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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基於網際網路對資訊傳播產生根本性的變革，我國遂參酌世界智慧財產權組

織著作權條約（WIPO Copyright Treaty，簡稱 WCT）第 8 條及歐盟資訊社會指令

（Directive 2001/29/EC）第 3 條第 1 項，於 2003 年立法制定公開傳輸權，賦予權

利人專有以通訊方法提供著作內容，令公眾得以於自主選定的時間及地點接收著

作內容之權利。立法迄今已逾十五載的今日，綜析公開傳輸權侵害之判決後發現三

大待解決之問題：「公開傳輸權之權利範圍不明」、「公開傳輸權之侵權認定標準浮

動」以及「公開傳輸權之權利限制規定（亦即合理使用及民事免責事由）之解釋適

用方向未明」。為解決上開問題，本文挑選我國實務上與網路技術相關之判決，並

將之類型化成兩大類：「超連結之提供」及「其網路服務被第三人用來侵害他人之

公開傳輸權」，並將歐盟法院、美國法之判決分成上開兩大類型為比較法研究，嘗

試解答「網路服務提供者之服務提供行為究屬直接侵權或間接侵權」、「公開傳輸行

為之認定」、「超連結提供行為之法律評價」、「公開傳輸權權利限制規定應如何解釋

適用」等問題。 

 本文認為，雖新技術的發展往往帶動著作財產權之創設或擴張，但因著作權提

供創作者創作誘因、著作之散布需仰賴初次配銷者之前提已不復存在，實應針對寬

泛定義的公開傳輸行為予以限縮解釋，尤其更應避免著作權法過度限制網路使用

者使用超連結之網路活動，否則不啻形同侵害網路使用者在網路空間中的行動自

由。另，關於網路服務提供者之服務提供行為的法律評價，本文建議應引入美國法

上 volition 要件，一方面解決因直接侵權人非屬我國司法管轄，而無法追究其間接

侵權行為之責任的問題外，另一方面亦能解決由用戶下達指令所引發的非法公開

傳輸結果應歸責於網路服務提供者抑或是用戶的問題。 

 關於公開傳輸權之權利限制規定之適用，在歐盟法院引入基本權以擴張解釋

權利限制規定的啟發下，本文建議在公開傳輸權案件中，得將基本權考量納入著作

權法第 65 條第 1 項「一切情狀」的要件中。此外，自網路服務提供者之安全港條

款之適用結果造成服務提供者之責任不當擴張及減縮的美國法經驗，網路服務提

供者之民事免責事由的解釋應嚴守服務提供者應立於「被動性、中立性」的精神，

避免因不當擴張或減縮網路服務提供者之責任範圍而影響到著作權法公開傳輸權

之權利範圍所預設的權利平衡。 

 自公開傳輸權之管制所衍生的眾多難題可知，除非拋棄傳統規制實體空間的

著作權管制思維，改以去權力中心化，透過利害關係人間不斷的對話與意識形態的

競爭，以此一由下而上的方式形塑出網路空間的全球治理架構，始能根本性地解決

網路跨國界、任何管制手段動輒阻斷全球資訊流通的弊病，並期望本文能作為我國

重新省思網路空間活動的應有管制圖像的開端。 

 

關鍵字：公開傳輸權、超連結、網路服務提供者、直接侵權與間接侵權之區別標準、

權利範圍、合理使用、網路服務提供者之民事免責事由（安全港條款）、侵權認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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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緒論 

第一節 問題意識 

 於數位科技開始發展的 1970 年代，著作傳輸的方式不再限於以訊號傳輸的單

點單向或單點多向的傳輸模式，而是朝向以多點多向為基礎的網際網路協定作為

傳輸的主要技術，其中，著作易於複製、易於利用、易於儲存及易於向公眾傳達等

特點，挑戰傳統著作權法架構中關於著作財產權之行使、認定侵權之標準。又，保

護文學及藝術著作之伯恩公約（Berne Convention for the Protection of Literary and 

Artistic Works），簡稱伯恩公約（Berne Convention），乃以無線廣播為規範背景，其

規範已無法應付當前以數位科技利用著作的主流，世界著作權組織（WIPO）遂於

1996 年制定國際著作權公約（WIPO Copyright Treaty，簡稱 WCT），其中第 8 條將

以數位科技向公眾傳達著作內容的行為納入規範，並以概括條款（umbrella clause）

之立法模式，允許各會員國於符合公約保護向公眾傳達權（right of communication 

to the public）的實質內涵的前提下，在其既有的內國法律框架中，自由地擇定對此

權利保護的規範形式，如：創設新的權利、擴張既有權利的保護內涵，均得為之。 

 為符合國際規範，我國於 2003 年增訂著作權法第 3 條第 1 項第 10 款、第 26

條之 1 等規定，創設「公開傳輸權」，惟觀察我國就公開傳輸權侵權之相關判決發

現，我國公開傳輸權侵權之民事判決為數不多，刑事判決中針對公開傳輸權侵權之

認定標準不僅浮動，又高度繫於行為人之主觀要件，忽略公開傳輸權客觀要件之解

釋，扭曲公開傳輸權作為民事財產權應有之性質，實有必要針對我國公開傳輸權之

民事侵權標準為討論。 

 我國文獻雖多有針對公開傳輸權之民事侵權認定為討論，但多數文章係以「技

術」為基礎1，討論該技術在著作權法下的責任認定，其中又以 ezPeer 和 Kuro 案

                                                      
1 1. 以「超連結」之侵權責任為研究主體者有：吳建興，論歐盟法院判決中之超連結予公開傳輸權

－以 GS Media 案判決為中心，科技法律透析，29 卷 8 期，頁 44-70，2017 年 8 月；馮震宇，訊框

連結是否侵害著作權？，月旦法學雜誌，86 期，頁 26-7，101 年 7 月；蘇育正，超連結 (hyperlink) 

的著作權法問題－以 WCT 第 8 條「向公眾傳達權」為中心，國立臺灣大學法律學院法律系研究所

碩士論文，2018 年 7 月；謝榮林，超鏈結（HYPERLINK）與智慧財產權關係之研究，輔仁大學法

律學研究所碩士論文，92 年 7 月。 

2. 以「點對點傳輸」之侵權責任為研究主體者有：陳榮林，點對點傳輸之著作權侵害問題—以美國

法為中心，國立交通大學科技法律研究所碩士論文，92 年 6 月；魏序臣，網路資訊交換與著作權

相關責任之研究，天主教輔仁大學法律學系碩士論文，2010 年 1 月；王怡蘋，Peer-to-Peer 多媒體

傳輸科技著作權問題之研究，台灣科技法律與政策論叢，3 卷 1 期，頁 203-240，2006 年 3 月；王

怡蘋，論 P2P 業者之責任—以 ezPeer 和 Kuro 為例，台灣科技法律與政策論叢，3 卷 1 期，頁 203-

40，2006 年 3 月。  

3. 以「雲端服務提供者」之侵權責任為研究者體者有：程法彰，雲端服務提供者的網路著作權侵權

責任－以 Aereo 案件為出發，法令月刊，66 卷 2 期，頁 76-91，2015 年 2 月；許家寧，論資訊儲存

服務中介者著作權法之角色—以音樂著作為中心，國立臺灣大學法律學院法律系研究所碩士論文，

2017 年 7 月；林庭如，「由使用者提供內容」網站著作權問題之研究－以 YouTube 為例，臺灣大學

科際整合法律學研究所學位論文，2009 年 1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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歷審歧異的實務見解為研究主軸者多，少有聚焦在公開傳輸權此一權利之權利範

