") for end user use only under the terms and conditions set forth in this 

Agreement.”  

購買授權的真正涵義，其實是「授權」。這點從蘋果針對 App 設計的條款顯

示的更清楚，中文雖是「出售並授權您使用 App Store 產品之權利」，英文條款卻

直接敘明 App 須搭配終端使用者授權規定方得合法使用： 

“iTunes is selling you a license to use the App Store Products….“Your license to each 

App Store Product is subject to the Licensed Application EULA set forth below,...” 

綜合以上使用者條款，消費者在 iTunes Store 取得的電子書與 App，皆屬使

用授權；至於音樂部分，雖然在「使用規則」(usage rule)部分使用「授權」(authorize)

字眼，但僅在限制同一份數位內容可利用一定數量以下之載具連線讀取 248，未

針對轉售設有限制；對比電子書與 App 直接採用明確的"License"，或許可解讀

就音樂部分，消費者與 iTunes Store 成立的是銷售契約而非授權契約 249。 

貳、 Google Play 服務條款 

Google Play 是 Google 在 2012 年三月推出的線上商店，其將過去的 Android

市場、Google 音樂和 Google 電子書店整合成一個「數位娛樂站」，使用者消費

上述數位內容後，可將其儲存在免費的網路雲端空間，方便隨時取用。除了電子

書和音樂外，Google Play 上也提供 App 與影片租借等服務，利用一站式平台，

讓使用者無須再透過不同的通路搜尋產品，帶來較佳的使用者經驗；市場普遍認

248 例如：(i) You shall be authorized to use iTunes Products only for personal, noncommercial use. 
(ii) You shall be authorized to use iTunes Products on five iTunes-authorized devices at any time, 
except for Content Rentals (see below). 
249 See Claudine Wong, Can Bruce Willis leave his iTunes collection to his children？：Inheritability of 
Digital Media in the face of EULAs, 29 SANTA CLARA COMPUTER & HIGH TECH. L. J. 703, 722-724 
(2013) available at http://digitalcommons.law.scu.edu/chtlj/vol29/iss4/5/ (last visited:2013/1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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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 Google Play 與 iTunes Store 打對台的意味濃厚 250。Google Play 與 iTunes Store

都是以雲端結合數位內容的方式經營，其網站上亦對如何消費產品即可享有的權

利也設有相當複雜的服務條款，以下便擷取部分條款內容進行檢視 251。 

第一部分是通用條款，適用於所有 Google Play 上的商品，無論從中文或英

文版條款，都直接使用「銷售」(sale)這個字眼，字面讀來似乎讓消費者擁有這

些數位內容的所有權。 

2.提供 Google Play 服務 

直接銷售、代理銷售和應用程式銷售。您可以透過下列方式在 Google Play 上購

買「產品」(此處所謂「產品」，包括資料檔案、應用程式、書面文字、行動裝置

軟體、音樂、音訊檔案或其他音效、相片、影片或其他圖片)252： 

(a) 直接向 Google Ireland Limited (簡稱「Google」或「我們」) 購買 (簡稱「直

接銷售」)253； 

(b) 向「產品」的供應商 (簡稱「供應商」) 購買 (簡稱「代理銷售」；Google 在

這個情況下應視為「供應商」的代理商)254； 

(c) 如果「產品」為 Android 應用程式，則向應用程式的「供應商」購買 (簡稱

「應用程式銷售」)255。 

但到了權利限制(適用於所有 Google Play 產品的通用規定)，又不允許消費

者針對自己的「所有物」享有充分的利用權能；無論是中文版或英文版的服務條

250 于倩若，改名 Google Play 整合音樂、電影、電子書等服務 迎戰蘋果、亞馬遜：Google 商店 
變身數位娛樂站，聯合報，A8 版，2012/3/8；Greg Sandoval & Roger Cheng, Google reboots Android 
Market, launches Google Play, 2012/3/6,  
http://news.cnet.com/8301-31001_3-57391350-261/google-reboots-android-market-launches-google-pl
ay/ (last visited: 2013/11/7). 
251 Google Play 官網介紹，https://play.google.com/intl/zh-TW_tw/about/play-terms.html；
https://play.google.com/intl/zh-TW_us/about/play-terms.html (最後瀏覽日期:2013/11/7). 
252 Direct, Agency and App Sales. When you buy Products from Google Play you will buy them 
either: 
253 (a)    directly from Google (which is referred to as “Google”, “we”, “our”, or “us” in these Terms) 
(a “Direct Sale”); 
254 (b)    from the provider of the Product (the “Provider”), where Google is acting as agent for the 
Provider (an “Agency Sale”); o 
255 (c)    in the case of Android apps, from the Provider of the app (an “App Sa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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款皆採用「產品使用授權」限制消費者的使用行為，並明確禁止「販售、出租、

租借、轉散佈、廣播、傳輸、傳播、修改、轉授權或移轉或轉讓給任何第三方」

等行為， 很明顯 Google Play 僅是授權消費者使用數位內容，而非移轉著作物所

有權。 

但在後續針對音樂與影片的 Google Play 條款裡，又說消費者可以「購買」

(purchase)數位內容，例如對於選擇購買影片的並儲存於數位寄物櫃的使用人，

即可不限次數觀賞該內容，這部分似與上面介紹的通用條款(將所有產品定位為

授權)有衝突，筆者認為，此處企業經營者雖用「購買」，真意卻是「購買一個授

權」，實際上仍是授權而非銷售，如此整份服務條款才能有一致性的解釋。 

參、 小結 

即便企業在使用條款使用「購買」、「銷售」等一般出現在買賣契約的文字，

256 Sale, Distribution or Assignment to Third Parties. You may not sell, rent, lease, redistribute, 
broadcast, transmit, communicate, modify, sublicense or transfer or assign your rights to Products to 
any third party without authorization, including with regard to any downloads of Products that you may 
obtain through Google Play.  

6. 權利與限制 

產品使用授權。當您支付「產品」相關費用並取得「產品」後，在您所選期間 (購

買租用期的情形) 內或 Google 和相關版權擁有者有權向您提供該「產品」的期

間內 (其他情形)，您將擁有非專屬之權利，得將適用「產品」之副本下載或串

流播放至您的「裝置」(不論以何種方式，皆只能依 Google 透過 Play 使用者介

面明文允許之方法，並須遵守本「條款」所載之限制)，或在您的「裝置」上觀

賞、使用及顯示「產品」，或依 Google 在「服務」中授權僅供您個人非商業用

途之方式，來觀賞、使用及顯示「產品」。Google Play 和「產品」之一切權利、

名義和利益，除本「條款」明文授予您外，均由 Google 及其授權人保留。 

對第三方銷售、散佈或轉讓。您不得在未經授權的狀況下，將「產品」本身或您

對「產品」之相關權利，販售、出租、租借、轉散佈、廣播、傳輸、傳播、修改、

轉授權或移轉或轉讓給任何第三方，包括就您可能透過 Google Play 所下載任何

「產品」之權利 2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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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搭配使用限制或使用條件閱讀時，就會發現「購買」行為的客體是「授權」，

而「購買一個授權」的意思仍是授權。類似這樣的條文在 iTunes Store、Google 

Play，甚至是 Amazon 與邦諾經營的 Nook 電子書都可見到 257，誠屬現代數位內

容提供方的慣用手法。 

數位著作的無體性讓其必需搭配載具使用，從而，於雲端整合後再讓消費者

透過網路、使用不同載具接收數位內容成為市場主流 258。這樣的方式讓「提供

貨品」與「提供服務」合而為一，而正因為消費者對於「服務」隨服務次數或服

務時間為基準計價並不會產生違和感(服務不會耗盡)，藉此扭轉一般人對於「獲

得貨物」可任意進行後續利用的消費習慣(購買實體物會耗盡)。 

第三節 小結 

壹、 契約具有絕對性 

一、債權相對性之突破？ 

台灣法院大部分碰到的著作權權利耗盡爭議，圍繞著善意受讓是否成立的問

題打轉。在許多判決中，都強調著作權人與授權出租店間的契約(出租授權契約)

僅屬內部民事約定，對於註記於著作物上的保留所有權文字，僅屬著作權人單方

之聲明，無拘束第三人效力。因此，儘管出租店出售出租專用版光碟是無權處分，

第三人仍有機會取得所有權。 

與此相對，美國軟體轉讓相關的爭議中，幾乎從未提過善意受讓適用的問

題 259，本論文認為很可能是被控侵權人多為轉售軟體業者(例如 Softman, Unicom, 

Vernor 等)，其多意識到軟體開發商向來僅授權而不移轉所有權，只是相信自己

257 Wong, supra note 249, at 725-730. 該文作者 Claudine Wong 不但針對數位內容產品的交易條文

逐一研究(分別對於 Apple 電子書與音樂、Amazon 電子書與音樂、邦諾電子書與 Google Play 的

音樂與電子書使用條款進行研究 )，也對於消費者在這類平台註冊使用者帳號後可享有的權利有

所討論。Claudine Wong 發現平台僅授權帳號註冊者享用服務的權利，這代表這個帳號原則上無

法移轉，死後亦無法成為遺產繼承標的；站在數位資產（digital assets）亦具有頗高財產價值的

立場（例如消費者可能花上萬美金購買 iTunes 音樂），限制其移轉與流通是否合宜頗令人存疑。 
258 以影視出租為例，百視達（Blockbustor）於 2013 年 11 月宣布將停止全美三百餘家實體 DVD
出租店營運，轉以提供線上看片營運。其實，在 Netflix 等網路串流業者興起後，百事達就大受

影響。Alex Barinka , Blockbuster Video-Rental Chain Will Shut All U.S. Stores, 2013/11/7， 
http://www.bloomberg.com/news/2013-11-06/blockbuster-video-rental-chain-will-shut-remaining-u-s-s
tores.html (last visited: 2013/11/8). 
259 See John A. Rothchild, The Incredible Shrinking First-Sale Rule: Are Software Resale Limits 
Lawful?, 57 RUTGERS L. REV. 1, 6 (20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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既然與軟體開發商沒有契約，自不需受到契約拘束，但此種情況下早已不符合「善

意」的標準 260。 

不過，美國法院曾在 Adobe v.One Stop 案提出「即便被告與 Adobe 間不存在

契約關係，但 Adobe 與零售商間的契約仍可限制 One Stop 的行為」的見解，但

如同本論文在檢討 One Stop 案時所討論的，法院作出此結論所依賴的前案根本

不曾表達過此種突破債之相對性的見解，這裡談的應該只是著作排他權可以對所

有第三人主張。 

二、數位交易模式帶來的挑戰 

傳統實體物交易時，買賣雙方可以針對該次交易設計不同的條件，但受拘束

的僅有交易雙方；而權利耗盡也是要求著作人在著作物首次銷售後放手，讓著作

物進入市場後能貨暢其流，後手再行與他人交易並創造新的文化流通價值，已是

新的契約關係，著作權人不得再介入。照這樣的想法，一般消費者從經銷商或零

售商取得著作物時，就不必擔心著作權人加諸於著作物上的使用限制，因此，不

論是想轉售或轉租，都應該不用擔心構成著作權侵害；以軟體為例，消費者應可

把不再需要的軟體拿到市場上銷售，唯實際情況卻不是如此。 

因數位著作屬無體物，其傳輸管道是網路與電腦，無論是在下載前或使用

前，著作提供者皆可利用各種定型化契約要求著作利用人遵守使用限制，以軟體

為例，在承認拆封契約與點選契約的適法性後，消費者只有在未使用軟體亦未拆

開包裝的情況下，方可主張不受禁止轉售的契約拘束而進行轉賣，但這樣的轉售

顯非權利耗盡原則希望扶植的二手市場。數位著作的交易模式，讓著作權人成為

一個無所不在的幽靈，也讓原本的契約相對性（private ordering）產生類似對世

性的法律效果 261。 

美國在 1996 年的 ProCD 案提出「著作權法可以對抗全世界，但契約只能影

260 美國統一商法典（U.C.C.）Article §2-403 設有善意取得之規定。不過，根據電腦資訊交易統

一法（UCITA）Section 506(b)的規定，規定取得軟體的後手（transferee）不會獲得比前手（transferor）
更多的權利。法條原文：[No greater rights received.] Except as otherwise provided under trade secret 
law, a transferee acquires no more than the contractual interest or other rights that the transferor was 
authorized to transfer.藉由這樣的方式，學者 John A. Rothchild 認為 UCITA 允許軟體開發商藉由單

方保留著作權宣告來排除善意取得的適用。id. at n 152. 
261 Viva R. Moffat, Super-Copyright: Contracts, Preemption, and the Structure of Copyright 
Policymaking, 41 U.C. DAVIS L. REV. 45, 69-70 (20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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響交易相對人，因此，契約無法創設類同於著作權法的排他權 262」概念後，後

續法院在討論契約與著作權間衝突的關係時，經常援用這段話，並做出著作權法

無法凌駕契約條款的認定 263。但是，當所有著作利用者都成為契約拘束對象，

契約創造的限制條件與著作權法給予的排他權又有何異 264？更令人害怕的是，

在數位著作領域，「雙方協商」的契約架構幾乎已成絕響，若法院不介入確認使

用限制契約的公平性，消費者將面對被著作權人制定的遊戲規則(private 

legislation)綁架的利用困境。 

貳、 產業慣例不足成為「銷售取代授權」的正當理由 

利用授權契約限制消費者的使用行為已相當常見，這讓「限制條款」成為產

品的一個部分（contract-as-product），市場自由論者相信寬嚴不一的限制條款提

供消費者不同價格的產品，而市場競爭能淘汰不符合使用者需求的產品（包含限

制條款），藉此建立契約設置限制條款的正當性。但是，上述論點是否能用於數

位著作常搭配的定型化契約頗令人質疑，因為即便對於有法律背景的人來說，定

型化契約也是相當難讀難懂，在無法理解契約內容的情況下，市場如何反映供需

雙方的均衡？再者，「限制條款的差異影響消費者選擇產品的意願」這項命題是

否成立也備受質疑。學者 Niva Elkin-Korean 與 Eli M. Salzberger 就認為，使用限

制不像速度、力量等特徵那麼容易被消費者關注，消費者對於「授權」概念又多

以獲得一種包裹式的產品使用權(as a general name for an authorization to use the 

work)進行解讀，此導致消費者基本上不因特定使用限制改變產品選擇行為 265。 

數位著作商品中利用冗長的定型化契約麻痺消費者，除了在無法了解契約內

容的情況下，無法選擇市場上最佳產品這個因素外，同一家軟體公司也未必願意

提供更多其他選擇(例如個人使用者無法購入教育版)。更令消費者無力的是，當

整個產業達成默契而高舉「產業慣例」的旗幟時，消費者徹底失去選擇其他更好

262 A copyright is a right against the world. Contracts, by contrast, generally affect only their parties; 
strangers may do as they please, so contracts do not creat, “eclusive rights.” See ProCD, Inc. v. 
Zeidenberg, 86 F.3d 1447, 1454 (7th Cir. 1996). 
263 Moffat, supra note 261, at 77. 
264 學者 Niva Elkin-Koren 與 Eli M Salzberger 認為，著作權利人透過定型化授權契約的限制，模

糊財產(property)與契約(contract)的界線；而將授權契約上的使用限制拘束力擴及所有使用人，形

同讓契約對交易外的第三人產生效力，已經違反契約法原則，同時提高了資訊使用成本。NIVA 
ELKIN-KOREN & ELI M SALZBERGER, THE LAW AND ECONOMICS OF INTELLECTUAL PROPERTY IN THE 
DIGITAL AGE: THE LIMITS OF ANALYSIS 168-169 (2013). 
265 Id. at, 161-16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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替代品的機會 266，同時，集結產業力量的軟體開發者，握有更強大的籌碼逼迫

消費者接受所有單方制定的遊戲規則。如同在本章所檢視的現有數位著作授權條

款，其設計的限制條件與電腦軟體業所採用的限制有相當程度的相似性，大有成

為數位內容產業「產業慣例」的趨勢，而從法院過去對產業慣例的高度包容的經

驗看來，著實令人憂心。 

參、 銷售行為的認定關鍵在於能否保有著作物之永久占有 

一、為何仰賴對契約中使用限制條款的解讀不可採 

如果採將銷售與授權的區別重心放在對契約條款的解讀，恐有陷入循環論證

的問題，學者 Vivian F. Wang 便指出，既然判斷交易屬性的目的在決定交易相對

人（據稱著作物所有人，通常指消費者）得否對抗著作權利人設定的使用限制，

又豈能反過來以契約的使用限制決定交易屬性 267。更何況著作物附隨的使用契

約原則上皆為著作權人單方制定，依賴對契約的解釋只會讓著作權人對著作物的

掌控度越來越強，排除權利耗盡的機會也越大。 

二、著作物可以成為授權活動的客體嗎？ 

Brian W. Carver 認為，可以成為被授權客體者只有「權利」，「物」是沒有辦

法被授權的 268。Carver 指出在軟體產業將「授權」的意義扭曲為「永久移轉對

著作物的占有但保留對著作物的所有權」，加上「軟體」一詞本來就可同時用來

描述著作或著作物，這讓授權的概念變得更加混亂 269。事實上，「擁有著作物的

所有權」與「擁有著作權」是兩組獨立的概念，所以，無論權利人怎麼利用契約

限制著作權行使的方式(如重製次數、散布對象)，都與判斷「著作物」的所有權

266 以軟體產業為例，根據 Florencia Marotta-Wurgler 針對 647 份電腦軟體授權契約進行的實證分

析顯示，即便不同廠商有許多不一樣的使用條件，但整個軟體產業的契約條款設計明顯偏向 (in 
favor of )軟體廠商。Florencia Marotta-Wurgler, What’s in a Standard Form Contract? An Empirical 
Analysis of Software License Agreements, 4 J. OF EMIPIRICAL LEGAL STUDIES 677, 677(2007), available 
at http://papers.ssrn.com/sol3/papers.cfm?abstract_id=1186102 (last visited: 2013/11/17). 
267 Wang, supra note 16, at 24. 
268 Brian W. Carver, Why License Agreement Do Not Control Copy Ownership: First Sale and 
Essential Copies, 25 BERKERLY TECH. L.J. 1877,1897 (2010); See also Lahm, supra note 243, at 226 
(JenniferLahm 認為，「授權」是指允許他人做原本屬於著作權人排他權範圍的行為，這是授予他

人「著作權」；儘管行使「著作權」以「著作物」存在為前提，但不表示權利人在「授權著作物」。) 
269 Carver 指出”license”作名詞時乃契約(agreement, contract)之意，例如"sign a license”；但軟體業

卻創設「授權軟體給消費者使用」的概念。id.at 1931-1935 . 
1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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歸屬無涉 270。綜上，Carver 認為授權與銷售根本沒什麼好區別，因為兩者並不