圍為研究主體之文獻。隨著文化傳播方面的產業集中化加劇，內容提供產業同時也

是平臺提供產業，其不僅是用戶傳播資訊不可或缺之媒介，更是創造資訊之重要窗

口，我國著作權法之研究重心遂從以往的網路服務提供者之侵權責任限制2，過渡

到網路服務提供者之間接責任認定3，隨著著作權法第 87 條第 1 項第 7 款及第 8 款

之立法，研究重心遂轉往此兩款之解釋、適用4。 

 綜觀目前我國的研究成果，網路服務提供者之責任限制的解釋適用、網路服務

提供者（包括點對點傳輸、雲端儲存業者）之間接責任之認定、著作權法第 87 條

第 1 項第 7 款及第 8 款之解釋適用等議題已發展成熟，雖公開傳輸權之上開議題

皆涉及公開傳輸權，惟未有文獻整體梳理我國所有涉及公開傳輸權之實務見解及

案件類型，雖目前的文獻多涉及比較法研究，但未針對個案事實類型的相似性為分

類與比較，亦未有針對公開傳輸權之規範與合理使用、網路服務提供者之責任限制

之間的互動為討論，封網保全處分的議題上，復未有文獻針對我國目前之法制基礎

上，就權利人請求封鎖境外侵權網站之可能法條基礎為討論，基於此一研究缺口

（research gap），筆者遂為此文以期為此一研究缺口拼上一塊拼圖。 

                                                      
2 沈宗倫，對於我國著作權法關於網路服務提供者民事責任豁免立法之初步評析，中正財經法學，

創刊號，頁 257-96，2010 年 1 月；陳人傑，網際網路服務提供者免責規範單一立法模式之探討，

智慧財產權月刊，71 期，頁 54-81，93 年 11 月；王怡蘋，著作權法關於網路服務提供者之民事免

責規範，月旦法學雜誌，頁 25-41，2009 年 10 月；劉佩玲，以 YouTube 在美國訴訟案最新發展為

例—兼論我國網路服務提供者涉及之著作權侵權責任，華岡法粹，60 期，頁 127-82，105 年 6 月；

李治安，失衡的承諾：著作權法責任避風港規範之立法政策評析，43 卷 1 期，頁 143-206，2014 年

3 月；陳琮勛，著作權法網路服務提供者侵權責任限制之研究—以美國案例為中心，國立臺灣大學

法律學系研究所碩士論文，100 年 7 月；盧怡伶，網路服務提供者之著作權侵害責任，國立成功大

學法律研究所碩士論文，99 年 8 月；姚信安，從著作權利人之角度檢討通知取下程序之立法，台

灣法學雜誌，322 期，頁 37-44，2017 年 6 月；林利芝，權利消長，天平傾斜—探究「通知/取下」

程序之平衡假象，258 期，39-60 頁，2016 年 10 月；林利芝，影音網站著作權侵害與過濾機制衍生

爭議之研究，東吳法律學報，23 卷 4 期，頁 89-124，101 年 4 月；姚信安，從著作權利人之角度檢

討通知取下程序之立法，台灣法學雜誌，322 期，頁 37-44，2017 年 6 月。 
3 馮震宇，月旦裁判時報，54 期，著作權間接侵權之適用—論智財法院 104 年度刑智上易字第 82

號刑事判決，頁 35-43，2016 年 12 月；王怡蘋，論著作權法之間接侵害—從德國案例所獲之啟示，

東吳法律學報，19 卷 4 期，頁 75-105，2008 年 4 月；姚信安，從美國法角度探討我國著作權民事

間接侵權責任相類制度，中正財經法學，2 期，頁 139-99，2011 年 1 月；程法彰，網路平台業者對

使用者智慧財產權侵權的責任與義務議題探討，月旦法學雜誌，294 期，頁 86-100，2019 年 11 月；

覃思嘉，從美國專利法及著作權法之間接侵權責任論我國著作權間接侵權責任之建構，東海大學法

律學研究所碩士論文，2019 年 6 月；陳奎霖，著作權間接侵權責任體系之探討，國立臺北大學法

律學系碩士論文，2019 年 7 月；張中愷，比較法觀點論我國網路服務提供者著作權間接責任及責

任限制，國立政治大學法律科際整合研究所碩士論文，103 年 7 月。 
4 馮震宇、胡心蘭，從間接侵權責任論著作權法 P2P 責任立法之商榷，月旦法學雜誌，151 期，頁

203-18，2007 年 12 月；馮震宇，從間接侵權責任與三振條款立法看 ISP 責任之商榷，月旦民商法

雜誌，38 期，頁 5-22，2012 年 12 月；陳曉慧、陳皓芸、王怡蘋，數位機上盒之著作權法增修條文

評析，月旦法學雜誌，293 期，頁 165-78，2019 年 10 月；覃思嘉，同前註；陳奎霖，同前註；姚

信安，論我國著作權網路服務提供者責任規範之發展與實踐，科技法學評論，8 卷 2 期，167-218

頁，2011 年 12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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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 研究架構 

 本研究分為六章，第一章為緒論，先鳥瞰整部研究的架構內容，並指明研究動

機、研究範圍與研究方法。第二章分為三個部分：第一部分介紹我國公開傳輸權之

權利範圍、限制及侵權責任之立法規範；第二部分介紹我國實務如何認定公開傳輸

權之侵害，並整理出我國實務見解相歧異的案件類型，並以此等實務爭議案件類型

為討論核心；第三部分檢討前開實務操作模式，內容包含實務上侵權認定標準浮動、

未建立明確的公開傳輸行為要件的認定標準、直接責任與間接責任之間的認定標

準不明、服務提供者的間接責任無所從屬等問題。第三章，為修補實務見解諸多缺

漏，本研究依照爭議案件類型為分類標準，將歐盟法院、美國判決進行整理，分別

整理出我國爭議案件於歐盟法及美國法上的法律評價，梳理出兩個司法管轄權就

相同事實為不同（或相同）法律評價的理由及背後的政策考量。第四章分為兩個部

分：第一部份討論我國公開傳輸權之權利範圍限制，分別觀察歐盟法及美國法之立

法及司法實務，整理出兩個司法管轄權就我國爭議案件所涉及的權利限制規範的

司法解釋趨勢及方向，以歐盟法及美國實務的經驗，提供我國爭議案件就合理使用

之解釋適用提供指引；第二部份討論我國公開傳輸權之責任主體限制—網路服務

提供者之民事免責事由，分別觀察歐盟法及美國法之立法及司法實務，整理出兩個

司法管轄權就我國爭議案件所涉及的網路服務提供者之民事豁免規範的司法解釋

趨勢及方向，以歐盟法及美國實務的經驗，提供我國爭議案件就網路服務提供者之

民事豁免規範之解釋適用提供指引。第五章，針對本文第二章所提出的問題，包括

「公開傳輸權之權利範圍」、「公開傳輸權之民事侵權認定」、「直接侵權與間接侵權

之分野」以及「公開傳輸權之權利限制的解釋適用」四大議題，逐一提供本文見解

及解答。第六章為本文各章節之總結整理，及未來跨國網路侵權下著作權法針對公

開傳輸權保護可能的改革方向之政策建議。 

第三節 研究方法與研究範圍 

 首先，本研究之討論主體為我國著作權法第 3 條第 1 項第 10 款、第 26 條之 1

所規制的公開傳輸權，不及於廣播電台、表演者之鄰接權，並自我國實務針對公開

傳輸權侵害認定相歧異的案件類型為出發，針對此等實務爭議案件類型為討論核

心，研究範圍向外輻射開展涵蓋到「公開傳輸權之權利範圍」、「公開傳輸權之民事

侵權認定」、「直接侵權與間接侵權之分野」以及「公開傳輸權之權利限制」幾大主

題。另外，本文之研究範圍僅限於公開傳輸權侵害之民事責任，不及於刑事責任；

公開傳輸權民事侵權認定之討論，僅限於直接侵權，間接侵權不與之；公開傳輸權

之權利限制可區分為權利範圍之限制（著作權法第 44 條以降）及責任主體之限制

（著作權法第六章之一），公開傳輸權之合理使用及網路服務提供者就公開傳輸權

侵權責任之民事免責事由適用上的技術建議並非本文討論重點，本文關心的是合

理使用在公開傳輸權案件中解釋的方向，以及我國著作權法第六章之一是否會實

質上不當地擴張或減縮網路服務提供者之責任範圍，導致著作權法公開傳輸權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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權利範圍所預設的權力平衡因而失衡的問題。 

 次之，本文採取文獻分析法、比較法研究及個案分析法作為研究方法。 

 文獻分析法部分，本文聚焦在網路技術與著作權相關之文獻，包含國際公約之

起草紀錄；比較法上，聚焦在歐盟、美國之學術文章、立法資料及法院判決；我國

法部分，則包含我國學者文章、各級法院判決、行政機關令函及其他政府公開資訊。

 比較法研究部分，本文以歐盟法及美國法為主要研究對象。我國公開傳輸權之

立法係參考 WCT 第 8 條、歐盟資訊社會指令第 3 條第 1 項之規定，此外，我國最

具爭議的公開傳輸權爭議案件類型：超連結及其服務被第三人用來侵權此兩種，歐

盟法院對此作出諸多判決；我國著作權法之實務及學說發展咸受美國法影響甚深，

台美貿易談判中亦屢次涉及著作權法議題，基於以上理由，本文遂以歐盟法及美國

法為比較法對象。 

 個案分析法部分，本文將整理我國實務判決內容，製作成適合討論的案例類型

進行分析，並針對此些案例類型，找出歐盟法院及美國實務相似個案事實的判決，

以相似個案事實為比較基礎，整理出歐盟法、美國法及我國法相同及相異的侵權判

斷，試圖勾勒出最妥適的公開傳輸權之權利範圍。 

 最後，因歐盟法規範僅針對原則重要性之事項為規定，為觀察歐盟各國如何以

立法及司法實踐歐盟法規範之精神及目標，本文遂進一步參考德國及英國之立法

及司法實務。 

第四節 研究用語與名詞解釋 

 本文的研究對象涉及著作權國際公約、區域性條約、各國之著作權法條文及判

決，不同的條約與法律中之用語不盡相同，相同用語所指涉的上位概念或許相近，

但具體的行為定義、規範模式、權利範圍可能有所差異；同樣地，不同用語所指涉

的上位概念或許不盡相同，但具體的行為定義、規範模式、權利範圍可能十分相近。

為求本文用語一致並避免讀者對名詞翻譯有所混淆，本文將用語統一如下表所示： 

Communication to the Public 向公眾傳達 

Making Available to the Public 向公眾提供 

Public Performance 公開表演 

Public Display 公開展示 

Transmission 傳輸 

Retransmission 再傳輸 

Communication 傳達：專指透過表演者無實體重製著作內容，且未借助機械或電子

器具，以無實體形式讓公眾得以接觸著作內容5。 

Secondary liability；Accessory liability 間接侵權責任（歐盟法用語） 

Indirect liability 間接侵權責任（美國法用語） 

Information Society Service Provider, abbr. ISSP 資訊社會服務提供者（歐盟電子商

                                                      
5  MAKEEN FOUAD MAKEEN, COPYRIGHT IN A GLOBAL INFORMATION SOCIETY 12 (The Netherlands: 

Kluwer Law International, 2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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務指令之用語） 

Online Content Sharing Services Providers, abbr. OCSSP 線上內容共享服務提供者

（2019 年歐盟數位著作權指令之用語） 

Service Provider 服務提供者（1998 年美國千禧年數位著作權法之用語）6 

 

  

                                                      
6 為尊重各國不同著作權法法制之法條用語及定義，本文於介紹各國著作權法法制時，仍採用該國

法制所使用的法條用語，基本上，歐盟電子商務指令所指的「資訊社會服務提供者」之範圍即相當

於美國千禧年數位著作權法所指的「服務提供者」，在我國法脈絡下，即相當於我國著作權法所指

的「網路服務提供者」。為避免本文用語上之混淆，本文於講述網路服務提供者之概念時，除非涉

及美國千禧年數位著作權法及歐盟數位著作權指令之脈絡，否則一律使用我國著作權法之用語，即

網路服務提供者，併此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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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我國公開傳輸權發展現況與困境 

第一節 我國規範 

第一項 我國公開傳輸權之規範 

 我國傳統著作財產權之行使乃以「終端消費者感知著作內容之方式」，將著作

財產權區分為有形利用權及無形傳達權，前者指消費者取得著作之重製物後，在其

所選擇之時間及地點，感知著作內容，包括重製與散布權；後者指由著作提供者於

事先訂好的時間單向提供著作，消費者處於被動地位感知著作內容，包括公開口述、

公開播送、公開上映、公開演出、公開展示權7。學者沈宗倫則從創作者對於著作

內容之經濟利用方式為觀察，將著作財產權區分為「重製著作內容以具體化」及「將

著作內容直接對公眾傳達」兩種利用方式，前者所支配者多為有形的著作物或重製

物，消費者易於針對著作物或重製物再為利用（如：影印、二手書出租或販賣），

權利範圍包括重製權、利用原著作再為創作之改作權、編輯權，更及於將重製後之

著作物對外向市場流通之散布權、出租權及進口權；後者所支配者為直接對公眾傳

達著作內容之「呈現情境」，包括呈現之時間、地點、潛在的接收公眾及呈現之手

段，權利範圍包括公開口述、公開播送、公開上映、公開演出、公開展示權。8 

 然而，隨著數位科技的發展，消費者打破傳統被動接收著作內容之模式，而能

夠以自行選定之時間、地點感知著作內容，此一無形傳達之利用型態為現行法所漏

未規範，我國遂於 2003 年新增公開傳輸權，於著作權法第 3 條第 1 項新增第 10 款

規定：「公開傳輸：指以有線電、無線電之網路或其他通訊方法，藉聲音或影像向

公眾提供或傳達著作內容，包括使公眾得於其各自選定之時間或地點，以上述方法

接收著作內容。」；於著作權法第 26 條之 1 第 1 項規定：「著作權人除本法另有規

定外，專有公開傳輸其著作之權利」；並於著作權法第 92 條規定：「擅自以[…]公

開傳輸[…]之方法侵害他人之著作財產權者，處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科或

併科新臺幣七十五萬元以下罰金。」 

 雖其立法乃參酌 WCT 第 8 條及資訊社會中著作權與相關權利之調和指令

（Directive 2001/29/EC of the European Parliament and of the Council of 22 May 2001 

on the harmonisation of certain aspects of copyright and related rights in the information 

society，以下簡稱資訊社會指令）910第 3 條第 1 項及第 2 項，惟我國之公開傳輸權

                                                      
7 羅明通，著作權法論 I，頁 576-7，2014 年，8 版。 
8 沈宗倫，由美國 Cartoon Network LP, LLLP v. CSC Holdings, INC. 一案對於我國著作權法的啟示

與借鏡—以「公開傳輸權」為中心，智慧財產權評論，10 卷 1 期，頁 43-44，2012 年 6 月。 
9  Directive 2001/29/EC of the European Parliament and of the Council of 22 May 2001 on the 

harmonisation of certain aspects of copyright and related rights in the information society, 2001 O.J.(L167) 

10 [hereinafter InfoSoc Directive]. 
10 詳細之規定介紹參後揭註 17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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並非概括性的上位權利，而僅是與其他著作財產權同等位階的「向公眾提供權」11。