互斥，可以同時存在。 

對於「物」的交易型態，應該是買賣、贈與、租賃、借貸等等，其主要的區

別是「對價是否有償」和「取得占有時間的長短」271。對於「著作（權）與著作

物為兩個不同的概念」這個觀念在法條中有非常清楚的定義，為何近代法院會將

兩者關係混為一談？因為著作物與著作間的區隔，隨著數位時代的來臨變得相當

模糊。傳統以實體著作物做為主要的交易型態，著作權人透過書籍、CD、布等

媒介物讓大眾利用著作，此時應該不會有著作權利人主張雖然交易相對人可以永

久保存「那本書、那張 CD、那塊布」，但其所有權仍屬於自己，並禁止著作利

用人再行轉賣。但到了以無體著作物為主的交易模式下，著作多獨立於有形載體

而以數位格式存在，消費者欲取得對該著作之利用，多藉由網路傳輸獲得一串只

有電子設備能讀取的字元，此時的著作物變成一個很抽象的概念，美國法為了讓

「附著於媒介物」的要求能繼續用於數位著作，把字元在硬碟中讀取的行為解釋

為附著，則此時的媒介物將指硬碟，顯與傳統著作權法中的著作物有極大的不同。 

也因為台灣著作權的保護未有附著的限制，這可能在處理無體著作物交易中

造成兩種迥異的認定結果：第一種是法院仍能區別著作物與著作權，並確認權利

耗盡原則僅能適用於著作物，故無論使用契約如何限制著作之使用，權利耗盡仍

得適用。第二種情況是直接將著作物與著作權等同視之(或認為著作物消失)，則

權利耗盡再難有用武之地，對於著作的使用契約也直接影響對整個交易屬性的認

定。目前台灣尚未出現與合法數位著作交易相關的權利耗盡案件，但從臺北地院

刑事 96 年度聲判字第 164 號裁定看來，法院對於著作權與著作物應分離認定，

並且權利耗盡只能適用於著作物此原則有清楚的認識，茲簡述於下。 

永豐公司將九部 DVD 提供與佳穎公司，並在契約中敘明佳穎公司僅能將上

270 Id. at 1937; See also MELVILLE B. NIMMER & DAVID NIMMER, NIMMER ON COPYRIGHT § 8.11 [i] 
"Licensing" Paradigm, [I] Lack of Harmony in Microsoft Opinions (2013) (談到判斷權利耗盡的重點

應是著作物所有權是否移轉，但許多美國法院卻把著作權本身是否移轉或授權當成關鍵). 
271 Carver id. 1948; See also Wang, supra note 16, at 21-22 (雖然 Vivian Wang 未直接點出著作物是

無法成為授權的客體，但其點出既然著作權法未針對所有人與所有權下定義，對於著作物何時移

轉這個議題就該回歸一般契約法(common law)進行判斷，接著就論述一般「物」的交易中，對於

賣(sale)與租(lease)的區別是看交易相對人得對交易課體主張永久性或暫時性的占有，在得保有對

物永久占有的情況下，應屬買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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開光碟作為亞藝影音公司及百視達公司之贈品使用，不得單獨公開陳列，但佳穎

公司卻違反契約，將該光碟提供予銘華公司，銘華公司再將光碟轉售給影騰公

司。本案永豐公司主張權利耗盡並非強制規定而得以契約排除外，並認為佳穎公

司違反授權契約的轉售行為已構成散布權侵害。 

台北地院則表示，「第一次銷售理論」目的在劃清著作財產權人之散布權(針

對著作權)與著作原件或重製物所有人之所有權(針對著作物)之界線。著作原件或

著作重製物被散布前，應偏重著作財產權人散布權之保護，一旦著作原件或著作

重製物被散布後，著作重製物所有人之所有權應受到相當程度之保障。而著作權

法第 37 條雖規定著作財產權人得就其授權之地域、時間、內容、利用方法或其

他事項為約定，然此係僅就「著作財產權」之讓與為規範，其性質與「著作原件

或重製物所有權」之讓與迥然相異。 

上開裁定明確指出，著作權權利耗盡理論之目的在平衡著作權人與著作物所

有權人間的關係，而授權範圍如何訂定與著作物所有權是否移轉無關，亦可推知

「銷售與授權區別」這個命題根本不存在。只是，當著作物與著作權間的區隔越

見模糊，是否造成著作物消失進而無權利耗盡適用仍有疑義，若果真走到這一

步，需要思考的問題就是，數位時代下「著作權」在特定的情況下是否也會耗盡。

對於著作物型態改變造成的爭議，參見圖 5 實體著作物走向無體著作物之挑戰。 

 

 

 

 

 

 

 

圖 3 實體著作物走向無體著作物之挑戰 

(本研究自行繪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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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如何看待「對著作物保持永久占有」標準 

權利耗盡本來談的就是對「著作物」的控制權，因此，對於著作物是否已經

藉由交易而有不同的所有權歸屬，應回歸一般的民法（契約法）認定；而著作物

所有權人應可對物享有一般概括支配的權利，包含占有、自有使用、收益、處分

並排除他人干涉。從美國眾多爭議案件看來，著作權人欲主張者，應為該交易屬

於「租賃非買賣」，因此不能適用權利耗盡；但，正如筆者在前一段討論所提到

的，租賃與買賣的關鍵性差別在於能否永久保留標的之占有，若著作權人未要求

交易相對人在一定時間後返還著作，該交易應屬買賣 272。 

不過，在前文檢討美國的案件爭議時，可以發現法院的確也常提到得否保留

永久占有這個要件，需特別提醒的是，在數位著作的交易中，將「是否須返還著

作物」當成判斷銷售與授權的標準很容易失焦，因為「著作物」(媒介物，material 

object)幾乎不具有經濟價值，讓消費者願意掏錢交易的是內含的「著作」273。又，

美國法院常將「返還著作物」與「自行毀損著作物」兩種條件混為一談 274，但

實際上著作權人很少在契約終止後(先不論是授權契約或銷售契約)，要求消費者

返還著作物，這顯示回收著作物不但成本高，且根本不能對著作權人帶來好處，

不禁讓人質疑「返還著作物」的設計目的僅在防堵權利耗盡的發生，而應構成規

避法律的脫法行為。 

272 Carver, supra note 268, at 1897.台灣方面的相同見解，可參考台灣高等法院刑事 89 年度上易字

第 198 號判決。 
273 Wang, supra note 16, at 22-23. 
274 都是對「消費者得否保持著作物的永久占有」的考量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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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 數位著作二手市場商業模式 

前一章談的爭議著作交易案例，多數仍存在實體媒介物，但筆者也提到實體

媒介物消失乃現代數位著作的發展趨勢。本論文從第五章開始，討論中心將移至

以「數位傳輸」存在的交易類型，一探實體媒介物完全消失後權利耗盡的運作方

式。本章以數位著作的二手市場營運為主題，挑選包含軟體、數位音樂和電子書

三種類型的交易平台，觀察純粹以電子檔案傳輸方式移轉著作會面臨哪些著作權

問題。 

 

第一節  二手軟體市場 

壹、 UsedSoft 

一、 UsedSoft 的經營模式介紹 

UsedSoft 是一家提供二手軟體授權(used licenses)交易平台的德國公司 275。

使用 UsedSoft 的賣家須配合公證制度(Notarial Testimonial)，提供公證證書(notary 

certificate)保證販售的軟體授權係合法取得方可上架 276，同時，賣家要承諾在該

軟體授權售出後，會完全移除所擁有的軟體複本。惟，此種公證制度並無法讓購

買者得知這個軟體授權的來源、授權條件等資訊。 

二、 法律爭議 

歐盟法院(European Court of Justice)於 2012 年七月三日完成對 UsedSoft 的經

營模式的判決 277，判定甲骨文公司在透過第一次軟體授權交易獲利後，對該軟

體授權的權利已耗盡，因此不得對 Usedsoft 販售二手軟體授權的行為主張侵害。

這項判決不但牽涉到歐盟對權利耗盡的解讀與適用，並且對於軟體業長期以來以

「授權」取代「銷售」的交易行為帶來莫大衝擊，下文便就該案進行詳細的介紹。 

(一) 案件事實 

甲骨文公司推出一套名為「資訊銀行(databank)」的電腦軟體，該軟體百分

275 注意販售的客體是「授權」而非「軟體」。 
276 Opinion of advocate general Case C-128, ¶ 20, 2012/04/24. 
277 CJEU Case C-128/11, UsedSoft v. Oracle,〔2012〕E.C.R. I-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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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 85 的銷售都是由網路下載構成(甲骨文亦提供實體的 CD-ROM 及 DVD 版本)。

顧客直接從甲骨文官方網站下載該軟體，這部分軟體被稱為客戶端軟體

(client-server-software)，但下載後尚需向甲骨文取得授權金鑰後方能使用該軟

體 278。這份授權契約允許客戶將該軟體永久地儲存在伺服器，並讓一定數量的

使用者得以下載該軟體；此外，透過維護合約(maintenance agreement)，顧客可至

官網下載軟體的更新版本與除錯軟體 279。 

 

 

 

 

 

 

 

圖 4 Oracle 運作模式圖 

(本研究自行繪製) 

甲骨文也提供團體授權組合，二十五份軟體使用權為一個團體授權，這代表

當一家公司須取得二十七份授權時，須向甲骨文取得兩單位的團體授權 280。甲

骨文的軟體授權契約如下： 

「 您付費取得的服務，係專為您企業內部使用目的，一項不具時間限制、非專

屬、且不可移轉的使用者授權，您可在本契約的規範基礎內﹐免費使用甲骨文公

司開發並提供您使用的服務 281。」 

本案原告 UsedSoft 公司提供軟體授權的交易平台，在 2005 年推出"Oracle 

Special Offer"，販售使用過的甲骨文軟體授權，其中包含如上述情況中未使用過

的軟體授權(原團體授權中未被使用的部分)；同時，UsedSoft 在網站上宣稱這些

278 Id. at ¶ 43. 
279 Id. at ¶ 21. 
280 Id. at ¶ 22. 
281 原文：“With the payment for services you receive, exclusively for your internal business purposes, 
for an unlimited period a non-exclusive non-transferable user right free of charge for everything that 
Oracle develops and makes available to you on the basis of this agreement.” id. at ¶ 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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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手授權所配搭的維護契約都仍然有效，且透過公正制度，說明原始取得授權者

係合法從 Oracle 處獲得授權 282。甲骨文對 UsedSoft 此種販售二手軟體授權的行

為相當不滿，因而向德國法院提起訴訟。德國聯邦法院認為在甲骨文授權軟體與

顧客時，該契約已寫明此軟體的使用權「不可轉讓」，則將軟體交由 UsedSoft 販

售二手貨的行為已違反當初的契約，侵害歐盟電腦程式指令第 4(1)(a)條關於重製

權的規定 283。 

(二) 主要爭點 

歐盟在電腦程式指令第四條第二項設有權利耗盡規定，其表示：「在獲得著

作權人同意的情況下，於歐洲共同體市場第一次銷售其軟體重製物後，其專有散

布權耗盡，但電腦原件或重製物之出租權不在此限 284。」很清楚地，權利耗盡

之前提為散布行為，而構成散布的前提則為所有權的移轉。 

因此，本案判斷的關鍵在於，究竟經由權利人許可，而由網路下載電腦軟體

是否引發電腦程式指令第 4(2)條的權利耗盡？答案若為肯定，則當甲骨文將軟體

授權給客戶時權利便已耗盡，自無法限制之後的轉售行為。又，甲骨文以契約方

式允許客戶從網站下載軟體重製件屬於電腦程式指令的第一次銷售行為(first 

sale …of a copy of a program)嗎？ 

(三) 法院見解 

一般對「銷售」概念的理解為一方支付對價，另一方移轉所有權給他方，而

電腦程式指令第 4(2)條所謂權利耗盡行也應包含對電腦軟體重製物的所有權移

轉 285。甲骨文主張允許客戶自官網下載軟體的行為稱不上銷售，因為任何人都

可無償從其網站取得該軟體，一直要等到客戶向甲骨文簽署授權契約，才能取得

一項沒有時間限制、且不可移轉的非專屬授權。甲骨文認為不論是從網站下載軟

體，或後續取得使用授權皆與所有權移轉無關，皆不屬於「銷售」行為，自無權

282 Id. at ¶¶ 24-25. 
283 Id. at ¶ 28. 
284 The first sale in the Community of a copy of a program by the rightholder or with his consent shall 
exhaust the distribution right within the Community of that copy, with the exception of the right to 
control further rental of the program or a copy thereof. 
285 CJEU Case C-128/11, UsedSoft v. Oracle,〔2012〕E.C.R. I-0000, at ¶ 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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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耗盡 286。 

歐盟法院對於甲骨文將「允許客戶自網站下載軟體」與「授權客戶使用軟體」

分拆成兩行為討論並不認同，指出「軟體下載」與「取得授權」應視為不可分割

的一行為(indivisible whole)，因為光是下載軟體卻不打算使用該軟體根本就沒有

討論的意義。甲骨文讓客戶下載軟體的目的就是讓客戶得以使用該軟體，並從中

獲得授予該使用權的對價，這種情況與給客戶含有電腦軟體的實體媒介物(如

CD-ROM 或 DVD)並無區別(權利人主張該實體媒介物中包含使用軟體的授權同

意也是一樣的情形，兩者必須被視為一個不可分割的整體)，不論是透過實體媒

介物或網路下載取得電腦軟體，若客戶與權利人達成協議，取得不受時間限制的

使用授權，這樣的行為便足以構成電腦軟體所有權的移轉。綜上，甲骨文讓客戶

從網路下載軟體，並向其取得授權的行為已構成電腦程式指令第 4(2)的銷售行

為，亦有權利耗盡原則的適用 287。 

如同歐盟法院佐審官(Advocate General)在意見書所提出的，對於電腦程式指

令第 4(2)條「銷售」行為必須採取廣義解釋，只要具有對價給付、授予他方不具

時間限制的電腦軟體使用權，就該視為銷售行為；即便權利人在契約中以「授權

(license)」取代「銷售(sale)」亦無法規避權利耗盡的適用 288。 

甲骨文抗辯電腦程式指令第 4(2)條關於權利耗盡僅適用於有體物，因此本案

讓客戶自行從網站下載軟體的方式沒有權利耗盡的問題；這裡，甲骨文援引資訊

社會指令前言(Recital)第 28 段、29 段為論理依據：資訊社會指令前言第 28 段言

明「本指令所規範之散布權，係保護已附著於實體物(incorporated in a tangible )

之著作」289；而指令前言第 29 段則寫到「服務、線上服務(on-line service)不會引

發權利耗盡…與已經附著於有體媒介物的 CD-R 不同，每次透過網路傳輸著作物

(應指無體著作物)都應取得分別的授權」290。歐盟法院並不接受這項主張，首先

286 Id. at ¶ 43. 
287 Id. at ¶¶ 44-48. 
288 Id. at ¶ 49. 
289 Copyright protection under this Directive includes the exclusive right to control distribution of the 
work incorporated in a tangible article. 
290 The question of exhaustion does not arise in the case of services and on-line services in particular. 
This also applies with regard to a material copy of a work or other subject-matter made by a user of 
such a service with the consent of the rightholder. Therefore, the same applies to rental and lending of 
the original and copies of works or other subject-matter which are services by nature. Unlike CD-ROM 
or CD-I, where the intellectual property is incorporated in a material medium, namely an item of good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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說明根據特別法優於普通法原則(lex specialis)，電腦程式之保護應遵循電腦程式

指令的規範，即便資訊社會指令的確將適用權利耗盡的客體限縮在有體著作物

(此為假設，並未論證)，歐盟立法者也已經透過不同的文字規定傳達不同指令的

規範考量 291；又電腦程式指令中未將有體物與無體物區別處理，加上電腦程式

指令第 1(2)條也明確規定「本指令適用於以任何形式呈現的電腦程式…，包含那

些已將程式安裝(incorporated into)於硬體者」，因此，無論該電腦程式的複製物是

以有體物或無體物方式呈現，都應適用電腦程式指令 292。 

甲骨文主張依據其與客戶（first acquirer）簽訂的維護契約(maintenance 

agreement)已阻擋電腦程式指令第 4(2)條權利耗盡的發生，因為第一個客戶的電

腦軟體與之後轉讓的電腦軟體並不相同 293(後手係自行從甲骨文網站下載另一個

軟體複本，與前手自甲骨文官網下載的軟體是兩個不同的客體)；而甲骨文的授

權與針對該軟體的維護契約是包裹式地(accompanied )提供與客戶，若轉讓前後

是兩套不同的軟體，則前手的維護契約效力無由延伸至後手的軟體 294。歐盟法

強調電腦程式指令中，判斷權利是否耗盡，僅考量著作物是否在權利人同意下銷

售與他人，至於其他服務契約(如這裡的維護契約)則不影響對銷售行為的判

斷 295。 

德國法院向歐盟法院提出的另個問題在於，在何種情況下取得二手授權的買

家(例如利用 UsedSoft 平台的轉售買家所購得的授權)，可因為電腦程式指令第

4(2)條權利耗盡而得主張自己是同指令第 5(1)條的「合法取得者(lawful acquirer)」?

根據電腦程式指令第 5(1)條，程式的合法取得者為使用該程式，在契約未明確約

定的情況下，可為達成契約目的而不經權利人同意，從事重製或改作的行為，包

含除錯。根據前面所討論的，既然甲骨文對電腦軟體的權利已隨著銷售給客戶而

every on-line service is in fact an act which should be subject to authorisation where the copyright or 
related right so provides. 
291 CJEU Case C-128/11, UsedSoft v. Oracle,〔2012〕E.C.R. I-0000, at ¶60. 
292 Id. at ¶¶ 53-59. 
293 …the maintenance agreement concluded by the first acquirer prevents in any event the exhaustion 
of the right provided for in Article 4(2) of Directive 2009/24, since the copy of the computer program 
which the first acquirer may transfer to a second acquirer no longer corresponds to the copy he 
downloaded but to a new copy of the program. 
294 According to the order for reference, the used licences offered by UsedSoft are ‘current’, in that the 
sale of the copy of the program by Oracle to its customer was accompanied by the conclusion of a 
maintenance agreement for that copy. 
295 CJEU Case C-128/11, UsedSoft v. Oracle,〔2012〕E.C.R. I-0000, at ¶¶ 64-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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耗盡，只要原本甲骨文的客戶在轉售軟體時同時將原本下載的軟體移除，那麼甲

骨文無權再禁止客戶進行轉售行為(若未刪除原軟體則有侵害同指令第 4(1)(a)的

疑慮)296。 

甲骨文聲稱公司難以知曉原客戶是否在轉售後確實將原軟體檔案移除，但即

便甲骨文是以 CD-ROM 或 DVD 的方式販售電腦軟體，仍然存在貨物一但出售

便難以追蹤控管的問題；為了解決這個問題，法律允許權利人以科技保護措施保

護自己的產品 297。最後，歐盟法院認為能主張電腦程式指令第 4(2)條權利耗盡

的轉售買家亦屬於同指令第 5(1)的合法取得者，因此，這些轉售買家亦有權從甲

骨文的網站下載除錯與更新軟體 298。 

不過，本案並非所有見解皆對 UsedSoft 有利。歐盟法院認為，在原先取得

標的為團體授權之情況下，於後續轉讓授權時並不能將該團體授權拆開轉

售 299，例如取得五十個授權的客戶不能僅將自己不用的二十五份授權轉讓予他

人，如欲轉讓就必須把所有已取得的授權（軟體）移除，才能在不侵權的情況下

將授權轉讓給後手。 

由於這種將團體授權中未使用的部分正是 UsedSoft 平台上產品的大宗 300，

故本判決仍將使 UsedSoft 大傷腦筋。有評論指出，一般公司購買軟體後不會立

即將該軟體安裝於公司每一台需要的電腦，往往要花上數個月才完成所有軟體安

裝程序，況且總有許多授權未被使用；而 UsedSoft 的商業模式便在提供一個交

易這些"shelfware”的平台 301。 

三、 判決影響力：電腦程式外的數位著作得否主張權利耗盡？ 

UsedSoft 判決強調電腦軟體的保護依照特別法優於普通法原則，在個案中是

296 Id. at ¶¶ 73-76. 
297 Id. at ¶ 79. 
298 Id. at ¶ 85. 
299 Id. at ¶ 69. 
300 在相關報導中，甲骨文的律師認為販賣分割的團體授權是 UsedSoft 經營模式的基礎: "The 
court has forbidden the splitting of licences, but UsedSoft's whole business model is based on that. We 
will demand that the BGH upholds this principle."Jakob Jung, Oracle: 'The battle against reselling 
software licences is not over', 2012/7/11, 
http://www.zdnet.com/oracle-the-battle-against-reselling-software-licences-is-not-over-7000000702/ 
(last visited：2013/12/26). 
301 Larry Walsh, EU Court Clears Way for Used Software Sales, 2012/7/16, 
http://channelnomics.com/2012/07/16/eu-court-clears-software-sales/ (last visited：2013/12/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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否有權利耗盡規範的適用應遵循電腦程式指令第四條相關規定，而非資訊社會指