詳言之，於 2003 年之修法理由中提及：「公開傳輸之行為…與公開口述、公開播

送、公開演出等單向之傳統傳達著作內容之型態有別」，並以「技術」作為權利判

斷之標準，將公開傳輸權限於「以網路或其他（筆者按：相類）之通訊方法」，而

不包括網路以外之通訊方法。因此，與國際公約相較，我國之公開傳輸權實質上屬

於「以網路為媒介之向公眾提供權」。就國際公約之角度觀察，WCT 第 8 條「向公

眾傳達權（Right of Communication to the Public）」之權利範圍，於我國著作權法之

脈絡下，相當於我國之公開上映、公開展示、公開演出、公開播送權及公開傳輸權
12。 

第二項 我國公開傳輸權侵害之民事救濟 

 以下條文之註釋雖多援引學者王澤鑑之著書，惟其見解已廣受實務所遵循13，

誠具參考價值，併此說明。 

第一款 著作權法第 88 條之損害賠償請求權 

 著作權法第 88 條第 1 項：「因故意或過失不法侵害他人之著作財產權或製版

權者，負損害賠償責任。數人共同不法侵害者，連帶負賠償責任。」為被害人在著

作權法上請求損害賠償之請求權基礎，如著作權法未規定時，方適用民法侵權行為

規定補充之（著作權法第 1 條後段）14。 

一 單獨侵害之損害賠償請求權 

 著作權法第 88 條第 1 項前段：「因故意或過失不法侵害他人之著作財產權或

製版權者，負損害賠償責任。」，性質上屬於侵權行為定性，且條文設計與民法第

184 條第 1 項前段相同，屬於民法第 184 條第 1 項前段「一般侵權行為」之特別規

定，故本條之解釋適用，自應依民事侵權行為之一般原則15。 

（一） 侵害他人公開傳輸權之加害行為 

 侵害他人公開傳輸權之加害行為係指，客觀上就受我國著作權法保護之著作，

侵害該著作排他性之權能。所謂「受我國著作權法保護之著作」，意指「著作權人

本於人類之精神活動與作用，所獨立完成之足顯作者之個別性的客觀表達16」，並

                                                      
11 謝銘洋，智慧財產權法，頁 206-7，2016 年，7 版。  
12 謝銘洋、張懿云，著作權法公開傳輸權之研究期末報告，頁 110-11，92 年 5 月。 
13 智慧財產法院民事判決 102 年度民商上字第 8 號：「以上參見○○○教授著「侵權行為法」第一冊，

2008 年 3 月版，第 97 至第 100 頁。○○○教授係研究侵權行為法之權威教授，其上揭侵權行為要件

結構論述為實務及學界所遵循。」，經本文比對 2008 年 3 月版的侵權行為法第一冊第 97 至第 100

頁之內容後，判決所指○○○即為王澤鑑教授。 
14 法務部法律字第 0970019368 號函釋。 
15 沈宗倫，對於我國著作權法關於網路服務提供者民事責任豁免立法之初步評析，中正財經法學，

創刊號，頁 261，2010 年 1 月；蕭雄淋，著作權法論，頁 280，2015 年 2 月，8 版。 
16 我國著作權之保護要件有五：原創性、須為人類精神上之創作、具一定之表達形式、須足以表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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應排除著作財產權期間屆滿之著作、不受保護之外國人著作（第 4 條），或是不得

為著作權標的之著作（第 9 條）等。又所謂權利之侵害，係指「並非出於著作財產

權人之意思，而為著作之利用」17。所為之著作利用行為，必須以著作權法第 22 條

至第 29 條之 1 所明定之著作財產權為限。其中，著作權法第 26 條之 1 第 1 項之

公開傳輸權，即為本文研究之客體。 

（二） 因侵害行為致生損害 

 侵權行為的成立須以發生損害為必要18。侵權行為損害賠償請求權，以受有實

際損害為要件，若無損害，則無賠償19。且權利須「因」加害人的加害行為而受侵

害，亦即，「權利」受侵害是否因其侵害行為而發生（責任成立的因果關係）20，兩

者須具相當因果關係。所謂相當因果關係，無此行為，雖必不生損害（條件關係），

惟有此行為，通常足生此損害（相當性）者而言21。 

 另，「損害」與「權利受侵害」間的因果關係，亦即，因權利侵害而生的損害，

何一部分損害應歸由加害人負賠償責任的問題，屬責任範圍的因果關係22，係決定

加害人的損賠責任範圍，非屬本文討論之範圍，併此說明。 

（三） 侵害人具備故意、過失23 

 故意者，指行為人對於構成侵權行為之事實，明知並有意使其發生（直接故意）；

或預見其發生，而其發生並不違背其本意（間接故意或未必故意）2425。公開傳輸

權侵害之故意，行為人須有下列認識：(A)著作同一性的認識；(B)對於著作之著作

財產權人之權利的認識；(C)對於其公開傳輸行為之認識。至於其行為產生如何之

結果，無認識之必要26。 

 過失者，行為人雖非故意，但按其情節應注意並能注意而不注意者，或對於構

成侵權行為之事實，雖預見其能發生，而確信其不發生者27，亦即，行為人須對侵

                                                      
出作者的個別性，以及非屬不受保護之客體。參謝銘洋，同前註 11，頁 95-108。 
17 蕭雄淋，同前註 15，頁 280。 
18 在我國現行法下如無損害，雖不成立侵權行為，但無礙於主張不作為請求權(民法第 767 條)。 
19 王澤鑑，侵權行為法，頁 223，2013 年 2 月。 
20 王澤鑑，同前註，頁 233。 
21 王澤鑑，同前註，頁 249-50。 
22 王澤鑑，同前註，頁 233。 
23 智慧財產法院 106 年度民著上易字第 7 號判決：「蓋著作權侵害仍屬一般民事侵權之一環，而侵

權行為損害賠償之債，係為填補權利人因侵權行為所生財產上或非財產上之損害，旨在調和個人自

由及社會安全之基本價值下，係採過失責任主義為原則，亦即以加害人有故意或過失不法侵害他人

權利為其成立要件，若其行為並無故意或過失，即無賠償可言。」。 
24 通說認為民法上故意的解釋應同於刑法第 13 條之故意。參王澤鑑，同前註 19，頁 305。 
25  民法上故意的成立，通說採故意說(Vorsatztheorie)，侵害人必須有違法性(違反義務性)的認識，

如未認識到行為之不法性，僅得構成過失，另，違法性認識之錯誤，亦當然排除故意，僅得論過失。

參王澤鑑，同前註 19，頁 306。 
26 蕭雄淋，同前註 15，頁 281。 
27 通說認為民法上過失的解釋應同於刑法第 14 條之過失。王澤鑑，同前註 19，頁 3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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害結果具有預見性及可避免性（或預防性），此構成了注意的必要要件28。關於過

失之認定標準，應以是否怠於善良管理人之注意（抽象的輕過失）為斷29，所謂善

良管理人之注意，意指通常合理人的注意，即行為人應具其所屬職業、某種社會活

動的成員通常所具的智識能力，認定過程係將加害人具體的「現實行為」，衡諸善

良管理人在同一情況的「當為行為」，若認定其有差距，即加害人的行為低於注意

標準，謂有過失30。至於善良管理人之注意的判斷因素，包括行為的危害性（被害

法益之種類及嚴重性）、損害發生機率、行為的性質及效益、防範措施的成本（時

間、精力、費用等）31。 

（四） 侵害行為具有不法性 

 所謂不法性，又稱違法性，狹義而言係指違反禁止或命令（規範違反），指著

作權法第 88 條第 1 項前段及後段所稱「不法」，又因公開傳輸權屬於無體財產權

之一，為受法律保護之重要價值，有一定的保護範圍，並具社會公開性，故適採「結

果不法說」，由侵害結果認定侵害行為之不法性，如存在阻卻違法事由，則得將行

為之不法性排除32。 

 因此，於侵害公開傳輸權案件中，當行為人侵害著作財產權人之公開傳輸權33

時，即推定行為之不法性，例外於存在公開傳輸權限制行使之情形，如著作權法第

49、50、53、61 條及第 65 條中的「權利限制（豁免規定）」及「合理使用」所定

的利用態樣，始可認為具被阻卻違法事由，其侵害行為欠缺不法性，而不成立損害

賠償責任。 

二 共同侵害之損害賠償請求權 

 著作權法第 88 條第 1 項後段：「數人共同不法侵害者，連帶負賠償責任。」係

「共同侵害著作財產權」之損害賠償責任的請求權基礎，惟所謂「數人共同不法侵

害者」所指為何，因本法未進一步規定，則參照民法相應之規定（著作權法第 1 條

後段），實務亦採同一見解34。 

                                                      
28 王澤鑑，同前註 19，頁 308。 
29 參最高法院 19 年上字第 1746 號判例、最高法院 26 年鄂上字第 3 號判例。 
30 王澤鑑，同前註 19，頁 309。 
31 最高法院 93 年台上字第 851 號判決：「行為人已否盡善良管理人之注意義務，應依事件之特性，

分別加以考量，因行為人之職業、危害之嚴重性、被害法益之輕重、防範避免危害之代價，而有所

不同。」詳細的解說與分析，請參王澤鑑，同前註 19，頁 310-15。 
32 王澤鑑，同前註 19，頁 277-8。 
33 依結果不法說，不法性判斷之對象為人的行為，而非損害結果本身，蓋因「結果非價值」，故不

法性與否仍以行為人之行為為斷，但因權利為法律保護之價值，並具社會公開性，故以行為導致的

權利受損結果本身作為行為受法律非難之基礎。 
34 實務雖未明文以著作權法第 1 條後段為據，但於論究著作權法第 88 條第 1 段後段之共同侵權責

任時，直接引據民法第 185 條可知，實務於解釋著作權法第第 88 條第 1 段後段時，以民法之相應

規範為補充規定。參臺南地方法院刑事附帶民事訴訟判決 99 年度智附民字第 5 號、臺灣板橋地方

法院民事判決 94 年度智(一)字第 46 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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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狹義共同侵權責任 

 民法第 185 條第 1 項：「數人共同不法侵害他人之權利者，連帶負損害賠償責

任。不能知其中孰為加害人者亦同。」又依司法院 66 年例變字第 1 號之解釋內容，

可知共同侵權行為人仍須各自具備侵權行為之要件，若其中一人無「故意或過失」

及「不法行為」，則其並非侵權行為人，即非共同侵權行為人，自無與其他具備侵

權行為要件之人，負共同侵權行為之連帶賠償責任可言。 

（二） 造意及幫助侵權責任（民法第 185 條第 2 項） 

 民法第 185 條第 2 項：「造意人及幫助人，視為共同行為人。」，本條所稱「造

意」、「幫助」，相當於刑法上之「教唆」、「幫助」概念，是以「造意」，係指教唆他

人使之生侵權行為決意，並進而為侵權行為。而「幫助」，則指予行為人助力，使

之易於為侵權行為，其助力包含物質及精神上幫助。主侵權行為人或「直接侵權行

為人」須為侵權行為，且客觀上造意、幫助行為均須出於故意，並對侵權結果之發

生有相當因果關係，造意人、幫助人始負共同侵權責任。準此，我國對「造意」、

「幫助」之侵權責任係採從屬說，並非獨立說，並以故意為必要，不將之「過失化」
35。再者，所謂故意，係指行為人對於構成專利侵權之事實，明知並有意使其發生

者，此為直接故意；或預見其發生而其發生並不違背其本意，此為間接故意36。 

第二款 著作權法第 87 條第 1 項第 7 款之擬制侵權責任 

 著作權第 87 條第 1 項第 7 款：「有下列情形之一者，除本法另有規定外，視

為侵害著作權或製版權：七、未經著作財產權人同意或授權，意圖供公眾透過網路

公開傳輸或重製他人著作，侵害著作財產權，對公眾提供可公開傳輸或重製著作之

電腦程式或其他技術，而受有利益者。（第 1 項）前項第七款、第八款之行為人，

採取廣告或其他積極措施，教唆、誘使、煽惑、說服公眾利用者，為具備該款之意

圖。（第 2 項）」 

 自立法理由可知，本款係為係針對「部分不肖網路平台業者，以免費提供電腦

下載程式為號召，並藉口收取手續與網路維修費等營利行為，在網路上直接媒合下

載與上傳著作權人之文字與影音著作，卻不願支付權利金給著作權人，嚴重侵害著

作權人之合法權益，及故意陷付費良善下載者於民、刑法之追訴恐懼中，上述行為

至為不當，有必要明確修法來規範不肖平台業者的行為。37」本款非難之行為係「提

供行為」，至於技術提供者對於使用者之後續著作權侵害行為，在民事上是否成立

「共同不法侵害」、「造意」或「幫助」；刑事上是否另成立「共犯」、「教唆犯」

                                                      
35 王澤鑑，同前註 19，頁 458；孫森焱，民法債編總論(上冊)，頁 279，2013 年。著作權法實務未

針對民法第 185 條表示過意見，惟專利法實務就民法第 185 條的主觀要件是否限於故意一事，則

呈現相歧異的見解，參王立達、陳師敏，專利間接侵權之制度規範：我國判決實證研究與法制建議，

科技法學評論，11 卷 2 期，頁 73，2014 年。 
36 智慧財產法院民事判決 103 年度民專上字第 16 號。 
37 著作權法第 87 條第 1 項第 7 款之立法理由。 



‧
國

立
政 治

大

學
‧

N
a

t io
na l  Chengch i  U

niv

ers
i t

y

DOI:10.6814/NCCU202001391

11 

或「幫助犯」，另行判斷。就本款之主觀要件，技術提供者必須是意圖使公眾為不

法侵權利用之意圖，提供技術（如：ezPeer、Kuro 或 Foxy 等 P2P 點對點傳輸軟體）
38，始屬本款所規範之範圍。然因意圖係行為人內心主觀之狀態，難以判斷，故規