令第 4(2)的規範，但這就埋下一個重大爭議：資訊社會指令下的權利耗盡規範，

是否僅適用於有體著作物？如果透過 amazon 購買電子書，這本電子書得否主張

著作權人的權利已耗盡，因而轉賣電子書給他人？ 

在 UsedSoft 判決中，歐盟法院避開這個議題，僅表達無論資訊社會指令的

權利耗盡是否只有有體著作物方可主張，也不影響在電腦程式指令下，無體著作

物(透過網站直接下載的電腦程式)可以主張權利耗盡。令人困惑的是，法院在

UsedSoft 判決裡，先論證資訊社會指令與電腦程式指令中，對概念的解釋應採取

一致的解讀，但又說考量到立法者在不同的指令裡有不同的規範目的，容許歧異

存在 302。 

德國 Bielefeld 地方法院(Landgericht Bielefeld)在 2013 年三月的一個判決中，

便表示 UsedSoft 案對於權利耗盡的解讀僅限於電腦軟體，其他數位內容則無法

援引。這個案件涉及一般電子書得否轉售的問題，原告主張被告將電子書與實體

書並列展售，且同樣使用「銷售」、「購買價格」、「運送」等多半用在實體物交易

的詞彙，但實際上卻又針對電子書的使用有著諸多限制，這無異於誘導購買電子

書的消費者相信自己能獲得像購入實體書一樣的權利，藉以刺激消費者購買電子

書；從而，原告認為為了彌補這種不公平，應允許數位權利耗盡。德國地院並不

接受這種想法，認為消費者了解電子書與實體書的不同，也知曉數位檔案能在保

存原有檔案的情況下，另行重製、傳輸予他人，因此，消費者反而能預期電子書

的權利人在販賣電子書時，對消費者的使用行為有所限制。德國地院還表示，消

費者用較實體書低廉的價格取得相同的著作內容，即便代價是這本電子書只能供

自身使用，應該也可接受。根據這個邏輯，有論者認為電子書的訂價應該要低於

實體書價格，所以在對價平衡的角度思考，法院方容許書商對電子書的使用有著

較多的限制 303。 

另一個將 UsedSoft 案見解套用在其他數位著作的難題在於，伴隨轉售數位

著作而生的著作物重製該如何解決？UsedSoft 案的系爭著作為電腦軟體，又在電

302 CJEU Case C-128/11, UsedSoft v. Oracle,〔2012〕E.C.R. I-0000, at ¶60. 
303 Waiting for a lower court to rein in resale? You’d sooner herd cats, 2013/5/1, 
http://ipkitten.blogspot.co.uk/2013/05/waiting-for-lower-court-to-reign-in.html (last visited: 
2013/7/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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腦程式指令的 5(1)條規定：「程式的合法取得者為使用該程式，在契約未特別排

除約情況下，可為達成契約目的，不經權利人同意從事重製或改作的行為 304。」

又因為利用 UsedSoft 購買二手授權的買方被認定符合本條所稱之「合法取得

者」，從而，沒有重製權侵害問題。但是，在資訊社會指令卻沒有類似的規定，

唯一可援用免責的，只有資訊社會指令的 5(1)關於暫時性重製的侵害豁免規

定 305，但這條侵權豁免也不能讓重製「永久著作物(permanent copy)」脫免侵權

指責。 

學者 Lukas Feiler 指出，將數位內容出售時，在交易過程中無可避免地將產

生新的著作物(即發生重製行為)，但會隨著所有權移轉而生的權利耗盡範圍，卻

只讓著作權人對特定著作物的散布權耗盡，這導致即便承認數位著作也能適用權

利耗盡，實際上仍難轉售 306。不過，由於轉售數位著作所生的著作物重製，與

暫時性重製的性質相當類似，原始的著作物(賣方手上的著作物)與買方最後獲得

的著作物僅短暫地同時存在(交易完成時賣家需刪除手上的著作物)，且這份新的

重製物乃因另一項不具重要性的獨立經濟意義的使用行為所產生；因此，Lukas 

Feiler 認為在資訊社會指令的規範下，應該允許數位著作的權利耗盡

(First-Download Doctrine)307。 

貳、 二手軟體市場(二)：Disclic 

Disclic 是家專門販售二手軟體授權的公司，但其商業模式與 UsedSoft 大異

其趣。Disclic 在 2005 年發跡於英國，其發現英國破產法的一個漏洞，以及微軟

授權協議存在一項允許轉賣不再使用或多餘使用者授權的條款，Disclic 開始在

304 In the absence of specific contractual provisions, the acts referred to in points (a) and (b) of Article 
4(1) shall not require authorisation by the rightholder where they are necessary for the use of the 
computer program by the lawful acquirer in accordance with its intended purpose, including for error 
correction. 
305 在該暫時性重製是臨時的或偶然的(transient or incidental)，並且是某種技術過程中不可分割的

一部分，其唯一目的是做為傳輸的中介者(intermediary)，或者為了合法使用該著作物或鄰接權客

體；並且此重製無獨立的經濟意義。Temporary acts of reproduction referred to in Article 2, which are 
transient or incidental [and] an integral and essential part of a technological process and whose sole 
purpose is to enable: 
(a) a transmission in a network between third parties by an intermediary, or 
(b) a lawful use 
of a work or other subject-matter to be made, and which have no independent economic significance, 
shall be exempted from the reproduction right provided for in Article 2. 
306 Lukas Feiler, Birth of the First-Download Doctrine: The Application of the First-Sale Doctrine to 
Internet Downloads under EU and U.S.Copyright Law, 16 NO. 4 J. INTERNET L. 1, at 18 (2012).  
307 Id. at 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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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iscount-licensing.com 網站上販賣二手微軟軟體授權 308。Disclic 表示自己與微

軟、SAP、Adobe 等軟體鉅子皆關係良好，且是在與軟體公司原本的授權條件不

相衝突的情況下，幫助客戶轉賣軟體授權。 

Disclic 指責 UsedSoft 的公證制度不但無法保證出售客體的合法性，且很可

能是隱匿其將全新但較廉價的「教育版」軟體以價格較高的「普通版」姿態出售

的伎倆，因此在交易時不能僅提供當初購入軟體的收據或如 UsedSoft 的公證書，

而應提供二手軟體賣家的資訊，並附上該軟體的相關授權契約；同時通知該軟體

的製造商並確認二手軟體購買者願意接受軟體授權契約的規範 309。 

與 UsedSoft 相較，Disclic 選擇在無爭議的領域經營二手軟體生意，在不跨

越軟體開發商的契約界線下固然得規避訴訟風險，但於軟體開發商知曉此項生意

崛起後，難保各大廠商不會紛紛修改授權契約，則 Disclic 的生意將難以維繫。 

第二節 二手音樂市場：ReDigi－兼論雲端儲存的角色 

數位音樂的銷量在 2011 年首度超越實體音樂(包含 CD、黑膠唱片、錄音帶

等)310，可見數位下載是否引發權利耗盡，在音樂領域誠為重要問題。音樂著作

與電腦軟體市場所面臨的問題不盡相同，電腦軟體多藉由 DRM 防堵使用人非法

重製，但在音樂產業中，雖然初始時使用 DRM 的情況也曾相當普遍，但同時市

面上也出現許多移除 DRM 的軟體供大眾自由取用，導致以 DRM 控制盜版的成

效不彰，許多大型的唱片公司決定放棄 DRM311。例如，推出 iTunes 的 Apple 就

在 2009 年移除原先設計的 FairPlay DRM 裝置；而 Google 的 MP3 商店更是從推

出至今都使用 DRM-FREE 格式 312。至今，許多唱片公司已經放棄研究無法被規

避的 DRM 科技，而是直接採取另一種以量計費的商業模式 313，只要繳納一定的

308 微軟授權協議存在漏洞 英公司賣二手軟體獲利，2006/4/10， 
http://news.pconline.com.cn/gjyj/0604/781691.html (最後瀏覽日期：2013/12/26). 
309 Notifying the software manufacturer will then give the end customer the reassurance that the 
transfer has been processed by the vendor and we request that every customer abides by this request 
contained within the software manufacturer's transfer provision. 
310 Capobianco, supra note 7, at 392. 
311 See Wong, supra note 249, at 703. 
312 David Ruddock, Google Announces Launch Of Google Music - MP3 Store, Free Cloud Storage, 
Music Sharing, And Artist Hub, 2011/11/16, 
http://www.androidpolice.com/2011/11/16/google-announces-launch-of-google-music-mp3-store-free-c
loud-storage-music-sharing/ (last visited: 2013/11/5). 
313 例如 Pandora 與 Spotif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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月費或年費，消費者就可以在一定期間內享受無次數限制的音樂收聽服務。藉由

這樣的方式，唱片公司避免顧客取得音樂檔案，降低非法重製的風險，同時，又

可以提供不同的服務內容，進行差別訂價，獲取更多利潤。 

在唱片公司紛紛推出 DRM-FREE 的作品後，消費者將音樂轉檔的難度降

低，與此同時，市場上開始出現一些新興的數位音樂經營模式。2008 年，美國

華盛頓出現以轉售二手 MP3 音樂檔案的 Bopaboo 網站，其 CEO Alex Meshkin 認

為，既然著作權法保障消費者將合法購得著作物後轉賣，則以數位格式存在的

MP3 音樂檔案也可自由轉售。Bopaboo 的運作模式是讓欲出售 MP3 檔案的客戶

至 Bopaboo 註冊後，獲得一間虛擬的 MP3 商店，賣家可將手上的檔案上傳至這

間虛擬商店並等待交易，而 Bopaboo 則可從成交的銷售額抽取一定比率的利

潤 314。Bopaboo 宣稱自己已發展出一套歌曲辨識技術(song-identification 

technology)，能防止顧客重複上傳同一個 MP3 音樂檔案；但對於來源正當性的

質疑，Bopaboo 卻沒有一套令人信服的檢驗機制，其僅要求客戶宣示其使用的

MP3 屬合法取得 315。除了檔案來源的問題外，Alex Meshkin 也承認，對於上傳

數位檔案時發生在客戶硬碟中的重製，Bopaboo 亦無法可解，且其也僅能以契約

的方式，要求上傳 MP3 檔案者需在音樂售出後自行將電腦硬碟中的檔案刪除、

不可保留備份 316，但 Alex Meshkin 認為這是音樂產業需自行面對的風險 317。 

出版商提供消費者 DRM-FREE 的音樂著作，並不代表消費者可隨意重製或

散布這些音樂檔案，因此，Bopaboo 的合法性也遭受許多人的質疑，像是到底權

利耗盡得否適用於數位著作？唱片公司已寫明禁止轉售後，消費者是否應受限

制 318？雖然 Bopaboo 並未遭到唱片公司控訴侵權，但這個網站現今已無法使

314 Nakimuli Davis, Reselling digital music: Is there a digital first sale doctrine? 29 LOY. L.A. ENT. L. 
REV. 363, 368 (2008-2009).  
315 Sean Michaels, For sale: Second-hand MP3s! Crackpot Web 2.0 scheme: Get rich quick by selling 
your old MP3s though new website Bopaboo. Or expect a knock on the door from the Feds, 2008/12/3,  
http://www.theguardian.com/music/2008/dec/03/second-hand-mp3-site (last visited: 2013/11/3). 
316 Corsica Smith, Is “Recycled” Music Legal Under the First Sale Doctrine?, 2011/10/22, 
http://www.ipbrief.net/2011/10/22/is-recycled-music-legal-under-the-first-sale-doctrine/ (last visited: 
2013/11/3). 
317 Greg Sandoval, Reselling MP3s: The music industry's new battleground? , 2008/12/11, 
http://news.cnet.com/8301-1023_3-10120951-93.html (last visited: 2013/11/1). 
318 Davis, supra note 314, at 368; See Capobianco, supra note 7, at 420; See also Wong, supra note 
249, at 743 (Claudine Wong 提到，Bopaboo 曾試圖與音樂出版商協議，卻以失敗告終，並且根據

網站報導，Bapaboo 最後一次支付開發者工資是在 2009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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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 319。在 Bopaboo 之後，又出現一個宣稱能合法轉售數位影音的平台 Lexink，

其運作原理系與原本提供電子數位內容的大廠(如 Amazon 與 iTunes)連線，透過

特殊的 UNLODER 軟體，可利用原始數位檔案中設置於 DRM 中的後設資

料 320(metadata)追蹤各檔案的使用情況，在使用者決定將自己的影音檔案出售

後，便會自動將原本儲存於使用者雲端的檔案移除；這項運作模式的致命缺點在

於，一旦使用人破解 DRM，就沒辦法再用 UNLODER 確認是否有違反重製的情

形 321。至今，Lexink 的網站仍可連線，但其販賣數位著作的平台曾否成功運作

則不得而知 322。 

接下來，本論文介紹的 ReDigi 二手音樂轉售平台可說是 Bopaboo 與 Lexink

的進階版，已具備完善的技術規劃，能夠確保上架的音樂來源合法，且交易過程

的初始與完成都只存在一份著作物，看似幾乎與實體 CD 交易無異的運作模式，

最終卻仍遭美國法院宣告侵害著作權。究竟數位著作具有怎樣的特性，導致轉售

不侵權如此困難，透過這份判決，問題將逐一浮現。 

壹、 ReDigi 的經營模式介紹 

ReDigi 提供二手 iTunes 音樂交易平台，用戶先至 ReDigi 的網站下載並安裝

影音管理軟體（Media Manager），這套軟體會對用戶電腦中的音樂檔案進行篩

選，並將電腦中 iTunes 格式的音樂檔案挑出，通過驗證的音樂檔案就是用戶可

利用 ReDigi 平台銷售的音樂清單。影音管理軟體的另一項功能是確認用戶未在

將檔案列入清單後仍將檔案保留在電腦硬碟，若發現用戶仍保留音樂檔案，軟體

會提醒用戶將保留的備份刪除，惟軟體並不會強制刪除這些備份，只是在用戶未

刪除備份前鎖定該用戶的 ReDigi 帳號，使其無法交易 323。 

音樂清單建立後，用戶可將清單中的部分或全部檔案上傳至 ReDigi 的雲端

319 其官網 bopaboo.com 與部落格 http://blog.bopaboo.com/皆已無法連線。 
320 後設資料又稱為元資料，為描述資料的資料（data about data），主要是描述資料屬性（property）
的資訊，用來支援如指示儲存位置、歷史資料、資源尋找、檔案紀錄等功能。名詞解釋參考自維

基百科，at: http://zh.wikipedia.org/wiki/%E5%85%83%E6%95%B0%E6%8D%AE (最後瀏覽日

期:2013/11/5) 
321 官方網站對 UNLODER 的說明 www.lexink.com/Unloder/ (最後瀏覽日期:2013/11/5)；對 Lexink
運作原理更仔細的介紹，參考自 Chris Meadows, Lexink wants to allow resale of ‘used’ digital 
media,2010/6/11, http://www.teleread.com/ebooks/lexink-wants-to-allow-resale-of-used-digital-media/ 
(last visited: 2013/11/5) 
322 Wong, supra note 249, at 743. 
323 Capitol Records, LLC v. ReDigi Inc. 2013 WL 1286134, 3 (S.D.N.Y. 20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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音樂櫃(Cloud Locker)，一旦選擇將檔案上傳，原始儲存於用戶私人電腦端的音

樂檔案就會被刪除。在這個上傳檔案的階段，影音軟體管理會再次確認用戶個人

電腦中是否保留備份，一旦發現備份便主動將之刪除；並且，軟體也會檢視該檔

案是否遭人竄改、或者已為 ReDigi 的其他用戶所販賣，通過這些檢驗程序的音

樂檔案才能儲存在音樂櫃中 324。 

用戶可選擇將音樂櫃當成單純的儲存空間，再次將音樂下載至自己的電腦使

用（此時原本儲存於音樂櫃的檔案會自動刪除），或者，也可選擇出售這些檔案。

當音樂成功透過ReDigi平台售出，ReDigi會終止賣家對該檔案的存取路徑(access 

to the file, file pointer)，並將路徑移轉給買家。為了促進交易，ReDigi 主動向唱

片公司取得授權三十秒試聽以及同時播放專輯圖片的權利，惟在 ReDigi 營運沒

多久後，唱片公司便終止此項授權契約，ReDigi 只好改提供 YouTube 或 iTunes

的資訊連結。除試聽外，ReDigi 也提供廣告、折扣等刺激交易的方式 325。 

 

 

 

 

 

 

 

 

圖 5ReDigi 運作模式示意圖 

(本研究自行繪製) 

ReDigi 販售的每首歌的落在 0.59 至 0.79 美元的價格區間(iTunes 上每首歌價

錢為 0.99 美元)，而達成的每筆交易中有百分之二十的成交價落入賣家的口袋、

百分之二十的價金存入一個為藝術家設立的基金戶頭(escrow fund for the 

artist)，而百分之六十的價金則歸 ReDigi 所有 326。 

324 Id. at 3-4. 
325 Id. at 5-6. 
326 Id. at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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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 法律爭議 

一、 ReDigi 是否侵害著作權人的重製權? 

具體化本案的問題，爭議在於：網路上移轉數位音樂檔案是否構成著作權侵

害？在整段檔案移轉過程中，僅存在一個檔案是否仍侵害重製權？欲解決這個問

題，須回頭檢視何謂重製。美國重製物的產生與「附著(fixation)」要件的認定息

息相關，數位著作往往以電腦得處理的二進位格式(由一串零與壹組成)存在，並

透過適當的軟硬體在不同的電腦間傳遞，認定這樣抽象的零與壹格式何時符合著

作權法的「附著」便是關鍵。 

「附著」為美國著作權保護要件，抽象的著作必須附著於有形的媒介物後才

能受著作權保護。基於此，法院認為當作品附著於新的有形媒介物時，即構成重

製 327；換句話說，重製權其實是將著作實體化(embody)的排他權 328。那麼，在

數位領域中如何認定「著作附著於有形的媒介物」？法院援用 2008 年麻州地方

法院在 Sire Records, Inc. v. John Doe 1 案 329的見解，認為當行為人透過 P2P 技術

下載數位音樂檔案 (著作)時，其電腦接收到代表該音樂檔案的數位序號 (digital 

sequence) 會被解譯並讀入電腦硬碟 (encoded on a segment of his hard disk) ，而

行為人便可利用這段數位序號重製音樂檔案；因此，這段將數位序號解譯並讀入

電腦硬體的過程，就是數位檔案附著於實體媒介物的過程，符合美國著作權法定

義的重製 330。 

 

 

 

 

圖 6 Sire Records, Inc. v. John Doe 1 案件見解圖示 

(本研究自行繪製) 

327 Thus, the plain context of the Copyright Act makes clear that reproduction occurs when a 
copyrighted work is fixed in a new material objects. id. at 13. 
328 Put differently, the reproduction right is the exclusive right to embody, and to prevent others from 
embodying, the copyrighted work (or sound recording) in a new material object (or phonorecord). Id. at 
14. 
329 Sire Records, Inc. v. John Doe 1 542 F. Supp. 2d 153 (D. Mass. 2008). 
330 Capitol Records, LLC v. ReDigi Inc. 2013 WL 1286134, 14-17 (S.D.N.Y. 20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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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院指出重製是否發生與前後共產生幾個複本無關，重點在於著作是否附著

於「新的」有形媒介物，而非產生「多一個」著作附著的有形媒介物。根據這個

見解，即便 ReDigi 能保證在上傳音樂至雲端音樂櫃階段時，會刪除賣家電腦中

的檔案，仍然會侵害重製權 331；同理，當買家從 ReDigi 的雲端音樂櫃下載音樂

至自己的電腦時，也因該音樂檔案的數位序號載入買家的私人電腦，產生新的重

製物而構成侵權。 

ReDigi 認為法院對重製的定義過於廣泛，將導致所有在硬碟的檔案移置行

為都有違反著作重製權的問題(包含在同一硬碟中的檔案移動)；對於這個主張，

法院認為其他著作權抗辯就可處理過度擴張侵權的問題，因此在本案中不再加以

討論 332。 

二、 ReDigi 是否侵害著作權人的散布權? 

雖然本案中 ReDigi 不否認在其網站上確有散布著作的行為，僅提出合理使

用與權利耗盡作為抗辯，從而法院就此未多加著墨，惟在判決中援引的 Sire 

Records, Inc. v. John Doe 1 案卻值得提出檢討。該案法院面臨的問題是，散布電

子檔案 (electronic distribution) 是否屬於著作權法第 106 (3) 的散布行為，抑或

此條僅限於實體物的散布? 

美國著作權法第 106(3)條賦予著作權人對錄音著作享有散布權，即著作權人

享有「以買賣或其他轉讓所有權之方法，或出租、出借等方式將著作重製物或錄

音物向公眾公開散布」的排他權；而本案涉及錄音著作物之散布權，故回到美國

著作權法第 101 條檢視法錄音著作物(phonorecords)定義，其包含所有「將聲音首

次附著於有形媒介之載體」333。綜合以上兩個條文，這裡需要判斷的問題有二：

第一是電子檔案的分享是否涉及實體物移轉？答案是肯定的，本論文前段已解釋

當「電子序號成為硬體一部分時，就成為美國著作權法的實體物」334：第二個問

題是，即便認同電子檔案傳輸有實體物移轉，其是否屬於法條所定義的移轉 335？ 

331 Id. at 17. 
332 Id. at 19-20. 
333 The term ‘phonorecords’ includes the material object in which the sounds are first fixed. Sire 
Records, Inc. v. John Doe 1 542 F. Supp. 2d 153, 170 (D. Mass. 2008). 
334 Id. at 171. 
335 指美國著作權法第 101 條對散布行為定義之說明：“Publication” is the distribution of copies or 
phonorecords of a work to the public by sale or other transfer of ownership, or by rental, lease, o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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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同本論文在前述重製權爭議裡所提，數位時代下應如何看待「有形的媒介

物」是本案的一大重點，因為美國著作權法特殊的「附著」要件要求，導致有形

媒介物的判斷，影響對重製、散布、甚至是客體得否主張著作權保護等問題的結

論；在進一步對本案事實進行分析前，法院先指明國會賦予著作權人專屬的散布

權，用意在讓著作權人控制著作重製物進入市場，至於重製物是以電子資訊序號

(electronic sequences of data)或實體物的形式進入市場，並不影響結論 336337。 

被告主張既然著作權法第 106(3)條規定的散布行為限於「以買賣或其他轉讓

所有權之方法，或出租、出借等方式」，但使用電腦下載與傳輸檔案卻不是將一

個檔案從原本的電腦刪除(divest)，再轉移到另一台電腦，原本的擁有檔案者可在

保留檔案的情況下使他人獲得檔案，因此這裡並無所有權移轉行為 338。 

法院不接受上開見解。首先，法條僅要求散布的客體應為實體物，並未要求

該被散布的客體在整段交易中始終存在；重點是有新的一方取得新的所有權，至

於原本的所有權人是否放棄原有著作物的所有權則非關鍵 339，因此，麻州地方

法院認定電子檔案的傳輸屬於著作權法規範的散布行為。 

 

 

 

 

 

 

 

圖 7 ReDigi 運作各階段面臨的著作侵權挑戰 

 (本研究自行繪製) 

lending. The offering to distribute copies or phonorecords to a group of persons for purposes of further 
distribution, public performance, or public display, constitutes publication. A public performance or 
display of a work does not of itself constitute publication. 
336 Sire Records, Inc. v. John Doe 1 542 F. Supp. 2d 153, 170 (D. Mass. 2008). 
337 法院在判決中另提到，數位世界中一名身在波士頓的用戶能在彈指間使另名在加州的用戶取

得自己電腦中的檔案，傳輸技術打破原來實體貨物交換的距離問題；但回過頭想想，電報不也是

突破距離限制的科技?如此說來，「技術突破資訊交流的物理疆界」並非新議題。id. at 172. 
338 Id. at 172. 
339 Id. at 173. 

121 
 

                                                                                                                                                        



‧
國

立
政 治

大

學
‧

N
a

t io
na l  Chengch i  U

niv

ers
i t

y

論數位著作之權利耗盡—從數位二手市場到雲端服務平台 

 

三、 ReDigi 是否可主張合理使用或權利耗盡？ 

（一） 合理使用抗辯 

ReDigi 的運作中出現兩次重製行為，第一次是在賣家將欲出售音樂上傳至

音樂櫃，第二次則為買家將音樂下載至個人電腦。ReDigi 主張這兩次重製行為

與二手音樂交易無關，因為交易完成後 ReDigi 僅改變存取音樂的路徑，使買家

能下載該音樂，但檔案並無任何變更與重製；而下載音樂所造成的重製行為應屬

買家個人行為，得以「空間轉移」理論落入合理使用範圍 340。法院認為 ReDigi

的說理牽強，因 Capitol 已表明僅對於專為銷售而上傳、下載檔案部分提起訴訟，

排除單純把音樂櫃當成個人儲存空間(personal storage)的部分。在訴訟進行期

間，法院對 ReDigi 將「上傳、下載音樂」與「交易進行」當成不同階段行為，

而主張應分別認定表達質疑，因為儘管重製行為不是在 ReDigi 的網站發生，但

若促使重製行為在他處發生，仍應對該侵害重製權行為負責；Capitol 的律師也

強調，既然二手音樂交易必然伴隨著重製行為，ReDigi 將整個交易過程拆分解

讀未免流於形式，這點也在後續的判決被法院採納 341。 

依照美國著作權法第 107 條，判斷行為是否得主張合理使用有四項考量因

素，分別是使用著作之目的、該項被利用著作之本質、使用著作占整體著作質量

之比重、該使用對被利用著作的潛在市場影響程度，以下逐一檢視。 

在 Campbell v. Acuff-Ross Music Inc.案後 342，判定利用性質時還需考量「轉

化(transforms)」要素，並非所有營利性質的利用皆無法主張合理使用，但 ReDigi

僅單純將受著作權保護的客體放置平台交易，且下載檔案也不使著作產生任何程

度的轉化 343，轉化要件無法幫助 ReDigi 脫免責任。 

接下來談被利用著作的本質，錄音著作本屬著作權重要的保護標的，此不利

於 ReDigi；而 ReDigi 利用的是原著作的全體，判斷利用著作之質與量比重仍不

利於 ReDigi。最後，看到潛在市場影響程度的要件分析，由於 ReDigi 平台上交

340 Capitol Records, LLC v. ReDigi Inc. 2013 WL 1286134, 27 (S.D.N.Y. 2013). 
341 上述法院判決階段的訴訟攻防參考自 Case 1:12-cv-00095-RJS Document 26 Filed 02/09/12，
http://law.justia.com/cases/federal/district-courts/new-york/nysdce/1:2012cv00095/390216/26/ (最後瀏

覽日期：2013/05/01) 
342 Campbell v. Acuff-Ross Music Inc. 510 U.S. 569 (1994). 
343 Capitol Records, LLC v. ReDigi Inc. 2013 WL 1286134, 27-28 (S.D.N.Y. 20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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易的音樂檔案與原始著作毫無差異，在品質相同價格卻較低廉的情況下，毋庸置

疑將對原來音樂著作權人的市場產生威脅。ReDigi 在合理使用的檢視下輸得徹

底，四項判斷因素都認定 ReDigi 無法主張合理使用抗辯 344。 

（二） 權利耗盡抗辯 

美國權利耗盡規定在著作權法第 109(a)條，其內容為：無論第 106 條第(3)

項如何規定 345，依本法合法製造(lawfully made under this Title)之特定重製物或錄

音物之所有人，或其所授權之任何人，可在未經著作權人授權的情況下，販售或

處分該重製物或錄音物 346。根據法條文字，權利耗盡是指著作權人對「特定重

製物」上的散布權已耗盡，而不是整個抽象的著作權因單一的銷售行為而耗盡；

換句話說，對於他人合法取得的特定著作物，該他人享有自由轉售的權利，惟該

被轉售的客體與當初行為人取得的著作物必須是同一份著作物。 

延續前文對利用 ReDigi 重製行為部分的說明，ReDigi 賣方有可能主張權利

耗盡的客體是其自 iTunes 購買並下載至私人電腦硬碟的音樂檔案，但實際上透

過 ReDigi 販賣的檔案是儲存在 ReDigi 伺服器(雲端儲存空間)的新著作物(雖然是

同一首音樂，但附著在不同的有形媒介物上)；既然 ReDigi 賣方傳至音樂櫃的著

作物與當初自 iTunes 購得的音樂屬兩個不同的重製物，ReDigi 的賣方難以就其

出售的音樂主張權利耗盡。 

權利耗盡旨在促進公眾對著作之接觸，故 ReDigi 認為隨著科技進步，不應

拘泥於「特定著作物」的文義解釋，但法院強調法條明確指出權利耗盡適用範圍

就是「特定」著作物，法院不得僭越國會職權作出形同變更法條的判決結論。此

外，判決另提出美國著作權辦公室(United States Copyright Office, USCO)拒將權

利耗盡理論適用於數位著作，作為對 ReDigi 所謂政策考量應放寬權利耗盡原則

適用的回應。在 USCO 於 2001 年提出的數位千禧年著作權法案報告(Digital 

344 Id.at 28-30. 
345 關於著作權人的散布權規定。Subject to sections 107 through 120 , the owner of copyright under 
this title has the exclusive rights to do and to authorize any of the following: 
(3) to distribute copies or phonorecords of the copyrighted work to the public by sale or other transfer 
of ownership, or by rental, lease, or lending; 
346 Notwithstanding the provisions of section 106(3), the owner of a particular copy or phonorecord 
lawfully made under this title, or any person authorized by such owner, is entitled, without the authority 
of the copyright owner, to sell or otherwise dispose of the possession of that copy or phonorecord. id. at 
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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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illenium Act Report, DMCA Report)中，說明有形的著作物會隨著時間與使用耗

損，因此新的著作物較舊的著作物享有市場競爭優勢；但數位資訊不但不會產生

耗損又易於重製，在二手數位著作物與全新著作物無甚區別的情況下，數位領域

中的二手著作物帶來的威脅明顯大於過去以實體著作物為主的交易市場 347。不

過，法院並非完全否認權利耗盡對數位著作的適用，若合法取得數位著作行為人

販售的確實是其當初取得的「特定著作物」，仍得主張權利耗盡；例如在著作物

仍附著於同一個電腦硬碟、iPod 或其他記憶載體的情況下轉售音樂檔案，行為人

就能主張權利耗盡 348。 

四、 ReDigi 應負的侵權責任類型 

（一） 直接侵權 

單純擁有一個「被他人用以從事侵權行為的工具」並不會構成著作權的直接

侵權責任，必須證明行為人對該侵害行為存在「自主行為(volitional conduct)」。

針對直接侵權與間接侵權責任的區辨，第二巡迴上訴法院在 2008 年的

Cablevision 案有所說明 349。要言之，成立重製權的直接侵害需有「事實上的侵

權行為，且與非法複製有相當的因果連結 」；另還需就行為人有意志的行為觀察

之，也就是「讓重製發生的意圖」是判斷行為人的重點。在 Cablevision 案中的

被告提供一套雲端儲存系統，讓訂戶(觀眾)得選擇在節目播放時將之錄製下來，

待未來有空閒時再予觀看。法院認為這種情況下被告不須負侵害重製權的直接侵

權責任，因為錄製節目這個重製行為是訂戶的行為，Cablevision 僅為接受訂戶指

令的執行者；與傳統的卡式錄放影機(VCR)相同，實際讓錄影功能啟動（開始重

製）者是按下「錄影」鍵的用戶，而非管理錄影系統的 Cablevision 公司。第二

上訴巡迴法院指出 Cablevision 的設計就像一間讓顧客自行操作複印機的影印

店，此時須負起直接重製權侵害責任的不是店老闆 350。 

不過，法院也指出若對重製行為的貢獻極大，即便實際從事侵權行為的是他

347 需特別說明，DMCA Report 中討論的重點在於，是否接受「數位傳輸為權利耗盡發生的原因」

此一命題，因為數位商品在附著於實體物的情況下，合法取得者毫無疑問能主張權利耗盡，因此

數位格式的著作得適用權利耗盡的觀點已被接納；因此“digital first sale doctrine”這個用語不夠精

確。id. at 120-121.  
348 Id. at 33-36. 
349 Cartoon Network LP, LLLP v. CSC Holdings, Inc., 536 F.3d 121 (2d Cir 2008). 
350 Id. at 131-1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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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仍可課予直接侵權責任 351。只是，究竟何種情況才能被認定為對重製行為

的貢獻極大呢？紐約南區地方法院認為 ReDigi 就屬於對侵權行為貢獻極大的類

型，因為 ReDigi 設立的遠端伺服器是專門設計讓用戶存放可供銷售、且尚受著

作權保護的著作物；嚴格說來，ReDigi 的影音管理軟體純粹系為了建立 iTunes

音樂清單，此挑選 iTunes 音樂檔案的動作就是「自主行為」。更何況，ReDigi 還

透過各種廣告與促銷促使交易成立，這讓法院認定 ReDigi 不僅是個被動的設備

提供者(passive provider)，更扮演侵權活動的主導參與者(active participant)，應負

起直接侵權責任 352。 

（二） 間接侵權 

由習慣法發展出的間接侵權態樣共有三種，分別是輔助侵權、代理侵權與誘

引侵權，與本案相關乃前兩種類型，以下分別敘述。 

1. 輔助侵權(contributory infringement) 

成立輔助侵權的要件為主觀上知悉(knowledge)「直接侵權」行為存在，並對

該直接侵權行為提供「實質幫助」(materially contribution)。這裡的知悉包含實際

知悉與可得而知(know or had reason to know)兩種情況；而對於提供的幫助具備重

要性的要件，若行為人能證明該被用於侵權之物有「實質非侵權用途(capable of 

substantial noninfringing use)」時，可規避間接侵權責任。 

ReDigi 滿足知悉要件，因為在 ReDigi 網站上不但宣稱自己提供的服務是合

法的，更向用戶強調轉售自己擁有的數位著作是合法的；另外，在 ReDigi 提供

給投資人的投資契約也敘明「由於法院見解尚未確定，ReDigi 不保證其所提出

的著作權侵權抗辯為法院所接受」，這表示 ReDigi 確實了解自己的營運模式存在

未解決的法律風險，這項認知讓 ReDigi 符合輔助侵權的要件。雖然 ReDigi 表示

自己在網站營運前已向律師諮詢該模式之合法性，但又拒絕向法院提供任何該階

段中律師提供的意見，因此，法院認為此事先向律師諮詢的動作不足成為 ReDigi

351 However, the court allowed that a case may exist where "one's contribution to the creation of an 
infringing copy is so great that it warrants holding that party directly liable for the infringement, even 
though another party has actually made the copy." id. at 133. 
352 Capitol Records, LLC v. ReDigi Inc. 2013 WL 1286134, 39-40 (S.D.N.Y. 20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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客觀、善意(good faith)的輔助侵權抗辯 353。 

法院強調 ReDigi 提供給用戶的不僅是一個數位音樂交易平台，ReDigi 更參

與著作確認所有權步驟，並得監控用戶上傳、銷售、使公眾得以接觸該著作的所

有程序，足見 ReDigi 在整個侵權行為中的關鍵地位。進一步，法院採用 Napster

案所設立的「場所與設備(site and facilities)」標準，認定 ReDigi 提供用戶直接侵

權行為所需的場所與設備，且若缺乏 ReDigi 這個平台，直接侵權行為便無法完

成，最終法院判定 ReDigi 對侵權行為提供實質幫助 354。 

由於 ReDigi 的雲端音樂櫃服務也能單純用於儲存個人擁有的檔案，此設計

是否能構成實質非侵權使用抗辯，而幫助 ReDigi 逃過一劫？答案是否定的，因

為 ReDigi 的設計本意就是用於侵權，ReDigi 的商業模式建立在「數位音樂得適

用權利耗盡原則」這個錯誤認知上，導致其商業模式本質上就存在法律瑕疵 355。

綜上所述，法院認為 ReDigi 須為其用戶侵害散布權與重製權部分負起輔助侵權

責任。 

2. 代理侵權(vicarious infringement)  

與輔助侵權不同，構成代理侵權的要件並無主觀知悉侵害行為存在的要求，

只要行為人得藉由他人的侵害行為獲得直接經濟利益，且其有責任與能力控制這

項侵害行為卻不作為時，便須擔負代理侵權責任。毫無疑問的，ReDigi 對其用

戶的所有行為都具有控制力，並且也透過促成侵權行為(交易)獲得經濟利益 356，

基於此，ReDigi 須負代理侵權之責。 

五、 案件評析 

從 ReDigi 的爭議觀察，可發現數位著作因為技術特徵無法避免碰到重製與

散布侵害問題，關鍵在「特定著作」之認定。數位傳輸與傳統實體物遞送不同，

檔案移動必定涉及新的著作物，而負責審理 ReDigi 案的 Richard J. Sullivan 法官

就是強調著作權法看待重製權的重點在是否有「新的重製物」產生，而不在乎原

353 Id. at 43-44. 
354 Id. at 44. 
355 Id. at 45. 
356 Id. at 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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始所有權人是否已放棄對原始著作物的所有權 357；也因為接受傳輸方取得的是

新的重製物，使得權利耗盡中的「特定重製物」要件無法被滿足。 

散布權是為了保障著作權人對市場上流通著作物的控制力，而權利耗盡僅發

生於特定重製物上的原因，則是展現權利耗盡意在平衡特定物之所有權人與著作

權人間的衝突，而非整體性破壞著作權人對著作物的控制權。特定性的要求，是

防止未曾支付創作報酬的著作物利用者以搭便車方式，將著作物移轉給第三人使

用，但在數位傳輸中產生新著作物的同時，該舊著作物若能透過科技手段(無論

是項 ReDigi 設置的審查系統或著作權人植入著作物的自我毀滅措施 self-destract 

measure)即時消滅，則數位傳輸過程中「單一著作物存在」事實與傳統實體著作

物交易下的「特定著作物」移轉又有何異？如果此時允許著作權人在收取著作報

酬後，又可對後續同一份著作物的流通與利用不斷索取價金（本論文認為著作物

在交易過程中保持單一的情況下，提供方的著作物與接收方得到的著作物屬於同

一標的），顯與著作權權利耗盡宗旨有違 358。 

參、 ReDigi 2.0 運作模式可能的適法性爭議 

一、 ReDigi 2.0 的運作模式 

ReDigi 自 2012 年三月開始推動 ReDigi 2.0 上線，與原本 ReDigi 最大的差異

在於，2.0 版讓用戶直接在購買 iTunes 的音樂時便存入 ReDigi 的雲端音樂櫃，而

後發生交易時不需移動音樂檔案，僅需移轉不同用戶間的存取路徑 359。 

二、 侵害公開演出權的疑慮：公開傳輸的認定 

ReDigi 2.0 的運作方式似已迴避侵害著作物重製權的問題，因為在取得數位

音樂檔案後，即便需將雲端音樂串流至自己的電腦收聽(串流時涉及對原始檔案

357 數位著作傳遞無可避免的重製問題，也無法藉由權利耗盡解決，有認為當傳輸行為中產生的

重製物並不損及權利耗盡設計宗旨的情況下，不該將法條做如此限縮的解讀，而應認為這些重製

不構成侵權。Calaba, supra note 130, at 17. 
358 學者沈宗倫則認為，權利耗盡背後思考在對價平衡，隨著數位技術發展，重製著作容易的確