定以行為人客觀上採取廣告或其他積極措施，教唆、誘使、煽惑公眾利用該技術侵

害著作財產權等行為，推定其具備「供公眾透過網路公開傳輸或重製他人著作，侵

害著作財產權」之意圖。舉例來說，教導消費者將 CD 轉檔成 MP3 格式，以用於

特定 MP3 播放器，如僅單純提供轉檔程式，基於科技中立，原則上無違反本法疑

義；然如提供者採取額外積極措施，意圖供公眾利用該轉檔程式侵害著作財產權者，

則該當本款之規制行為39。 

 因此，本款之構成要件有四：未經著作財產權人之同意或授權，對公眾提供電

腦程式或其他技術、屬可公開傳輸之電腦程式或其他技術、「供公眾以公開傳輸之

利用型態，侵害著作財產權」之意圖、技術提供者受有利益。立法理由雖表示本款

之立法係參考美國最高法院 Grokster III 案判決中的誘引侵權責任，但本款是否屬

於間接侵權民事責任之立法、是否引入美國法上之誘引侵權責任、本款構成要件之

解釋是否得以參酌美國最高法院 Grokster III 案判決等等，皆尚有疑義。 

第三款 著作權法第 87 條第 1 項第 8 款之擬制侵權責任 

 著作權第 87 條第 1 項第 8 款：「有下列情形之一者，除本法另有規定外，視

為侵害著作權或製版權： 

八、明知他人公開播送或公開傳輸之著作侵害著作財產權，意圖供公眾透過網路接

觸該等著作，有下列情形之一而受有利益者： 

（一）提供公眾使用匯集該等著作網路位址之電腦程式。 

（二）指導、協助或預設路徑供公眾使用前目之電腦程式。 

（三）製造、輸入或銷售載有第一目之電腦程式之設備或器材。」 

 因境外網站盜版猖獗，為打擊匯集侵權影音連結的機上盒或 APP（應用程式），

協助解決影視音產業發展問題，確保影視音內容產業的合法競爭，修法明確禁止以

下三種惡性重大的提供行為，課以民刑事責任：第一種情形，提供公眾下載使用匯

集侵權影音連結的 APP，例如將匯集非法影音網路連結的 APP（俗稱追劇神器）

上架到 Google Play 商店或 App Store 等網路平臺給民眾下載使用。所謂「匯集」

侵權影音的連結，是指將侵權影音內容的連結集中於 APP，讓民眾更為便利去接

觸非法影音內容。第二種情形，雖沒有直接提供電腦程式，而另以指導、協助或預

設路徑供公眾下載使用電腦程式，例如：製造或銷售的機上盒雖然沒有內建上述的

追劇神器，但卻於網頁上或由銷售員個別指導或協助民眾安裝。第三種情形則是，

製造、輸入或銷售載有可以連結侵權著作 APP 的設備或器材，例如：製造、進口

或是在市面上銷售內建非法追劇神器的機上盒40，或是內建可連結至侵權網站之

                                                      
38 智財局 108 年 5 月 10 日電子郵件 1080510。 
39 智財局 108 年 9 月 6 日電子郵件 1080906。 
40  經 濟 部 智 慧 財 產 局 ，「 著 作 權 法 第  87 條 、 第  93 條 條 文 」 修 正 後 之 相 關 問 題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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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PP 的智慧電視41。惟對於一般沒有內建連結侵權內容 APP 的手機、平板或合法

OTT 機上盒等裝置機器，基於科技中立原則，該等裝置機器非屬侵害著作權之商

品42。 

 著作權法第 87 條第 1 項第 8 款之「明知」，於第一目的情形下，係指提供者

明知其所匯集之網路位址中的內容皆為侵權著作；於第二目的情形下，係指提供者

明知其所提供的電腦程式內匯集之網路位址中的內容皆為侵權著作；於第三目的

情形下，係指提供者明知其所提供的裝置機器內建之電腦程式所連結至的目的地

（雲端資料庫、侵權網站）中含有侵權著作43，主觀要件具備後而仍繼續提供電腦

程式、安裝上的技術協助或裝置機器者，則其「提供行為」應被視為侵害著作權。

至於「愛奇藝」、「Netflix」或「YouTube」等應用程式，其所連結的著作內容，如

係合法取得著作財產權人之同意或授權者，則上架銷售此款應用程式、或技術上協

助安裝，或是提供內建此等應用程式之載具，並無違反著作權法第 87 條第 1 項第

8 款之規定44。 

第四款 其他侵害責任 

 著作權法第 88 條之 1 規定：「依第八十四條或前條第一項請求時，對於侵害

行為作成之物或主要供侵害所用之物，得請求銷燬或為其他必要之處置。」 

 茲所謂「前條第一項」係指第 88 條第 1 項「因故意或過失不法侵害他人之著

作財產權或製版權者，負損害賠償責任。數人共同不法侵害者，連帶負賠償責任。」

而言；所謂「侵害行為作成之物」係指盜版品；所謂「主要供侵害所用之物」，包

括燒錄機、壓片機、印刷機等主要作為侵害著作權或製版權所用之物。另，「銷毀」

係指將該等物品破壞，使之無法再被使用；「其他必要之處置」，係指須達到無法再

被用於侵害之相同效果者而言45，「必要」則指著作權法所賦予司法機關之裁量權

以「必要」為限，蓋人民之財產權雖非不得予以剝奪，惟不得逾必要之程度，始能

符合我國憲法第 23 條之規定46。 

 因此，權利人除了依著作權法第 84 條請求排除、防止侵害以及依同法第 88 條

請求損害賠償外，權利人尚得依本條對於盜版品或其他主要供侵害所用之物，概念

相當於刑法上的犯罪所用、所生之物，得請求銷毀或為其他必要處分，又稱為「銷

毀請求權47」。 

 民法第 179 條規定：「無法律上之原因而受利益，致他人受損害者，應返還其

利益。雖有法律上之原因，而其後已不存在者，亦同。」 

                                                      
https://www.tipo.gov.tw/tw/cp-86-703895-4a981-1.html (最後瀏覽日：2020 年 6 月 25 日)。 
41 智財局 108 年 7 月 29 日智著字第 10816008410 號令函、智財局 108 年 7 月 8 日電子郵件 1080708。 
42 智財局 108 年 7 月 8 日電子郵件 1080708、智財局 108 年 5 月 15 日電子郵件 1080515c。 
43 智財局 108 年 7 月 31 日電子郵件 1080731c、智財局 108 年 7 月 29 日智著字第 10816008410 號

令函。 
44 智財局 108 年 8 月 14 日電子郵件 1080814。 
45 章忠信，著作權法逐條釋義，頁 229，2017 年，修訂 4 版。 
46 羅明通，著作權法論 II，頁 551，2014 年，8 版。 
47 羅明通，同前註，頁 551。 

https://www.tipo.gov.tw/tw/cp-86-703895-4a981-1.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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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未經著作財產權人同意或授權而公開傳輸他人著作之人，由於享有原應歸屬

於著作財產權人之排他性的公開傳輸權能，遂欠缺法律上之原因而受有利益，致著

作財產權人受有損害者48，權利人得依民法第 179 條以下之規定，請求返還所收受

或享有之不當利益。雖著作權法未設有不當得利之規定，惟只要符合不當得利之要

件，權利人亦得請求（著作權法第 1 條後段），其與著作權法第 88 條之損害賠償請

求權之性質、目的及要件各殊49，權利人雖不能就損受損害為重複請求，但因兩者

之消滅時效差異甚鉅50，如損害賠償請求權已罹於時效，消滅時效較長的不當得利

請求權之存在即有實益51。 

第三項 我國公開傳輸權之權利例外與限制 

第一款 我國公開傳輸權之權利限制規範 

 於我國法中，涉及公開傳輸權之權利限制者有著作權法第 49、50、53、61、

65 條，與本文之討論個案（亦即，我國公開傳輸權適用上具有實務爭議者）：「於

網頁中張貼著作所在之超連結」、「其服務被第三人用以侵害公開傳輸權的網路服

務提供者」52有關者僅為，著作權法第 49、61、65 條。 

 著作權法第 49 條規定：「以廣播、攝影、錄影、新聞紙、網路或其他方法為時

事報導者，在報導之必要範圍內，得利用其報導過程中所接觸之著作。」同法第 61

條規定：「揭載於新聞紙、雜誌或網路上有關政治、經濟或社會上時事問題之論述，

得由其他新聞紙、雜誌轉載或由廣播或電視公開播送，或於網路上公開傳輸。但經

註明不許轉載、公開播送或公開傳輸者，不在此限。」同法第 65 條規定：「著作之

合理使用，不構成著作財產權之侵害。（第 1 項）著作之利用是否合於第四十四條

至第六十三條所定之合理範圍或其他合理使用之情形，應審酌一切情狀，尤應注意

下列事項，以為判斷之基準： 

一、利用之目的及性質，包括係為商業目的或非營利教育目的。 

二、著作之性質。 

三、所利用之質量及其在整個著作所占之比例。 

四、利用結果對著作潛在市場與現在價值之影響。（第 2 項）」 

第二款 網路服務提供者之民事免責事由 

                                                      
48 此一態樣屬於非給付型之不當得利中的「權益侵害不當得利請求權」，此類不當得利，只要因侵

害應歸屬他人權益而受利益，即可認為該當「基於同一原因事實致他人受損害」要件，不以有財產

移轉為必要，德國法下將之稱為「受益與受損直接性」，亦即「致他人受損害」要件可由侵害他人

權益行為取代之，此一特徵於屬於無體財產權之著作權侵害案件中甚有實益。參王澤鑑，債法原理

第二冊：不當得利，頁 167，2013 年。 
49 兩者之差異，詳參王澤鑑，同前註，頁 170-2。 
50 侵權行為損害賠償請求權之時效依民法第 197 條第 1 項，自請求權人知有損害及賠償義務人時