對對價平衡造成極大威脅，但若能貫徹對價平衡法理，權利耗盡原則仍得適用於數位著作。沈宗

倫認為，課以著作物所有人協力防阻重製風險之義務，並將此義務解釋為著作物所有權讓與之負

擔，讓交易後手仍須受到此義務之規範，便可正當化權利耗盡制度在數位著作上的適用。沈宗倫，

前揭註 24，頁 22。 
359 Capitol Records, LLC v. ReDigi Inc. 2013 WL 1286134, 7 (S.D.N.Y. 20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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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重製)，檔案所有人也可對此類型「空間移轉」主張合理使用 360，因此，在直

接侵權行為不存的情況下，ReDigi 也不需面臨侵害重製權的問題。 

不過，讓不同的用戶取得數位音樂檔案的存取路徑，即允許用戶在不同的時

間點(購買音樂後)接觸並下載檔案卻有侵害著作權人「公開演出權」(public 

performance right)的疑慮，關鍵在於，讓不同的用戶先後、各自地接收音樂檔案

是否符合「公眾」要件？根據美國著作權法第 101 條對「公開」表演、放映有兩

種定義： 

(1)於對公眾開放之地點，或家庭及其社交熟識者之正常範圍外之相當數量

之人所聚集之場所，演播著作。(2)以任何裝置或方法，將著作播送或播送至(1)

款所定之場所或公眾，不論得以接收該演出或展示之公眾係於同地或異地、同時

或異時接收。 

至於這個條款應如何應用，美國第二巡迴上訴法院分別於 2008 年的 Cartoon 

Network LP, LLLP v. CSC Holdings, Inc.案(下簡稱 Cablevision 案)361，與 2013 年

的 WNET, Thirteen v. Aereo, Inc.案(下簡稱為 Aereo 案)有詳盡的闡明 362。 

Cablevision 案與 Aereo 都牽涉雲端儲存技術，前者允許電視訂戶將有興趣的節目

錄製、儲存至遠端儲存器(RS-DVR)，且每名用戶有各自獨立的雲端儲存空間(因

此，若有十名訂戶錄製同一個節目，在 Cablevision 的雲端儲存器中也將有十份

節目複本)，而用戶之後可在閒暇時間選擇「回播」，Cablevision 再透過串流技術

讓客戶收看自己錄製的節目。 

Aereo 功能較 Cablevision 更為精細，其提供用戶在不訂閱電視第四台的情況

下，以每月十二美元的低廉費用收看無線電視台的節目，並同時享有錄製節目的

DVR 功能。Aereo 在紐約市架設巨形天線版，天線板上有著上千個獨立微型天

線，這些天線可以擷取無線廣播電視所發射的訊號，使用 Aereo 服務者可直接從

電腦或其他可連線至網路的個人裝置上選擇「觀賞(Watch)」或「錄製(Record)」

360 在 1999 年，第九巡迴上訴法院在 RIAA v. Diamond Multimedia Systems Inc. 案(180 F.3d 
1072)，認為將已經存在於使用者電腦硬碟上的 MP3 音樂檔案，重製並儲存於其可攜式裝置的行

為屬於「空間挪移(space shifting)」，此等非商業的個人使用行為與 1984 年美國最高法院審理的

Sony Betamax 案(464 U.S. 417)中，將節目先行錄製並於後收看的「時間挪移(time shifting)」皆屬

合理使用。 
361 Cartoon Network LP, LLLP v. CSC Holdings, Inc., 536 F.3d 121 (2d Cir 2008). 
362 WNET, Thirteen v. Aereo, Inc. 712 F.3d 676 (2d Cir. 20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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想收看的頻道，用戶選擇後，Aereo 會隨機分配一個天線與訊號轉換器(transcoder)

去擷取客戶指定節目所發射的電視訊號(broadcast frequency of the channel)363。 

天線接收訊號後，訊號轉換器同時將訊號傳至另一個獨立伺服器，這時若客

戶客戶選擇「錄製」，Aereo 就會保存整段節目的錄影，待客戶之後要再次收看

節目時，再以串流回播；如果客戶選擇「觀賞」功能，基本上運作與選擇「錄製」

功能時相同，只是伺服器每六至七秒就會將節目內容儲存下來，再從 Aereo 伺服

器串流至用戶端，這導致在「觀賞」功能下的節目較正常播放的節目延遲約十秒

鐘。不過，對於已經播放完畢的節目，Aereo 無法提供觀賞與錄製的服務，這與

利用 youtube 搜尋想看的影片不同。比較特殊的功能是，即便客戶在開始收看節

目一段時間後才想到要錄製節目，Aereo 系統也能從客戶打開電視的那一瞬間，

開始錄製節目，但如果直到節目結束用戶仍未選擇「錄製」，則系統將自動把這

段時間內的所有複本刪除 364。 

在 Aereo 系統的運作下，每次每名用戶都能分配到一個獨立天線，而且產生

的節目複本也是各自儲存在伺服器，這與 Cablevision 一樣，如果有兩名用戶同

時錄製同一節目，在 Aereo 伺服器中也會有兩個複本；除了錄製功能下有專屬的

複本外，儘管只是單純選擇觀賞節目，用戶收看的也是「專屬」複本串流回播的

結果 365，並無從同一份源頭提供多人收看的情況。可以看出 Aereo 完全採用「多

點對多點」的運作型態。 

 

 

 

 

 

 

圖 8 Aereo 運作模式說明 

(圖片來源: https:aereo.com/about) 

363 Aereo 官網資訊。https://aereo.com/about (last visited: 2013/11/3). 
364 WNET, Thirteen v. Aereo, Inc. 712 F.3d 676, 681-682 (2d Cir. 2013). 
365 Id.at 68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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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 ReDigi 2.0 運作模式相關的部分在於，Cablevision 與 Aereo 讓客戶選擇播

放其各自錄製的節目複本時，有沒有侵害著作權人的公開播送權呢？因為這個功

能允許很多用戶在自選的時段收看同一個節目內容，且美國著作權法第 101 傳輸

條款所談的公開，是不論同時同地、異時異地接收著作，只要著作接受者群屬於

「通常家庭及社交關係以外之多數人」，都將被認屬「公眾」；依照這樣的邏輯，

各用戶間在自己家中收看同一個節目(著作)的情況似屬對公眾播放。 

在 Cablevision 案中，第二巡迴上訴法院指出判斷是否屬「對公眾」傳輸的

重點在分辨「得以接收被傳輸表演」的人有哪些 366；而法條之所以選擇寫「得

以接收表演」不寫「得以接收傳輸者」，更彰顯出一項表演的「傳輸」本身就是

「表演」(a transmission of a performance is itself a performance)。既然傳輸行為本

身就是法條所講的「表演」，則判定是否為公開傳輸就是要看何者「得以接收關

於某項表演的特定傳輸」(who precisely is “capable of receiving” a particular 

transmission of a performance)367。有鑑於 Cablevision 的用戶是各自錄下專屬的節

目錄影，又能透過回播功能將錄影解碼、進而收看的只有該名用戶，當然不符合

「對公眾傳輸」368。第二巡迴上訴法院強調，Cablevision 案的第一審法院將判斷

是否屬公眾的客體放在「得以接收特定節目(the work, i.e. program)之人」而非「得

以接收特定傳輸之人」是錯誤的解讀，否則，所有影音著作的播放都必然構成對

公眾傳輸。 

第二巡迴上訴法院在判決中特別提到了 1984 年，由第三巡迴上訴法院判決

的 Columbia Pictures Industries, Inc. v. Redd Horne, Inc.案 369，該案被告開了一間

名為 Maxwell 的錄影帶出租店，並在店內設置一間可觀看電影的小房間，顧客選

擇影片後便可進入房間內觀賞，店員會播放影片並同步將畫面傳送到房間內的螢

幕上。判決中特別援引 Nimmer 教授的著作，說明當同一份著作物重複地對不同

群眾播放，即便是在不同的時間播放，仍然構成公開表演，因此，Maxwell 以同

366 In determining whether a transmission is made to the public, to discern who is “capable of 
receiving” the performance being transmitted. Cartoon Network LP, LLLP v. CSC Holdings, Inc., 536 
F.3d 121, 134 (2d Cir 2008). 
367 Id.at 134-135. 
368 Id. at 137. 
369 Columbia Pictures Industries, Inc. v. Redd Horne, Inc., 749 F.2d 154 (3d Cir.198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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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部影片給不同人觀賞，已侵害著作權人的公開演出權 370。 

Aereo 案在 Cablevision 案的基礎上，進一步闡述傳輸條款的意涵。第二巡迴

上訴法院認為當傳輸行為的源頭皆來自同一個著作物時，也應納入「對公眾傳輸

與否」的分析 371。其實，第二巡迴上訴法院也意識到將私人傳輸行為加總，用

以觀察是否屬「對公眾傳輸」的想法與 Cablevision 案的見解似有矛盾，因為

Cablevision 案中明確表明應該就「每一個特定傳輸行為」判斷是否屬對公眾為

之。對此，Nimmer 教授試著從法條文字推導出合理的解釋，因為只有將「同一

著作物在不同時間的播送行為」視為一個整體，才有可能做到法條上所稱之「於

不同時間接收表演」372。 

第二巡迴上訴法院在 Aereo 案判決裡，總結 Cablevision 為傳輸條款設立的

四項標準，用以判斷特定傳輸行為的潛在觀眾使否屬「公眾」：(1)個別傳輸的潛

在觀眾或接收者究竟為何？如果該傳輸得為公眾所接收，該傳輸便屬「公開演出」

(單點對單點)；(2)不可把私人傳輸的效果合一觀之。因此，公眾是否得接收到在

傳輸背後的相同表演著作(例如同一節目內容)，或是原始的表演著作是否透過多

次的傳輸讓觀眾接收，都與「傳輸條款」或「公開」的分析無關；(3)例外的情

形是，當私人或個別傳輸乃源於特定著作的同一重製物時(例如同一個用戶的私

人節目錄影帶)，則個別的私人傳輸效果可予以加總，如此時這樣的傳輸能讓公

眾觀賞，該傳輸就構成「公開演出」(單點對多點)；(4)任何得以對傳輸潛在觀眾

構成限制的因素都應納入考量 373374。 

另外兩個值得提出來與 Cablevision 案和 Aereo 案比較，探討傳輸條款運用

的案例是 1991 年由北加州地方法院審理的 On Command Video Corp. v. Columbia 

Pictures Industries 案(下稱 On Command 案)375，與 2011 年由加州中區地方法院審

理的 Warner Bros. Entertainment Inc., et al. v. WTV Systems, Inc.案(下稱 Zediva

案)376。On Command 案中旅館利用一種有線播送系統，直接將旅館房間的電視

370 Id. at 156-159. 
371 WNET, Thirteen v. Aereo, Inc. 712 F.3d 676, 688-689 (2d Cir. 2013). 
372 Id. at 689. 
373 孫遠釗，論網路串流的著作權侵權問題與未來，兩岸著作權重要爭議研討會論文集，頁 5。 
374 WNET, Thirteen v. Aereo, Inc. 712 F.3d 676, 689 (2d Cir. 2013). 
375 On Command Video Corp. v. Columbia Pictures Industries, 777 F.Supp. 787 (N.D.Cal. 1991). 
376 Warner Bros. Entertainment Inc., et al. v. WTV Systems, Inc. 824 F. Supp. 2d 1003 (C.D.Cal. 
20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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連結到一個內含錄影帶電影的中央控制台，讓房客不必受到節目時間表限制，隨

時觀賞自己愛看的電影。旅客打開電視後，螢幕會呈現所有的電影目錄，顧客再

輸入電影代號選擇播放便可收看；當有客人選擇了特定的電影播放後，該電影的

選擇就自動從其他旅客的電視螢幕消失，亦即，同一部錄影帶一次只能給一個客

房觀看。On Command 案中，法院不接受系統一次只「表演」一部電影給一個房

間的客人，所以不算「對公眾」播放；實際上，第二巡迴上訴法院在 Cablevision

案的判決裡也特別指出 On Command 案中的旅館是使用單一(特定)著作物，重複

地對不同的房客播放，應屬對公眾播放。 

再來看 Zediva 案，www.zediva.com 是業者 WTV system 架設之網站，專門

經營 DVD 租賃服務。首先，Zediva 先在市面購買一般的 DVD 影片，當顧客選

擇影片後，Zediva 便將影片透過網路串流將訊號傳送至客戶的電腦 377。與一般

線上收看影片服務不同的地方在於，Zediva 沒有對影片進行複製或將影片轉檔

儲存至伺服器，所以 Zediva 不支援多名用戶同時觀看同一影片的服務。這表示，

如果 Zediva 只買了兩張《功夫熊貓 2》DVD，那麼只有兩名用戶可以同時租用、

觀看這部電影，其他用戶若想觀看同部影片，須待任一用戶停止觀看，才會顯示

有可供租賃的影片，就跟現實生活中的影片租售店沒有兩樣 378。由於 WTV 並未

取得出租 DVD 的授權，原告華納兄弟娛樂、哥倫比亞影視等影音大廠便主張

Zediva 侵害其影片的公開播送權。 

被告 WTV System 在判決中援引 Cablevision 案做為自己未侵權的論證基

礎，但加州地院認為 Zediva 與 Cablevision 案訂戶都收看「專屬的節目錄影」不

同，而是拿同一片 DVD 播放給不同客戶觀賞，與 On Command 案和 Redd 案如

出一轍，因此，Zediva透過網路串流播送影片的行為構成對公開播送權的侵害 379。 

377 Id. at 1007. 
378 陳婍茵，創新抑或侵權？——Zediva 的業務模式評析，科技創新與知識產權，16 期，頁 15，
2011。 
379 Warner Bros. Entertainment Inc., et al. v. WTV Systems, Inc. 824 F. Supp. 2d 1003 , 1101(C.D.Cal. 
20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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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 不同運作模式與公開傳輸侵害之關係 

（本研究自行繪製） 

案件 特徵 屬性 公開傳輸

權侵害 

Redd 案 

(1984，第三巡迴) 

同一份錄影帶提供不同客戶在不同

時間收看。 

同一時間僅有一位客戶得使用。 

傳統營運模式 

單點對多點 

是 

On Command 案

(1991，北加州地院) 

同一部錄影帶提供不同客戶在不同

時間收看。 

同一時間僅有一位客戶得使用。 

傳統營運模式 

單點對多點 

是 

Cablevision 案

(2008，第二巡迴) 

節目依照用戶指示錄製成各自獨立

的複本，用戶也僅能收看自己錄製

的複本。 

雲端儲存技術營運 

多點對多點 

否 

Zediva 案 

(2011，中加州地院) 

同一份光碟提供不同客戶在不同時

間收看。 

同一時間僅有一位客戶得使用。 

雲端串流技術營運 

單點對多點 

是 

Aereo 案 

(2013，第二巡迴) 

節目依照用戶指示錄製成各自獨立

的複本，用戶也僅能收看自己錄製

的複本。 

雲端儲存技術營運 

多點對多點 

否 

ReDigi 2.0 案 

(模擬) 

同一份檔案提供給不同客戶收聽。 

同一時間僅有一位客戶得使用。 

雲端儲存技術營運 

單點對多點 

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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值得注意的是，Zediva 案被告認為影片播送的行為不符合「自主行為要求

(volitional conduct requirement)」，也就是 Zediva 主張從事播放行為的主體是客戶

而非 Zediva，因此不成立公開播送的直接侵權。法院並未接受這個主張，主因是

第九巡迴上訴法院尚未接受「自主行為要求」屬侵權行為成立的法定要件 380。

實則，回頭檢視 Cablevision 案對於自主行為要求的運用，因為法院發現

Cablevision 案不屬「對公眾」傳輸，根本未實際檢驗 Cablevision 是否符合「自

主行為要求」；不僅如此，法院還強調「因為重製權與公開演出權本來就是不同

的概念，從而，重製行為不符合自主行為的要求，不能直接推導出傳輸行為也不

符合自主行為的要求」381。綜上所述，平台服務提供者是否能透過主張「自主行

為要求」規避直接侵權責任尚有爭議。 

三、 小結：ReDigi 2.0 仍面臨極高的法律風險 

從 2008 年的 Cablevision 案與 2013 年的 Aereo 案，可歸納為：將同一份著

作物傳輸與多人(一對多)，應屬公開傳輸；若將數份著作物傳輸與多人，儘管這

些著作物實際上體現同一份著作內容，仍不算公開傳輸(多對多)382。因此，像是

Redd 案和 Zediva 案以一部影片重複讓客戶觀賞，儘管同一時點下只有單獨的傳

輸接收者，仍成立公開傳輸。 

而 ReDigi 2.0 的運作方式也是購買一份音樂檔案(單一著作物)，再隨著客戶

交易提供檔案連結給不同客戶(多個接收方)，鑑於其單點對多點傳輸的特質應構

成公開傳輸。或許，ReDigi 2.0 可以主張傳輸行為的發起人是個別客戶而非

ReDigi(即不合於自主行為要件)，但畢竟「自主行為要件」尚未受到各級法院廣

泛地承認；遑論 ReDigi 在傳輸過程扮演促成、積極、主動的角色，在對傳輸行

為具有極高貢獻的情況下，被判定須負起侵害公開傳輸權的可能性大幅提升。 

 

 

380 Id.at 1011.  
381 We note that our conclusion in Part II that the customer, not Cablevision, "does" the copying does 
not dictate a parallel conclusion that the customer, and not Cablevision, "performs" the copyrighted 
work. The definitions that delineate the contours of the reproduction and public performance rights 
vary in significant ways. Cartoon Network LP, LLLP v. CSC Holdings, Inc., 536 F.3d 121, 134 (2d Cir 
2008). 
382 同一解讀請參見孫遠釗，前揭註 37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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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節  二手電子書市場：O’Reilly.com 