起二年，自有侵權行為時起十年。而不當得利請求權之時效依民法 125 條，則為十五年。 
51 蕭雄淋，同前註 15，頁 285。 
52 我國公開傳輸權之爭議個案討論，詳見本文「第二章、第二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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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數位時代中，多數網路侵害著作權之行為，係透過網路服務提供者之服務而達

成，基於網路使用者之匿名性及分散性，網路服務提供者往往成為著作權侵害訴訟

中的被告，為將網路服務提供者之責任風險明確化，並建立保護著作權人之網路環

境：基於網路服務提供者風險趨避的角度，促進網路服務提供者提供朝向，確認網

路服務提供者之服務提供與著作權侵害間因果關係相偏離的事前防護，及事後減

少著作權侵害可能擴大的損害的「責任安全港」制度53，以 1998 年美國千禧年著

作權法下「網路服務提供者線上著作權侵害責任限制法」中的美國著作權法第 512

條為參考，於我國 98 年 5 月 13 日由總統公布施行著作權法第六章之一「網路服

務提供者之民事免責事由」。 

一 免責之主體及要件 

 只有我國著作權法所定之四種網路服務提供者，始能主張本章之民事免責事

由，依著作權第 3 條第 19 款規定：「網路服務提供者，指提供下列服務者：（一）

連線服務提供者：透過所控制或營運之系統或網路，以有線或無線方式，提供資訊

傳輸、發送、接收，或於前開過程中之中介及短暫儲存之服務者。（二）快速存取

服務提供者：應使用者之要求傳輸資訊後，透過所控制或營運之系統或網路，將該

資訊為中介及暫時儲存，以供其後要求傳輸該資訊之使用者加速進入該資訊之服

務者。（三）資訊儲存服務提供者：透過所控制或營運之系統或網路，應使用者之

要求提供資訊儲存之服務者。（四）搜尋服務提供者：提供使用者有關網路資訊之

索引、參考或連結之搜尋或連結之服務者。」 

 第一種類型，連線服務提供者，其免責事由規定在著作權法第 90 條之 5，若

其有「一、所傳輸資訊，係由使用者所發動或請求」或「二、資訊傳輸、發送、連

結或儲存，係經由自動化技術予以執行，且連線服務提供者未就傳輸之資訊為任何

篩選或修改」之情形者，連線服務提供者對其使用者侵害他人著作權或製版權之行

為，不負賠償責任。第二種類型，快速存取服務提供者，其免責事由規定在著作權

法第 90 條之 6，若其有「一、未改變存取之資訊」、「二、於資訊提供者就該自動

存取之原始資訊為修改、刪除或阻斷時，透過自動化技術為相同之處理」或「三、

經著作權人或製版權人通知其使用者涉有侵權行為後，立即移除或使他人無法進

入該涉有侵權之內容或相關資訊」之情形者，快速存取提供者對其使用者侵害他人

著作權或製版權之行為，不負賠償責任。第三種類型，資訊儲存服務提供者，其免

責事由規定在著作權法第 90 條之 7，若其有「一、對使用者涉有侵權行為不知情」、

「二、未直接自使用者之侵權行為獲有財產上利益」或「三、經著作權人或製版權

人通知其使用者涉有侵權行為後，立即移除或使他人無法進入該涉有侵權之內容

或相關資訊」之情形者，資訊儲存服務提供者對其使用者侵害他人著作權或製版權

之行為，不負賠償責任。第四種類型，搜尋服務提供者，其免責事由規定在著作權

法第 90 條之 8，若其有「一、對所搜尋或連結之資訊涉有侵權不知情」、「二、未

直接自使用者之侵權行為獲有財產上利益」或「三、經著作權人或製版權人通知其

                                                      
53 沈宗倫，同前註 15，頁 26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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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用者涉有侵權行為後，立即移除或使他人無法進入該涉有侵權之內容或相關資

訊」之情形者，搜尋服務提供者對其使用者侵害他人著作權或製版權之行為，不負

賠償責任。 

二 「通知—移除」相關程序 

 著作權法第 90 條之 10 規定，網路服務提供者在以下兩種情形，移除涉嫌侵

權之內容者，對涉有侵權之使用者之行為，無庸負損害賠償責任。其一，快取服務

提供者、資訊儲存服務提供者及搜尋服務提供者「經著作權人或製版權人通知其使

用者涉有侵權行為後，立即移除或使他人無法進入該涉有侵權之內容或相關資訊」

者（第 1 款）；其二，網路服務提供者於「知悉使用者所為涉有侵權情事後，善意

移除或使他人無法進入該涉有侵權之內容或相關資訊」者（第 2 項）。 

 當網路服務提供者移除或使他人無法進入該涉有侵權之內容或相關資訊後，

著作權法第 90 條之 9 復針對資訊服務提供者之後續處理程序設有規範：應將移除

及阻斷使用者接觸的處理情形「依其與使用者約定之聯絡方式或使用者留存之聯

絡資訊，轉送該涉有侵權之使用者。」（第 1 項）；接獲通知之使用者如「認其無侵

權情事者，得檢具回復通知文件，要求資訊儲存服務提供者回復其被移除或使他人

無法進入之內容或相關資訊。」（第 2 項）；「資訊儲存服務提供者於接獲前項之回

復通知後，應立即將回復通知文件轉送著作權人或製版權人。」（第 3 項）；當著作

權人與製版權人接獲上開通知之後，得自由決定是否向使用者提起著作權侵害訴

訟：「著作權人或製版權人於接獲資訊儲存服務提供者前項通知之次日起十個工作

日內，向資訊儲存服務提供者提出已對該使用者訴訟之證明者，資訊儲存服務提供

者不負回復之義務。」（第 4 項）；如資訊服務提供者未為起訴者，依第 5 項之規

定：「著作權人或製版權人未依前項規定提出訴訟之證明，資訊儲存服務提供者至

遲應於轉送回復通知之次日起十四個工作日內，回復被移除或使他人無法進入之

內容或相關資訊。但無法回復者，應事先告知使用者，或提供其他適當方式供使用

者回復。」 

三 三振條款 

 網路服務提供者除了須該當著作權法第 3 條第 19 款之定義，並按其所提供之

服務性質，分別適用第 90 條之 5 至第 90 條之 8 所定的免責事由外，其尚須符合

第 90 條之 4 規定的共通要件：「一、以契約、電子傳輸、自動偵測系統或其他方

式，告知使用者其著作權或製版權保護措施，並確實履行該保護措施。二、以契約、

電子傳輸、自動偵測系統或其他方式，告知使用者若有三次涉有侵權情事，應終止

全部或部分服務。三、公告接收通知文件之聯繫窗口資訊。四、執行第三項之通用

辨識或保護技術措施。」其中，第 2 款則為「三振條款54」。 

                                                      
54  國內文獻稱該款為三振條款，參李治安，失衡的承諾：著作權法責任避風港規範之立法政策評

析，台大法學論叢，43 卷 1 期，頁 149，2014 年 3 月；李治安，網路服務提供者民事免責事由之

要件分析，載於：國際比較法下我國著作權法之總檢討，頁 458，103 年 12 月；沈宗倫，同前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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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 我國公開傳輸權侵害之實務見解 