消費者對電子書的接受度日益提高，美國出版商協會(American Association 

Publisher, AAP)公布 2012 年美國數位出版市場規模達到 15.4 億美元，較 2011 年

成長了 41%，目前佔整體出版市場規模的 22.5%，顯較 2011 年僅占一成的比重

增加許多 383。推出電子閱讀器的大廠 Amazon 在 2011 年也表示，Amazon 的書

籍銷貨組成中，電子書的比重已經超越實體書(比重約為 105:100)384，而在 2013

年公布的財報裡，顯示 Amazon 於 2012 年的電子書銷售量仍有 70%的高成長

率 385。 

鑒於電子書市場的蓬勃發展，許多出版商除銷售實體書外，也開始提供消費

者電子書的選擇。觀察市場大多數的電子書銷售平台所設計的使用契約(Terms of 

Use, ToU)，皆規定電子書的購買方僅獲得該著作「非專屬」的使用授權而非著作

所有權。例如，亞馬遜給予消費者在特定數位載體上，為個人非商業目的的非專

屬授權 386；Barnes & Noble 則提供消費者針對個人且非商業使用目的，一項受

限、可撤銷的非專屬授權 387。藉由將交易行為定性為非專屬授權，平台業者與

出版商自不允消費者將電子書轉賣 388。與音樂產業普遍放棄數位權利管理措施

383 陳泱璇，台灣數位出版發展現況，資策會 MIC，2013/9/26。 
384 Lisa Rapaport, Amazon.com Says Kindle E-Book Sales Surpass Printed Books for First Time, 
2011/5/20,  
http://www.bloomberg.com/news/2011-05-19/amazon-com-says-kindle-electronic-book-sales-surpass-
printed-format.html (last visited: 2013/8/6). 
385 李思萱，亞馬遜電子書銷售量成長 70%，電子時報，2013/2/1， 
http://www.digitimes.com.tw/tw/dt/n/shwnws.asp?CnlID=1&Cat=60&Cat1=&id=0000321688_RPD58
TIB9N1J8W7H0Q0G9&query=%B9q%A4l%AE%D1 (最後瀏覽日期: 2013/8/6). 
386 Upon your download of Kindle Content and payment of any applicable fees (including applicable 
taxes), the Content Provider grants you a non-exclusive right to view, use, and display such Kindle 
Content an unlimited number of times, solely on the Kindle or a Reading Application or as otherwise 
permitted as part of the Service, solely on the number of Kindles or Supported Devices specified in the 
Kindle Store, and solely for your personal, non-commercial use. Kindle Content is licensed, not 
sold, to you by the Content Provider. The Content Provider may include additional terms for use 
within its Kindle Content. Those terms will also apply, but this Agreement will govern in the event of a 
conflict. Some Kindle Content, such as Periodicals, may not be available to you through Reading 
Applications. 
http://www.amazon.com/gp/help/customer/display.html/ref=hp_left_sib?ie=UTF8&nodeId=201014950 
(last visited: 2013/8/5). 
387 Barnes & Noble.com grants you a limited, nonexclusive, revocable license to access and make 
personal, non-commercial use of the Digital Content in accordance with these Terms of Use. 
http://www.barnesandnoble.com/include/terms_of_use.asp (last visited: 2013/8/5). 
388 惟，Amazon 在 2009 年申請的「數位產品的二手市場(Secondary market for digital objects)」專

利於 2013 年一月獲得美國專利局核准，Amazon 是否將於未來經營數位著作物轉售的商業模式

仍有待觀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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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政策不同 389，為確保電子書購買者遵守上述使用條款，出版商習慣於著作物

上設置 DRM，除限制使用人重製或列印著作物外，還能追蹤使用人對著作物的

使用狀態(如閱讀情況)；另外一種常見的使用限制，是規定數位內容僅能在特定

品牌的載體使用，例如從 Amazon 買的電子書只能在 Kindle 的載具閱讀 390。 

大多數電子書選擇以授權而非銷售的方式與消費者交易，同時對使用行為加

上諸多限制，這導致對許多消費者而言，儘管電子書具備攜帶便利與較低價格的

優勢，仍選擇購買實體書。不過，市面上也開始有願意提供不具有 DRM 措施、

且允許消費者轉賣、出借手上電子書的經營模式出現，下文介紹的 O’Reilly.com，

便是這樣的電子書銷售平台 391。  

O’Reilly Media(下簡稱為 O’Reilly)是以提供電腦、資訊科技方面聞名的美國

出版商，目前已和其他二十八家科技類出版商達成協議，提供不受 DRM 使用限

制的電子書。在 O’Reilly 網站介面上，大張旗鼓地介紹自己提供不具 DRM 保護

(DRM-Free)、與多種數位載體相容的電子書；並且，消費者可在不受 O’Reilly

追蹤的情況下，自由地將購自 O'Reilly 的電子書出借、轉售或捐贈予他人。除此

之外，因為不受到 DRM 限制，消費者可以將電子書的內容選取、複製、貼上，

亦可將電子書列印下來使用，且當出版商對著作內容有所修正時，O’Reilly 也會

通知消費者更新內容 392，誠可說是比購買實體書享有更自由、便利的利用方式。 

為什麼 O'Reilly 願意提供 DRM-Free 的電子書？難道他們不擔心電子書遭人

複製、散布，進而傷害到其原有商品的銷售嗎？O’Reilly Media 的創辦人 Tim 

O'Reilly 在接受美國富比士雜誌(Forbes)的訪談中，表示：「會使用盜版的人，無

論如何就是不願意付錢購買正版(People who don’t pay you generally wouldn’t 

have paid you anyway)，與其售出一萬本具有 DRM 控制的電子書，並讓市場上有

一萬本電子書流通，Tim O'Reilly 相信出售一萬本不具 DRM 的電子書，並讓市

場上有十萬本電子書流通，對整個社會而言，後者更具價值。」Tim O’Reilly 認

389 不過，Elizabeth McKenzie 認為與數位音樂、影片產業相比，電子書應較不會受到盜版的威脅，

因為仰賴檔案分享進行的盜版行為大多已被法院宣告違法而關閉，導致獲得盜版書的搜尋成本提

高；另外，電子書相較音樂、電影而言，享受(閱讀)所需付出的心力與時間的投入都有較高的要

求，從而，盜版的需求量較低。McKenzie, supra note 242, at 63-64. 
390 McKenzie, supra note 242, at 64-65. 
391 其他開始提供 DRM-FREE 的廠商還有 McMillan、HarperCollins、F+W Media 等。丁鴻裕，數

位出版內容發展現況分析，資策會 MIC，2013/10/28。 
392 http://shop.oreilly.com/category/ebooks.do (last visited: 2013/8/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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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DRM 對使用者經驗造成負面影響，這讓消費者接受電子書的目標更難達成；

實際上，Tim O'Reilly 認為整個 DRM 存在的邏輯是個錯誤 393。而 O’Reilly 媒體

數位部門副總裁薩福克斯（Andrew Savikas）說明這項商業決策背後的思考在於：

「無論 DRM 是否存在，總有些人不願付費購買產品；但也有另一群人，只要有

方便且合理價位的選擇，他們就會買單。」O’Reilly 的策略，正是要把銷售對準

後面的這一群人 394。 

O’Reilly 在推出 DRM-FREE 電子書的十八個月內，其電子書的銷售量便增

加 104%，而利用 O’Reilly 平台購書的銷售組成，也明顯地從購買實體書轉向以

購買電子書為主 395；除了電子書銷售量有著明顯的成長外，實體書的銷售量亦

維持些微程度的成長 396。從上述銷售數字看來，DRM-FREE 並未造成電子書銷

售因盜版(重製)而崩盤，還吸引更多人至平台消費，而非僅讓原先買實體書的消

費者轉為買電子書；關於此點，根據哈佛商業評論進行的調查，不同取得商品的

途徑(channel)間的替代性不強，購買電子書和購買實體書的消費者根本是不同消

費族群，消費者通常是先選擇商品的取得途徑後，才來搜尋想要的商品 397。 

O’Reilly 既然允許消費者轉售電子書，並以” They're Your Books”作為宣傳標

語，是否 O’Reilly 將電子書的交易定性為銷售？欲在 O’Reilly 平台轉售電子書

時，需在成功銷售後將著作物複本移除，就像販賣實體書後，賣家手上也不可能

仍保有對售出實體書的占有 398，又依照 O’Reilly 聲明，消費者對購買著作物幾

乎享有完全自由的使用權能，應認屬於銷售。 

 

393 Jon Bruner , Tim O'Reilly on Piracy, Tinkering, and the Future of the Book , 
http://www.forbes.com/sites/jonbruner/2011/03/25/tim-oreilly-on-piracy-tinkering-and-the-future-of-th
e-book/ (last visited: 2013/8/5). 
394 何宛芳，沒有 DRM 電子書一樣賣得動，2010/01/29，數位時代雜誌網站，

http://www.bnext.com.tw/article/view/id/13460 (最後瀏覽日期：2013/12/13). 
395 Cory Doctorow, O'Reilly drops ebook DRM, sees 104% increase in sales ,2010/1/22, 
http://boingboing.net/2010/01/22/oreilly-drops-ebook.html (last visited: 2013/8/5). 
396 何宛芳，前揭註 394。 
397 由於電子書與實體書間的取代性不強，所以取消供應電子書，也不會提高實體書的銷售量。

如果書商在取消供應電子書的一段時間後，再次將電子書上架，該電子書的銷量表現並不會太

好，因為原先有意願購買這本電子書的消費者，可能已經放棄搜尋這本電子書，或者已經從其他

盜版的方式取得書本內容。Michael D. Smith & Rahul Telang, Why Digital Media Require a Strategic 
Rethink, 74 HARVARD BUSINESS REVIEW, p. 28, October 2012. 
398 http://shop.oreilly.com/category/customer-service/ebooks.do (last visited: 2013/8/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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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節  小結：雲端結合數位著作帶來的衝擊 

以網站作為平台，消費者漸漸習慣直接從雲端下載數位內容，這其中牽涉無

可避免的傳輸與重製行為，就侵害公開傳輸權部分的議題，就如同前文在分析

ReDigi 2.0 所討論的，美國實務將「多點對多點」傳輸行為中的資訊接收方認定

為「非公眾」，因而不侵權，但無論是合法重製或傳輸發生的前提，都需先取得

第一份合法的著作物，當著作權利人能完全控制著作物所有權移轉時，除了合理

使用外已無法利用著作物；對於以營利目的存在的各式二手著作轉售平台，其成

功主張合理使用的機率更微小，勢必將面臨更嚴峻的挑戰。 

著作權人對於著作物的控制力過度擴張的結果 399，必然犧牲著作利用者的

權利，再加上當著作權人對於消費者「如何接觸著作物」，都能利用契約加以介

入後 400，隱私權保障的疑慮也油然而生。 

數位加上雲端科技的發展，代表著作利用人身邊只要有一台可連上網的輕便

載具，就能享受無限的數位內容提供的便利，這同時也激發許多充滿創意的新形

態的商業運作模式，例如本論文所介紹的 Cablevision、Aereo 與 ReDigi。但著作

權人在面對數位時代中防不勝防的重製與散布問題，也以驚人的創意、技術與立

法遊說推動各種防堵手段，現階段看來，在這段角力過程佔上風者似乎是著作權

利人，只是當結局是所有使用條件全由著作權利人決定時，著作權法到底是促進

文化發展與保存還是守護廠商的商業利潤 401著實令人質疑。 

399 例如在 2009 年，美國高中生 Justin D. Gawronski 在 Amazon 電子書商城購買喬治歐威爾的名

著 1984，卻因為 Amazon 發現提供系爭書籍者的書本來源不合法，在未告知 Justin 的情況下主動

將其已購入的 1984 一書刪除並給予退款。雖獲得退款，但 Justin 早已利用 Kindle 提供的筆記功

能在電子書上做有許多標註，儘管在刪除後這些筆記仍然存在，但失去與之連結的特定段落而僅

剩下一段段心得文字，其價值已大幅減損；從而，於 2009 年七月底，Justin 夥同其他幾位同樣

遭遇的讀者，合力向 Amazon 提起集體訴訟。即便在購買電子書時，Amazon 已明確表示僅授權

給消費者使用而非移轉電子書的所有權，但 Justin 的律師發現在授權條款中，並未寫明 Amazon
有權刪除消費者購買的數位內容，如果 Amazon 可以隨意刪除數位內容，無疑降低電子書的價

值，從而要求 Amazon 就這些價值減損的部分提出賠償。Amazon 最後以十五萬美金的代價，與

Justin 達成和解，並承諾未來 Amazon 原則上不會再刪除消費者付費使用的電子書。 
400 包含得知消費者是否已閱讀(使用)數位著作、使用時間多長、紀錄使用偏好等等。 
401 根據實證研究，音樂、書籍著作中的利潤絕大多數被中間出版商拿走，誠然，站在促進文化

創新的角度思考，提供著作流通市場機會(即散布)者與創作者的重要程度相當，但若過度讓利益

偏向出版商，反而是著作創作人與著作利用人受到最多使用限制，實難說此制度的運作沒有問

題。Kretschmer , supra note 55, at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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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章 進入雲端世界的著作權規範：著作提供服務化 

廠商為提高對商品的控制力，出現以「提供服務、永續計價」方式取代「一

次收費、永久使用」的趨勢。比起談論以契約將傳統銷售改成授權，這樣的改變

對消費者帶來的衝擊毋寧更為驚人，即便以最寬鬆的「銷售」定義觀之（請參見

本論文第四章第三節），消費者若連對著作物的永久占有都不再能掌握，幾乎不

可能再主張交易屬於銷售。當著作提供的概念從產品中心走入服務中心，權利耗

盡恐不復存在，第六章將以數位著作訂閱模式為主軸，探討相關議題。 

新一代的著作權商業服務模式，是從產品導向走入服務導向，提供消費者「接

觸與利用」著作的機會。著作權人保留對著作物全面的控制力，最常見的方式便

是讓消費者以會員身分連線使用著作（訂閱服務，subscription service)，此時可

能依照使用量（使用次數或流量）或吃到飽模式向消費者收費 402，本章將介紹

這樣類型的運作平台。 

著作物的利用型態走到這一步，影響消費者選擇數位內容提供平台的因素除

了價格，還有許多影響消費者體驗的考量。例如，在結合雲端與社群互動功能的

平台上，涉及消費者資訊的收集與分析，這裡有資安、隱私與使用者原創內容(user 

generated content)再利用的問題。 

上述社群功能考量，是從消費者角度去看雲端服務平台，而對於平台服務

者，服務上雲端又象徵什麼呢？雲端服務讓基礎建設、平台建置和服務提供三者

可被切割分工，由於無須考量後台設備與管理，服務提供者的市場進入門檻降

低；但也因為基礎設備與平台工具可能不再由服務提供者控制，平台環境的穩定

性與可靠性成為雲端服務平台另個重要議題。 

無論是對著作內容提供者或利用者，雲端世界都帶來新的挑戰 403，這些都

會反映在著作服務平台的使用規範上，但在介紹實務平台的運作規範前，本論文

402 從賣產品改向賣服務，代表消費者可以以費用支出代替資本支出，在經濟不景氣的時代，此

趨勢符合消費者需求，也讓消費方享有較彈性的預算控制。李鍾熙，不景氣 賣服務勝過賣產品，

經濟日報，A4 版，2009/4/2。 
403 與法律相關者便有資訊安全與隱私權、民事責任之歸屬、通訊法中的網路中立性原則、著作

權法裡的授權合約與服務提供者之免責規範等。而本論文以下談的將以提供服務的平台業者與消

費者間的關係為主，從而，焦點放在民事責任與授權合約部分。李治安，當法律漫步在雲端，法

學新論第 25 期，頁 54-62，2010 年八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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擬先對雲端服務型態和特色進行介紹，從雲端服務的技術切入，更能體會影響雲

端服務品質的複雜因素。 

第一節 三種雲端服務型態 

雲端服務指經由網路，將龐大之運算能力提供給使用者應用的服務 404，而

雲端運算服務一般分為三類。第一種是提供原始運算容量的基礎設施即服務 

(Infrastructure-as-a-service, Iaas)，其提供客戶執行應用程式所需的完整架構，使

廠商無須自行購買或租用運行程式的硬體，由於雲端運算具有彈性，客戶可依照

需求付費，而 Iaas 業者也可調節客戶對設備需求的低峰與高峰用量 405；這類型

廠商有 Amazon Webservice、Rightscale、昇陽等。第二種是提供開發環境給應用

程式開發者的平台即服務(Platform-as-a-service, PaaS)，PaaS 通常也提供開發組件

供客戶應用，而程式一完成，PaaS 便代管和提供廣泛的供應使用 406；代表性廠

商如微軟的藍天計畫（Windows Azure）和 Force.com。最後是近年來發展蓬勃的

軟體即服務(Software-as-a-service, SaaS)，這裡的軟體不須像傳統軟體般存放於使

用者的硬碟機或資料中心，客戶以支付月費或使用時付費的方式連線使用 407；

代表性廠商有提供客戶管理 Salesforce.com、Gmail、Dropbox 等。 

 

 

 

 

 

 

圖 9 三種雲端服務型態 

（資料來源: Tim Mather et al. 胡為君譯，雲端資安與隱私：企業風險應對之道，頁 17，2012 年。) 

誠然有些資本雄厚的大廠能兼營 SaaS、PaaS 與 IaaS，但對許多業者而言，

只要租用設備與空間，無須花費大筆經費建置與維護，反而能將精力鎖定在核心

404 翁偉修，雲端運算市場議題，資策會 MIC 報告，頁 1，2013/11/25。 
405 Tim Mather et al. 胡為君譯，雲端資安與隱私：企業風險應對之道，頁 22，初版，2012 年。  
406 Andrew McAfee，站上雲端競爭力，哈佛商業評論，第 63 期，頁 72，2011 年 11 月。 
407 Mather，前揭註 398，頁 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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業務。但也因純 SaaS 需仰賴他人提供的 PaaS 與 IaaS，增加 SaaS 廠商無法自行

掌握的營運控管風險，IaaS、PaaS 的穩定性與可靠性與 SaaS 服務的表現變得環

環相扣、彼此依存 408。 

第二節 數位著作上雲端帶來的的影響 

數位著作與雲端的碰撞突破了許多傳統限制，以創作人為例，著作發表無須

仰賴出版商，近年吹起一股自助出版風尚。例如電子書霸主亞馬遜於 2012 年挾

其通路優勢，推動自行出版業務 Kindle Direct Publishing，讓作者可以在亞馬遜

平台創作後，直接於 Kindle 商店銷售 409；而影音方面則宣布透過 Amazon Studio

的發行平台，出資參與影音媒體創作者的製作 410，藉此，亞馬遜從下游的銷售

通路向上游逆向整合。不讓亞馬遜專美於前，蘋果於 2012 年初，也推出免費的

iBook Author 軟體，並與 iBooks 網路書店結合 411，亦讓許多歐美獨立作家有了

另一條出版作品的渠道 412。 

與電子書、數位音樂通路商的影響力日益增強的現象截然不同者，是軟體界

興起的雲端訂閱模式。與傳統套裝軟體透過特定經銷商提供產品給消費者不同，

雲端訂閱讓消費者直接從網路下載或連線使用服務，這種情況下軟體經銷商僅能

靠提供技術支援服務獲利，經銷商對此趨勢無不倍感壓力。雲端訂閱服務的先驅

像微軟的 Office 365 軟體服務 413，其允許客戶同時在五台不同的裝置上使用，隨

408 See Joe M. Butler et al., Motivation and Overview, in SERVICE LEVEL AGREEMENTS FOR CLOUD 
COMPUTING 3, 6 (Philipp Wieder et al. eds., 2011). 
409 陳修賢，完全圖解雲端經濟 4 強決戰，大寫出版，頁 159，2012 年 6 月。 
410 同前註，頁 97-99。 
411 同前註，頁 159-160。 
412 雲端自助出版模式，一般還能結合社群功能，讓讀者與作者、讀者與讀者間有更密切的互動。

「Kono 瘋讀書」數位閱讀平台全球行銷與策略長羅子亮在與商業周刊的訪談中分析：「自助出版

對作者有三大優勢：一、拿回內容主導權；二、自定售價可控制營收；三、出版流程變得迅速、

有彈性。」一般說來，紙本書從出版社簽約到上市約需兩年，但自助出版最快兩週，而且不用被

編輯審稿、修改。出版紙本書，作家的版稅收入有賴名氣，平均約是定價的兩成以下；但自助出

版，不論知名度高低，作家版稅可拿七成。同篇報導中也提到，根據美國書目資訊服務商 Bowker
在 2012 年十月的統計，2011 年自助出版的電子書發行量較 2006 年成長 129％，同期間紙本書則

為 33％；2012 年八月，《紐約時報》電子書前二十五名暢銷書中，頭一回出現單週內有八本書出

於自助出版作家之手。這些證據顯示自助出版在生產和消費端，趨勢已然成形。單小懿，比《哈

利波特》更賣的小說暴紅術，主婦上網自助出版《格雷的五十道陰影》：一個遭逢中年危機的婦

女，如何靠寫情色小說，從網路世界紅到實體出書，成身價千萬美元暢銷作家？，商業週刊，第

1320 期，頁 86，2013 年 3 月。 
413 微軟 Office 的雲端版本服務 Office 365 包含 Word、Excel、PowerPoint、OneNote、Outlook 等，

還另含 20GB 的雲端儲存空間，目前在台灣上市的月費為新台幣 320 元，年費為 3,190 元，最多

可支援 5 台不同裝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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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隨地存取編輯文件 414，Office 365 自 2011 年推出至今頗受市場青睞，今年已

為微軟帶來逾 150 億美元的營收，後勢持續看漲，微軟表示未來仍會同時提供套

裝版軟體與雲端訂閱版本供消費者選擇 415。Adobe 更在 2013 年年度會議宣布，

未來公司旗下的旗艦性產品 Adobe Creative Suite 將不再推出套裝軟體，全面將服

務移至 Adobe Creative Cloud 雲端訂閱服務 416。除了微軟與 Adobe 外，今年包括

3D 動畫軟體大廠 Autodesk、3D CAD 設計軟體 SolidWorks 也紛紛表態將提供雲

端訂閱服務 417，軟體服務上雲端的潮流已銳不可擋。除了經銷商在雲端世界中

的地位轉變，軟體上雲端也有助於成本節省，網路環境亦讓廠商對消費者使用行

為的監控變得容易。 

對著作利用人而言，雲端服務除提供便利外，更重要的是與社群功能的結

合，讓著作利用人有機會與志同道合者、甚至是著作權人互動，大大加強消費者

對平台的黏著度。此外，平台業者也藉由分析使用者行為，開發客製化的推薦系

統，除了滿足客戶需求外，更能挖掘各式商品的潛在客群，這些客戶資訊除了平

台業者自用，還能連結外部夥伴，爭取額外的廣告服務收入。鑒於與社群互動功

能的結合已經成為消費者選擇雲端平台時的重要考量 418，後文在介紹數位著作

服務平台時，除了談著作利用人使用平台的規範外，也會列出各平台的社群功能。 

414 林秀津，微軟 Office 改推年費版 一人訂閱可用五台電腦，電子時報，2013/3/7，
http://www.digitimes.com.tw/tw/dt/n/shwnws.asp?CnlID=&id=0000325265_PCC1ZS5U7V3FR54HS
BVCE (最後瀏覽日期：2013/12/14). 
415 莊佩穎，Office 365 營收破 15 億美元微軟：套裝與雲端模式並進，電子時報，2013/9/26，
http://www.digitimes.com.tw/tw/dt/n/shwnws.asp?CnlID=1&Cat=60&Cat1=&id=0000351605_ZMS5I
F9Y1QIU4V4MCCDR7&query=%B6%B3%BA%DD%AAA%B0%C8#ixzz2nQGJFiYU (最後瀏覽

日期：2013/12/14). 
416 莊佩穎，Adobe 迎來 100%雲端 經銷通路體系長遠恐受傷，電子時報，2013/5/8，
http://www.digitimes.com.tw/tw/dt/n/shwnws.asp?CnlID=1&Cat=60&Cat1=&id=0000333748_A9H6
WZLF5DQ3Y07FD68HK&query=%B6%B3%BA%DD%AAA%B0%C8 (最後瀏覽日期：

2013/12/14). 
417 莊佩穎，SolidWorks、歐特克擁抱雲端訂閱軟體代理商當自立自強，電子時報，2013/9/30，
http://www.digitimes.com.tw/tw/dt/n/shwnws.asp?CnlID=1&Cat=60&Cat1=&id=0000352019_JUSLB
Q0829C0Y986B0FZC&query=%B6%B3%BA%DD%AAA%B0%C8 (最後瀏覽日期：2013/12/14). 
418 社群對消費者使用著作的影響力與商業價值分析，音樂部分可參考周榮賢、張宏毅、張世明，

KKBOX 使用者參與動機及關係品質對其顧客忠誠度之影響，資訊傳播研究第三卷第二期，頁

95-116；書籍部分可參考簡祐延、丁鴻裕，GoodReads：圖書也能有「社群」？資策會 ITIS 產業

評析，2013/8/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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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節 服務導向平台之規範契約 

壹、新的服務品質規範模式：服務層級協定（Service Level Agreement） 

2011 年四月，亞馬遜的雲端主機因設計失誤，原先在個別可用範圍失去作

用時應不影響整個系統運作的 EBS(Elastic Block Store)出現單一故障點(Single 

point failure)，導致包含 EC2、RDS、Elastic Beanstalk 在內的雲端服務停工多日，

更波及使用亞馬遜平台的 FourSquare、Reddit、Netflix 等用戶 419；微軟 Windows 

Azure 也曾於 2012 年三月、七月斷線，導致北美和西歐地區用戶無法使用服

務 420。IaaS 與 PaaS 斷線造成的下游用戶服務停擺的事件層出不窮，且因使用者

眾，一旦斷線，牽連範圍甚廣。 

針對雲端服務的穩定性，業界多以「服務可用性（availability)」定義，並納

入服務層級協定（Service Level Agreement，SLA）成為服務契約的內容。SLA

係指建立在用戶端(customer)與供應商(provider)間的契約，用以確保資訊科技服

務能滿足用戶端的需求，主要內容包含服務管理（服務可用性、作業狀況評估、

安全性、作業稽核）、權利義務歸屬(收費機制、賠償細則、服務障礙)與服務/技

術衡量基準(定義服務種類和品質參數等因素)421；簡單地說，便是對服務平台提

供專業性表現的承諾與規範。 

 

 

 

 

419 黃永婷、李界寬，雲端服務水準管理架構探討，電腦稽核月刊第 26 期，頁 110，2012 年 7
月。 
420 莊佩穎，閏年蟲造成 Windows Azure 斷線雲端服務隱憂現，2012/3/3，電子時報， 
http://www.digitimes.com.tw/tw/dt/n/shwnws.asp?CnlID=1&Cat=60&Cat1=&id=0000274015_G9LLP
VW92AQPWE4FV2CIY&query=%B6%B3%BA%DD%AAA%B0%C8+and+%A4%A4%C2%5F#ix
zz2nPrz1Pqj，林妍溱，雲端災難日？微軟 Azure、Google Talk、Twitter 都斷線，2012/7/27，
http://www.ithome.com.tw/itadm/article.php?c=75197 (最後瀏覽日期：2013/12/14). 
421 葉乃嘉，雲端運算服務品質之挑戰：談 SLA 發展現況與規範，ITIS 產業評析，2012/6/29 出

版。相同見解可參考工研院，雲端服務應用之服務水準與使用協定先期研究報告，頁 8-11，2012
年十月。available at 
http://www.isecurity.org.tw/uploads/plan/%E9%9B%B2%E7%AB%AF%E6%9C%8D%E5%8B%99%
E6%87%89%E7%94%A8%E4%B9%8B%E6%9C%8D%E5%8B%99%E6%B0%B4%E6%BA%96%
E8%88%87%E4%BD%BF%E7%94%A8%E5%8D%94%E5%AE%9A%E5%85%88%E6%9C%9F%
E7%A0%94%E7%A9%B6%E5%A0%B1%E5%91%8A.pdf（最後瀏覽日期：2013/12/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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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0 SLA 架構內容 

 (資料來源：工研院 IEK2012/07) 

雖然 SLA 的範圍可以很廣，但實際上三種雲端服務提供商運用 SLA 的情況

卻不大相同。提供著作的雲端服務平台多以 SaaS 型態出現，而 SaaS 領域使用

SLA 的情況並不普遍 422，筆者蒐集七個提供數位著作的服務平台，卻僅有一個

提供消費者獨立的 SLA。絕大多數的平台，將本應規範於 SLA 的承諾打散至使

用者條款（Term of Use），但內容卻是盡可能的限縮責任，而非提供保障。接下

來，本論文就透過對這些約款的介紹，看消費者在雲端訂閱環境服務下面對的風

險。 

貳、現存數位內容提供者的規範契約 

由於本節談的重點是權利人提供數位著作的方式，從賣產品的思維改成提供

服務，截斷著作物移轉才是控制著作的不二法門，因此，筆者就採用訂閱服務型

態的著作提供平台進行分析；又考量不同著作類型可能對平台安全與穩定性要求

標準寬嚴不一，本論文將電子書、數位音樂和軟體三種數位著作平台分開介紹。 

422 工研院前揭註，頁 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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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電子書吃到飽模式：Oyster、Scribd、Pubu 飽讀 

亞馬遜的成功證明消費者對電子書的接受度日益提高，且閱讀對許多人而言

僅是消遣，並無重複翻閱同一本書的需求，這類型閱讀習慣者並無太高的購書意

願。另外，許多人原本就是透過出租書店接觸諸如流行雜誌、月刊、漫畫、小說

類型著作，這表示就書籍這項商品而言，應有比直接將書賣斷更好的商業模式。 

這裡要介紹的電子書平台便容許客戶以月費方式，享受無數量限制的電子書

服務，由於不須經歷試閱確認、下單付費等決定時刻，又可以固定價格享受多種

不同數位內容，應可期待正面的市場反應。其實，這種付費就能用到飽的概念在

影音服務 Netflix、音樂串流服務 Spotify 都已經獲得巨大的成功，將相同的概念

推至電子書也不令人意外。 

筆者選擇的三個電子書吃到飽模式都是相當年輕的服務平台，惟皆不提供讀

者獨立的 SLA 承諾，甚至都在服務條款裡強調服務所提供之各項功能，均依該

功能當時之「現況」提供使用，對於因地理關係、頻寬不足導致無法連線的問題

概不負責，自然也沒有相關的補償措施。詳細的服務條款比較，請參考表 4 電

子書吃到飽訂閱平台比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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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 電子書吃到飽訂閱平台比較 

(本研究自行繪製) 

 Oyster Scribd Pubu 飽讀 

基本資料 2013/09/05 創立 2007 以文件分享平台起家，2013/10/01 啟用

讀到飽模式 

2010 年成立電子書城，2013 年七月推出

Pubu 飽讀服務 

費用 每月 9.95 美元 每月 8.99 美元 若以月為期，每月 149 台幣 

若以年為期，每月 91 台幣 

合作出版

商 423 

HarperCollins(部分出版物), Open 

Road, Houghton Mifflin Harcourt 等

等，超過十萬冊電子書 

HarperCollins(其大部分出版物), Workman, 

Kensingston, Sourcebooks, RosettaBooks….逾

三十家，超過四千萬份電子書與文件 

書籍總量約一萬；含括大多數雜誌，但合

作出版商資訊未公開 

社群功能  知道朋友在閱讀的書籍 

 系統推薦書目 

 閱讀心得分享 

 系統推薦書目(亦將資訊提供給出版商) 

 閱讀心得分享 

 可將專屬筆記框起，貼在社群網站與

他人分享 

 提供模擬手寫筆記與畫線服務 

使用限制 帳號專屬 

不保證內容的可用性 424(availability) 

帳號專屬 

不保證內容的可用性 425 

帳號專屬，但可提供他人使用 426 

不保證內容的可用性 427 

423 Laura Hazard Owen, Scribd moves beyond document sharing with $8.99/month ebook subscription service, 2013/10/1, 
http://gigaom.com/2013/10/01/scribd-moves-beyond-document-sharing-with-8-99month-ebook-subscription-service/ (last visited: 2013/12/10). 
424 Oyster ToS, Availability of content(節錄)： Our library of e-books is ever-changing, and we reserve the right to alter the titles available without notice. We do not 
guarantee that any Content (including any e-books) will be made available (or continue to be available) on the Site or through the Services. For example, the availability o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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責任限制 賠償金額至多為 

1)三個月的月費或； 

2)不高於五百美金 

賠償金額至多為 

1)三個月的月費或； 

2)不高於一百美金 

 

利潤分享模

式 

未公開 428 出版商與作者的獲利須看使用者點擊率 429 未公開 

兼營出版商 否。 是。 

由作者自行訂價，作者得保留利潤的八成。 

是。 

作者得保留七成利潤，但須另扣手續費。 

其他 最新的書籍不會出現在平台 最新的書籍不會出現在平台 本服務提供的內容由出版社決定，月刊的

Content may vary from Device to Device, and may be affected by a number of factors. These factors include (but are not limited to) your location, the bandwidth available 
through and/or speed of your Internet connection. We cannot guarantee that the same Content will be available in all countries. 
425 Scribd ToU, 15.1 Limitation of Liability(節錄)：UNDER NO CIRCUMSTANCES, INCLUDING, BUT NOT LIMITED TO, NEGLIGENCE, WILL SCRIBD OR ITS 
AFFILIATES, ……BE LIABLE FOR ANY SPECIAL, INDIRECT, INCIDENTAL, CONSEQUENTIAL, PUNITIVE, RELIANCE, OR EXEMPLARY 
DAMAGES……ARISING OUT OF OR RELATING TO THESE TERMS OR THAT RESULT FROM YOUR USE OR YOUR INABILITY TO USE THE 
MATERIALS AND CONTENT ON THE SCRIBD PLATFORM OR ANY REFERENCE SITES, OR ANY OTHER INTERACTIONS WITH SCRIBD, EVEN IF 
SCRIBD OR AN SCRIBD AUTHORIZED REPRESENTATIVE HAS BEEN ADVISED OF THE POSSIBILITY OF SUCH DAMAGES. 
426 在常見問題中，關於我可以將帳號借給家人或朋友觀看這個問題，Pubu 解答：當然可以，單一帳號支援 4 台裝置+3 台電腦同時瀏覽。與其他平台強調授權專

屬性、不可提供第三人使用不同。https://itunes.apple.com/tw/app/bao-du-dian-zi-shu/id475671800?l=zh&mt=8 (最後瀏覽日期:2013/12/11). 
427 Pubu 會員暨服務條款，12.責任之限制與排除(節錄)：本服務所提供之各項功能，均依該功能當時之現況提供使用，PUBU 對於其效能、速度、完整性、可靠

性、安全性、正確性等，皆不負擔任何明示或默示之擔保責任。PUBU 並不保證本服務之網頁、伺服器、網域等所傳送的電子郵件或其內容不會含有電腦病毒等

有害物；亦不保證郵件、檔案或資料之傳輸儲存均正確無誤不會斷線和出錯等，因各該郵件、檔案或資料傳送或儲存失敗、遺失或錯誤等所致之損害，PUBU 不

負賠償責任。您同意於使用本服務過程中所有資料記錄，均以 PUBU 資料庫所儲存之電子資料為準，如有糾紛或訴訟，並以該電子資料為認定標準。 
428 Steven Bertoni, Oyster Launches Netflix For Books, 2013/5/9, http://www.forbes.com/sites/stevenbertoni/2013/09/05/oyster-launches-netflix-for-books/ (last 
visited:2013/12/11). 
429 Michael Liedtke, Scribd, HarperCollins offer e-book subscriptions, 2013/10/1, at: 
http://www.businessweek.com/ap/2013-10-01/scribd-harpercollins-offer-e-book-subscriptions (last visited: 2013/12/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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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營七年，已聚集相當大量的社群使用者 部分有可能為當期或前一兩期的過刊，周

刊的部分可能為前 2 到 4 期之過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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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數位音樂聽到飽模式：KKBOX 與 Spotify 

許多人會將自己喜愛的歌曲編輯成歌單，並無時無刻收聽這些音樂，若真

的購入所有喜愛的歌曲，即便在 iTunes 出現後允許單曲零售，也必然是筆驚人

開銷。根據 Nielsen SoundScan 市調報告顯示，美國地區 2013 年上半年的網路

音樂下載銷售量，比同期衰退 2.3%，而這個衰退趨勢，已經連續兩個報告年度

發生，這是付費音樂下載出現以來首見的負成長。但更令人意外的是，非法音

樂下載的衰退竟然更為嚴重，去年使用 P2P 非法下載音樂的人數減少 17%，非

法下載音樂檔案的數量更衰退達 26%，有認為造成音樂下載衰退的主因，乃合

法串流服務興起 430。 

音樂聽到飽平台利用串流技術，使用者無需將音樂下載至自己的硬碟便可

收聽各式歌曲，價格上較直接購買數位音樂划算許多，例如允許客戶免費無限

使用的 Spotify 平台，僅靠網路廣告收益就能提供多達兩千萬首合法音樂，毫無

意外地吸引全球眾多用戶。 

與電子書的情況類似，音樂訂閱服務平台亦未提供 SLA 相關承諾，而是將

服務穩定性問題融入使用者條款，先表明僅「按服務當時之功能與現況提供使

用」，再要求平台使用者自行擔負連線不穩定的風險，詳細條款內容請參考表 5

音樂吃到飽訂閱平台比較。 

430 陶忠豪，數位流的未來趨勢？雲端串流、網路電台正在流行－十個串流音樂網站介紹，音

響論壇，第 300 期，頁 90，2013 年九月號，available at 
http://www.pubu.com.tw/news/%E6%95%B8%E4%BD%8D%E6%B5%81%E7%9A%84%E6%9C
%AA%E4%BE%86%E8%B6%A8%E5%8B%A2-551 (最後瀏覽日期：2013/12/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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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5 音樂吃到飽訂閱平台比較 

(本研究自行繪製) 

 KKBOX Spotify 

基本資料  成立於 2004 年 

 超過一千萬首曲目，獲得超過 500

家唱片公司的合法授權。 

 2006 年發源於瑞典，2013 年進入台灣市場 

 超過 2 千萬首合法音樂，但中文歌曲部分

仍遜於 KKBOX。 

費用 免費版本每日可收聽五首歌曲 

台灣地區月費為新台幣 149 元 

免費版本限於電腦版使用，中間有廣告(每小時

約三分鐘) 

台灣地區月費為新台幣 149 元 

社群功能  「一起聽」功能，跟著明星或朋友

一起聽音樂 

 分享歌單或歌曲評論至社群平台 

 以演算法為基礎的音樂推薦功能，並依照

使用者的喜好評分調整推薦內容 431 

 透過社群平台與朋友分享歌單 

使用限制 會員註冊帳號不得轉讓 會員註冊帳號不得轉讓 

責任限制 不保證可用性 432 不保證可用性 433 

利潤分享

模式 

KKBOX 將自己定位為「數位通路」，與

唱片公司依點擊率和營收比例拆帳 434。 

就月費部分：出版社與作者的收入取決於歌曲

被收聽次數 435。 

431 Titan & Liz，KKBOX vs. Spotify：台灣線上串流音樂大戰，2013/9/27， 
http://www.inside.com.tw/2013/09/27/kkbox-vs-spotify (最後瀏覽日期:2013/12/11). 
432 KKBOX 使用者條款，8.責任限制(節錄)：本公司對於透過軟體與服務而提供的任何資訊、

內容、軟體或服務，均僅依各該服務當時之功能及現況提供使用。就連線中斷、延遲或與通訊

相關缺陷，本公司不負任何形式或內容之擔保或保證責任。除法律明文禁止外，在任何情況下，

本公司及其授權人不對任何損失負損害賠償的責任，包括因使用或無法使用軟體或服務而引起

的損失，或其它直接、間接、意外、特別或因應性的損失(包括但不限於生意盈利的損害或遺

失、生意中斷、生意資訊的遺失、和任何其它金錢上的損失)。 
433 Spotify 使用者條款與條件，14.保證(節錄)：我們將盡力提供最好的服務，但用戶應當理解

並同意：Spotify 服務是以「按當時情況」提供，而且不作任何明示或暗示的保證，不附帶任何

形式的條件。用戶在使用 Spotify 服務的 過程中，應自行承擔風險。對於產品是否適銷、是否

適用於某個特定目的、是否構成侵權等，Spotify 拒絕承擔任何保證、拒絕接受任何條件。 
434 Jenny，從桌面到行動：KKBOX 的挑戰與經驗分享，2013/5/8，
http://www.inside.com.tw/2013/05/08/kkbox-challenge-and-experience-sharing-2 (最後瀏覽日

期:2013/12/11). 
435 顏瓊玉，線上音樂新人王 五年讓 iTunes 跳腳：免費當武器，Spotify 揮軍華語市場搶客，

商業周刊，第 360 期，頁 118，2013 年 12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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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軟體服務的提供型態 

前文提到，近幾年已有越來越多的軟體開發商開始提供雲端服務訂閱服

務，除開發商能對軟體使用行為全面監控外，客戶也享有許多利基。首先，客

戶毋庸擔心程式占用硬碟空間的問題，再者，SaaS 提供的是從連線、存取、技

術支援到維護的全面性服務，若遇到後續的使用情況不符預期，客戶也可隨時

喊卡，造成的損失相當有限，不必像傳統軟體授權模式承擔部署失敗的風險 436。 

SaaS 不乏企業使用者，此在商用軟體領域尤其明顯，像是顧客關係管理軟

體(Customer Relationship Management,CRM)、企業資源規劃(Enterprise Resource 

Plan, ERP)、商業智慧(Business Intelligent, BI)、群組管理(Group Software)等，

為了使用服務，企業用戶需要將內部資訊傳至雲端空間，不難想見企業用戶對

於平台安全與穩定性應有更高的要求。只是，筆者在蒐集資訊時，發現並非每

個 SaaS 服務都會提供 SLA，其背後原因可能是 SaaS 僅願意針對大訂戶提供保

證，不願意設下統一標準，當然，有些廠商會直接以價格區分服務品質承諾，

如 Adobe 便將 SLA 分為銅、金不同等級，對於事件回應時間(target response 

time)、服務可用性設下不同服務標準 437。 

筆者挑選 Saleforce 與微軟 Dynamics CRM Online 為比較標的，兩者皆是提

供顧客關係管理軟體之廠商。Salesforce 創立於 1993 年，創辦人馬克貝尼奧夫

以「終結軟體(No Software)」為終極目標，致力推動隨選式 CRM 服務(on-demand 

CRM)，並於 2004 年上市，2006 年思科系統成為 Salesforce 第一萬五千名訂戶，

2007 年日本郵政成為第五萬名訂戶，2008 年營收首次突破十億美元並擠身全美

Top 30 的軟體公司，為指標性 SaaS 大廠 438。雖然 Salesforce 首開 SaaS CRM 服

務先河，但從官網上卻找不到 SLA 承諾，此點甚至成為競爭對手微軟的行銷比

較事項，甚至有網路評論點名 Salesforce 僅願提供大客戶 SLA 保證 439。 

至於微軟的 Dynamics CRM Online 服務，雖然有配套的 SLA，但其設有不

436 楊惠芬，SaaS 就是透過網路提供商業應用軟體的一種新興服務模式，

http://www.ithome.com.tw/itadm/article.php?c=38211&s=2 (最後瀏覽日期: 2013/12/15). 
437 http://www.adobe.com/support/programs/policies/sla.html (最後瀏覽日期：2013/12/17). 
438 蔡芝婷，談雲端服務業者 Salesforce 發展策略，ITIS 產業評析，2012/1/12。 
439 The Promise and Pitfalls of CRM Service Level Agreements,  
http://www.online-crm.com/sla.htm (last visited: 2013/12/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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超過月費的賠償上限，且賠償方式亦僅讓客戶延長服務時間 440(條款以 Service 

Credit 稱之)，事故發生的舉證責任與通報程序對客戶都是負擔，顯見 SLA 制定

係以廠商為主導者 441。詳細內容請參考表 6 CRM 雲端訂閱服務比較表。

440 不僅是 SaaS 服務，IaaS 與 PaaS 的賠償方式皆是如此，應屬業界常態，包含 Micorsoft 
DynamicCRM, Google App, GoGrid Cloud Hosting, AT&T Cloud Architect, Amazon EC2 等。See 
also, W. Kuan Hon et al., Negotiating Cloud Contracts: Looking at Clouds From Both Sides Now, 16 
STAN. TECH. L. REV. 81, 90-91 (2012) (提到多數服務提供者僅願以 service credit 方式做為違反

SLA 的補償，金錢賠償或停約等方式很少出現). 
441 賠償方法與賠償上限的趨勢可參考工研院，前揭註 421，頁 21-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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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6 CRM 雲端訂閱服務比較表 

(本研究自行繪製) 

Microsoft Dynamics CRM Online SLA Salesforce.com Master Subscription Agreement 

承諾的每月正常運作時間百分比為 99.9%，低於此將提供不同程度之補償

(Service Credit)。 

盡到商業上努力維持服務的可用性，但無特定承諾比率 442。 

補償限制： 

1. 每個月提供客戶的補償以客戶該月支付之費用為上限。 

2. 客戶須遵守服務條款方得主張賠償。 

3. 客戶主張補償時需提供事件發生之合理說明，包括但不限於事件發生之

時間、影響的使用者數量、影響區域、客戶期望的解決方案。 

4. 客戶主張補償時須在該事件發生的下個月月底前提供足夠的證據

賠償以事件發生時為基準，其一年內客戶支付的金額為上限 443。 

 

從 Salesforce 的網站上找不到與 SLA 相關資訊，此點也遭到競爭者

微軟的批評 444。根據網路文章報導，Salesforce 僅提供大客戶與大訂

單 SLA 之保證。 

442 3.1. Provision of Purchased Services(節錄). We will (a) make the Services and Content available to You pursuant to this Agreement and the applicable Order Forms…… 
(c) use commercially reasonable efforts to make the online Purchased Services available 24 hours a day, 7 days a week, except for: (i) planned downtime (of which We shall 
give at least 8 hours electronic notice and which We shall schedule to the extent practicable during the weekend hours between 6:00 p.m. Friday and 3:00 a.m. Monday 
Pacific time), and (ii) any unavailability caused by circumstances beyond Our reasonable control, including, for example, an act of God, act of government, flood, fire, 
earthquake, civil unrest, act of terror, strike or other labor problem (other than one involving Our employees), Internet service provider failure or delay, Non-Salesforce.com 
Application, or denial of service attack. 
443 Salesforce Master Subscription Agreement, 11.1 Limitation of Liability： 
NEITHER PARTY'S LIABILITY WITH RESPECT TO ANY SINGLE INCIDENT ARISING OUT OF OR RELATED TO THIS AGREEMENT WILL EXCEED THE 
AMOUNT PAID BY CUSTOMER HEREUNDER IN THE 12 MONTHS PRECEDING THE INCIDENT, PROVIDED THAT IN NO EVENT WILL EITHER PARTY’S 
AGGREGATE LIABILITY ARISING OUT OF OR RELATED TO THIS AGREEMENT EXCEED THE TOTAL AMOUNT PAID BY CUSTOMER HEREUNDER. 
444 CRM Online VS SalesForce.com, http://www.crminnovation.com/crm-consulting/crm-vs-salesforce.htm (last visited: 2013/12/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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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ufficient evidence to support the Claim)。 

5. 微軟將近商業上合理的努力，在 45 日內處理客戶的賠償主張。 

補償排外事項： 

(a)預先排除適用 SLA 時段發生的事件；(b)以下因素引發的效能問題：(i)超

出微軟合理控制範圍引起的效能問題。(ii) 因相關的外加服務(add-on feature)

導致的問題，包括但不限於網路行銷與稽核服務。(iii) 因客戶、第三方的軟

硬體或服務引發的問題。(iv) 因客戶或第三方採取之行動或未採取行動所導

致的問題。(v) 導因於客戶，或客戶之員工、代理商、承包商或供應商，或

任何利用客戶密碼或設備取得微軟「服務」存取權限者的行為 445。(vi) 當微

軟提供您修正服務的建議後，您並未遵守而造成的問題。(vii)間歇性、短於

十分鐘的停擺（downtime）。(viii) 於 Beta 測試與試用期發生之事件。 

445 That resulted from actions or inactions by Customer or Customer’s employees, agents, contractors, or vendors, or anyone gaining access to Microsoft’s network by means 
of Customer’s passwords or equip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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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節 小結 

本論文在第四章談到在數位著作的世界裡，著作媒介物正逐漸消失，而著

作權利耗盡原則的適用關鍵卻是在對「物」的轉讓，因此爭議的重心在無體著

作物上是否也能適用權利耗盡，此議題在 2012 年歐盟的 UsedSoft 案與 2013 年

美國的 ReDigi 案正式浮出檯面。筆者認為，若能透過科技措施確認特定交易標

的的單一性(而非特定性)，就應適用權利耗盡，不該因電子傳輸過程中必然產

生卻不具經濟意義的重製物而犧牲交易相對人(消費者)對物的處分權。 

到了著作上雲端的時代，著作的交易型態從移轉所有權轉變為賦予使用機

會，著作權人以提供服務代替提供產品（著作物）。本章提到各種類型的數位著

作都出現雲端訂閱服務，以會員方式讓消費者使用著作，在這種運作模式下，

著作權能更掌握消費者的使用行為，而著作利用人也能享有經濟實惠的服務內

容，從調查數據看來，市場對訂閱服務的接受度不斷提高，訂閱服務很可能成

為未來數位著作交易的發展趨勢。 

以服務為中心的商業模式，完全斷絕著作權利耗盡的發生，未來著作權人

與著作利用人間的規範重心，除了一般的使用限制外，還有整個雲端服務平台

的品質問題。筆者以 SLA 為觀察重點，挑選不同的數位訂閱服務平台進行分

析，發現電子書與音樂領域中的大多數服務提供者並不提供額外的 SLA 承諾，

反而在網路服務常見的使用條款中排除與連線穩定性的義務；而軟體訂閱服務

領域雖存在 SLA，其提供的補償方式與額度都相當限縮，除了有定型化契約是

否公允令人質疑，服務提供的規範準則恐怕還需仰賴行業自律與法規介入 446。 

446 例如，IBM 全球資訊科技服務事業部總經理葉緯提到，現今 SLA 著重在乘載量(Capacity)，
多談硬體的可靠度、有效度等，層次較低，未來，隨著企業將更多資料或資產放上雲端後，SLA
的規範內容也會產生變化，從原來僅要求乘載量到關注功能、應變速度等議題，例如要求在服

務地法令改變時，服務供給方須在一個月內修正且符合法令。莊沛穎，雲端服務層級協定新躍

進 供需雙方彼此推升質變，電子時報，2013/2/8，
http://www.digitimes.com.tw/tw/dt/n/shwnws.asp?CnlID=1&Cat=60&Cat1=&id=0000322389_2164
0H547MJGVJLKF5F2S&query=%B6%B3%BA%DD%AAA%B0%C8（最後瀏覽日期：

2013/12/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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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章 結論與建議 

數位著作適用權利耗盡遇到的問題在於著作物型態的改變，從傳統的有體

物走到無體物，讓著作與著作物的區隔變得模糊不清。然而，權利耗盡制度的

發韌，係以有體物交易為構思對象設計，當時雖有「著作權屬無體財產」之概

念，但著作權人卻必須仰賴「實體媒介物」進入市場交易，「媒介物無體化」的

趨勢仍難想像。偏偏，著作物與著作權二者的可區分性，正是權利耗盡適用的

前提，這才讓媒介物無體化時代下該如何操作權利耗盡成為難題。 

著作權人為了將利益最大化，自然想控制著作物的售後行為，期待能從每

一次著作利用、每一個著作利用人手上獲取利潤，從而商業實務上發展出各式

迴避權利耗盡發生的手段；其中最具爭議性者，便是將授權取代銷售的契約型

態。美國與中國大陸的法院實務多從尊重契約自由的角度出發，相信市場機制

與自由意志是平衡權利的最佳選項，因此多接受著作權利人設計的定型化授權

契約，認同「只付款一次並可永久使用，但所有權仍保留在著作權人手上」的

奇怪條款。本論文認為，契約自由的確是現代消費社會交易活絡的基石，但真

正的自由應構築在締約雙方締約地位的平等性與協商可能性之上，定型化契約

到底還算不算自由意志展現頗令人存疑，若過度將交易屬性的判斷與單方擬定

的契約文字掛勾，必將導致犧牲公眾（著作利用人群體）的結果。 

相較於美國極端強調契約自由，判決幾乎是一面倒向著作權利人(尊重其締

約文字、不考慮締約地位差異、對著作權權利濫用適用範圍嚴格限縮)，本論文

認為歐盟法院在 2012 年的 UsedSoft 案對銷售概念的解釋更符合常理：具有對

價給付、讓契約當事人獲得不具時間限制的使用權就屬銷售，至於契約文字是

「授權」或「銷售」不宜成為判斷關鍵。歐盟法院跳脫契約文字的解釋，同時

在判決指出在電腦軟體交易行為中，必須對「銷售」採廣義解釋，不允許著作

權人透過扭曲契約名稱來架空權利耗盡，否則將無法達成原先權利耗盡制度的

立法意旨 447。 

 

447 CJEU Case C-128/11, UsedSoft v. Oracle,〔2012〕E.C.R. I-0000, at ¶ 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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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7 各地區法院對銷售與授權區辨態度比較 

(本研究自行繪製) 

地區 對契約與銷售應如何區辨之態度 代表性案例 

美國 契約自由為主流思想 Vernor v. Autodesk 

中國 契約自由為主流思想 郭力訴微軟案 

台灣 較不明確，但似以契約自由為主流思想  澎湖地院 88 年易字 128

號刑事判決 

 最高法院94年度台上字

第 5083 號刑事判決 

 臺灣高等法院97年度上

易字第1609號刑事判決 

 智財法院98年刑智上易

字第 79 號判決 

歐盟 納入較強烈的公共政策考量 UsedSoft v. Oracle 

如同本論文在第二章述及權利耗盡理論背後的政策思考，權利耗盡是透過

對價平衡 448調節物權人與著作權人間的關係，同時肩負捍衛著作近用權、促進

創新、保護消費者隱私與促進市場效率等任務，法院在處理相關交易定性爭議

上，不宜過度偏重契約自由而忽略上開重要的社會功能，否則在契約自由至上

的解釋體系中，原先為鼓勵文化分享與創造的著作權法很可能被扭曲為單向保

護著作權人商業利潤的工具。 

在個案中將著作權法立法目的納入考量的這個思維，在著作權權利濫用制

度中有所體現，美國法院提出當「權利人擴張其有限的著作排他權至他領域」

時，便屬權利濫用而不得行使著作權；筆者認此原則的操作應能維護著作權制

度的公平性，可成為台灣法院面對契約與著作權法衝突時的借鏡，將民法關於

權利濫用的帝王（但難以成立）條款落實於著作權法，為多數處在締約弱勢地

位的消費者爭取合理的著作利用空間。 

從契約自由與著作權法界線應如何劃分的上位問題抽離，回到適用著作權

448 以對價平衡為核心探討權利耗盡制度，參沈宗倫，前揭註 24；沈宗倫，前揭註 123，頁 161-2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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權利耗盡原則時，銷售與授權該如何區別的這個爭議；筆者認為，只有著作權

本身才是可以被授權的標的，著作物的交易型態可以是買賣或租借，卻沒有「授

權著作物」的可能。消費者是否獲得著作權授權與是否獲得著作物所有權是兩

個不相干的問題，即便交易相對人對著作僅有有限的使用權也不改變著作物已

經移轉的事實，因此「著作物是銷售或授權」根本是個不存在的問題。 

然而，科技的進步讓著作權人能利用電子契約拘束每個著作使用者，讓原

先僅具相對拘束力的契約產生類似法律的對世性，若所有使用人皆同意種種使

用限制條款，著作權人一樣能架空著作權權利耗盡。對此，以使用限制間接達

到排除權利耗盡（例如禁止還原工程、必須搭配特定產品使用）的情況，吾人

須謹記著作權法提供著作權人的排他權本是種法定、限縮的權利，其最終的目

的是促進創新與文化流通，此意謂著作利用人在著作體系中也應享有一定程度

的權利，因此才有合理使用、著作權權利濫用等著作權限制存在。 

從規避銷售發生這點切入，著作權人在數位著作上雲端後有了更進階的策

略，把過去提供「著作產品」的交易型態，改成提供「著作服務」。無論是電子

書、音樂或軟體，雲端訂閱模式的流行完全跳脫移轉著作物的爭議，服務依照

使用量或使用時間收費再符合消費者期待不過，著作權人不需擔心使用者爭執

自己取得著作物的所有權，權利耗盡自是不復存在。關於數位著作交易型態之

遞嬗與權利耗盡適用關係，請參考圖 13 數位著作交易方式之遞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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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1 數位著作交易方式之遞嬗 

（本研究自行繪製） 

不過，服務導向的著作利用模式意謂著作權人能透過服務契約(Terms of 

Service)和使用契約(Terms of Use)加強對著作的控制，偏偏數位著作的使用與重

製難以脫鉤，在權利耗盡無法成為制衡手段的情況下，著作利用人基本上只剩

合理使用這項工具；惟，合理使用在操作上極不具可預測性，訴訟風險恐造成

著作利用的寒蟬效應。著作數位化為著作權人與著作利用人帶來的便利太多，

著作無體化的現象已不可逆，筆者認為應將著作利用權概念法制化，避免著作

權人利用契約綁架著作。 

著作到了雲端世界，伴隨商業模式的巨變，也產生許多的新的法律問題，

本論文第六章便以服務品質為焦點，討論服務層級協議之商定因雲端服務分層

分工而出現，當服務風險控管者不必然是服務提供者時，不意外地，服務提供

者選擇盡力限縮己身責任，讓沒有談判籌碼的一般消費者自行承擔服務不穩的

風險。這種利用定型化契約規避責任的現象，從最傳統的實體著作物交易形態

到著作提供服務化時代都未曾消失，除非主管機關能推動示範條款，否則以現

行法院對定型化契約條款「顯失公平」解讀標準之嚴苛，加上服務提供契約難

定義交易雙方有何應盡的權利義務，消費者利用著作的規範最終將完全以服務

提供者需求為中心。 

在未來研究建議方面，著作物從實體走向無體化的媒介轉變，例如學術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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料庫有逐漸取代購買紙本學術期刊的現象出現，雖然資料庫給消費者更彈性化

的選擇空間（無須整本購買，可拆購），但代價是較高的取得成本與接受檔案無

法被自由利用與移轉，到底如何為實體著作與無體電子檔案定價才合理也頗值

得研究，這亦涉及前文談到，當消費者付出「足夠對價」而取得所有權時，應

對自己的所有物（無體數位檔案）享有多少使用自由有關。除了著作利用權相

關研究外，鑒於著作與雲端的結合是未來消費者取用數位著作的趨勢，因此與

雲端相關的法律問題，如管轄權認定、資訊安全、隱私、司法跨境執行等議題

的重要性必然不斷提高，這些都值得深入探討。 

在法律問題之外，雲端技術對整體著作體系帶來的改變也不容忽視，如同

本論文第六章提到的自助出版、經銷商地位變遷、社群影響力大增等現象，也

都可以平台的使用者經驗蒐集，或實際發行著作量的數據統計等方式，分析其

背後存在的風險與機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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