 行政院及立委黨團於 107 年及 108 年 5 月提出著作權法部分修正草案，其中

關於公開傳輸權之定義修正，改以公開傳輸之「傳達特性」為權利之區辨標準，並

採用科技中立之立法模式，將未來新發展之傳輸科技納入公開傳輸之規範範疇的

修法方向55，殊值可採。惟，公開傳輸權立法文字之調整是否得以解決我國實務現

存之爭議，則須觀察我國公開傳輸權於司法實務上的操作所生的結論歧異的問題

是否得以獲得解決。因此，以下就我國涉及公開傳輸權之所有判決為鳥瞰，並按個

案所應用之「技術」將判決類型化成六種，逐一觀察各種類型所涉及關於公開傳輸

權之法律爭議，是否得以因公開傳輸權定義的立法文字調整而獲解決，如否，則進

一步探究我國公開傳輸權實務爭議案件的民事責任認定中所存在的尚待解決問題

為何，以作為本文之研究主體。 

 附帶說明，我國著作權法就侵害他人之公開傳輸權設有民事責任及刑事責任，

惟權利人多先為告訴，待檢察官起訴之後，再採行附帶民事損害賠償訴訟之方式56，

一方面，毋庸繳納裁判費用，另一方面，即便侵權證據取得困難或所費不貲，亦可

以在國家公權力之幫助下（電信警察）取得侵權證據，故實務上關於公開傳輸權侵

害之案件多屬刑事案件，即便有附帶民事案件，民事責任多以刑事案件確定在案為

由，不另重新判斷公開傳輸權之侵害，而著重論以權利侵害之損害賠償計算57，即

便未有刑事案件確定在案，法院就公開傳輸侵害之認定部分，亦未有詳盡陳述，因

此，為能夠完整理解實務就公開傳輸權侵害之認定標準，以下僅就刑事判決為整理，

而不另針對民事判決為整理。 

第一項 將違法重製之著作上傳、張貼於網域空間及網頁 

 法院主要就兩議題為討論：直接將著作內容重製於網頁中，是否屬於公開傳輸

行為？將違法取得之音樂或影片多次重製並儲存於特定網站之硬碟空間內，透過

另行架設網站或是將該硬碟空間之超連結轉貼於第三方網站中，以增加硬碟空間

內著作內容之觸及率的方式，是否屬於公開傳輸行為？ 

第一款 直接將著作內容重製於網頁中，是否屬於公開傳輸行為？ 

                                                      
15，頁 14；王怡蘋，著作權法關於網路服務提供者之民事免責規範，月旦法學雜誌，173 期，頁 40，

2009 年 10 月；陳思廷，法國著作權網路侵權三振法制之解析，智慧財產權月刊，161 期，頁 35-

7、43-4，101 年 5 月。 
55 著作權法部分修正草案第 3 條第 9 款：「指以有線、無線或其他通訊方法，向公眾傳達著作內

容，使公眾得於其各自選定之時間及地點接收著作內容」。 
56 馮震宇，從間接侵權責任與三振條款立法看 ISP 責任之商榷，月旦民商法雜誌，38 期，頁 16，

2012 年 12 月。  
57 智慧財產法院 108 年度民著訴字第 45 號判決、臺灣臺中地方法院民事判決 97 年度智字第 13 號、

臺灣高雄地方法院刑事附帶民事訴訟判決 98 年度簡附民字第 2 號、臺灣臺南地方法院刑事附帶民

事訴訟判決 99 年度智附民字第 5 號、臺灣桃園地方法院民事判決 93 年度重訴字第 252 號、智慧

財產法院刑事附帶民事訴訟判決 104 年度重附民上字第 7 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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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直接將著作內容重製於網頁中，是否屬於公開傳輸行為？」此命題，實務

上常見被告於搜尋引擎中以關鍵字搜尋相關圖片後，擅自重製下載該圖片至個人

網路賣場之網頁上作為販賣商品之說明圖片，供不特定多數人上網瀏覽其個人賣

場網頁時，即得自行點選並觀覽該著作內容，雖重製與刊登時間各有先後，行為各

殊，但因被告均以刊登圖片以銷售商品之單一犯意為之，於行為概念上，應將之作

為一個整體行為合併評價，而認為屬於一行為同時觸犯擅自重製及公開傳輸罪58。

法院見解分歧之處為擅自重製及公開傳輸罪間，按刑法第 55 條從一重處斷之重罪

應從何者？有認為擅自重製罪為較重罪59，另有認為擅自公開傳輸罪為較重罪60，

惟不論從何一罪名，於刑度上皆無差異。 

第二款 將違法取得之音樂或影片多次重製並儲存於特定網站之硬碟空間內，透

過另行架設網站或是將該硬碟空間之超連結轉貼於第三方網站中，以增加硬碟空

間內著作內容之觸及率的方式，是否屬於公開傳輸行為？ 

 就「將違法取得之音樂或影片多次重製並儲存於特定網站之硬碟空間內，透過

另行架設網站或是將該硬碟空間之超連結轉貼於第三方網站中，以增加硬碟空間

內著作內容之觸及率的方式，是否屬於公開傳輸行為？」此命題，法院一致認為，

被告上傳著作之行為、硬碟空間存有該著作內容及不特定之網路使用者皆可點擊

該超連結或拜訪該網站以觀看著作內容等事實，足認被告利用「網路技術」將著作

內容「向公眾」「公開傳輸」，因此，被告之系爭行為當屬公開傳輸行為。至於被告

之侵權故意，法院則以若干著作內容之來源係自大陸網站中自行重製下載，而認為

被告知悉該大陸網站中的著作可能為侵權，卻未為任何查證之情形下逕自下載，而

認為其具有侵權之不確定故意。 

 此外，法院乃就被告自大陸網站下載著作、申請免費之網域空間、上傳著作至

該網域空間中、架設網站以連結至該特定網域空間中或提供該網域空間之超連結

以供不特定人點擊等一連串行為，認行為彼此間為密切接近之一定時間、空間內反

覆從事之舉措，於行為概念上，應將之作為一個整體行為合併評價，而認為屬於一

行為同時觸犯擅自重製及公開傳輸罪。法院皆一致認為，因公開傳輸之結果將造成

多數不特定人得以接觸著作，其侵害情節自較自行重製著作為重，而認為按刑法第

55 條從一情節較重之擅自公開傳輸罪處斷61。 

                                                      
58 智慧財產法院 106 年度附民上字第 16 號判決、智慧財產法院 105 年度刑智上訴字第 37 號判決、

智慧財產法院 105 年度刑智上易字第 36 號判決、智慧財產法院 104 年度附民上字第 22 號判決、

智慧財產法院 104 年度刑智上易字第 62 號判決、智慧財產法院 104 年度刑智上易字第 77 號判決、

智慧財產法院 104 年度刑智上易字第 32 號判決、智慧財產法院 103 年度刑智上訴字第 4 號判決 
59 臺灣新北地方法院 104 年度智簡字第 95 號判決。 
60 臺灣新北地方法院 105 年度智簡字第 73 號判決、臺灣新北地方法院 105 年度智簡字第 32 號判

決、臺灣新北地方法院 103 年度智簡字第 72 號判決。 
61 臺灣臺北地方法院 95 年度易字第 1403 號判決、臺灣高等法院 95 年度上易字第 2019 號判決、

臺灣臺北地方法院 95 年度易字第 1242 號判決、臺灣高等法院 96 年度上易字第 1165 號判決、臺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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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北地院於 101 年度智訴字第 25 號判決中，有別於相類事實之其他判決，另外

討論將違法重製之著作上傳、張貼於網域空間及網頁之行為是否構成著作權法第

87 條第 1 項第 7 款。本文認為，因該個案中之被告乃採收費制之經營模式，且被

告上傳著作之網站為影音串流之播放程式，法院因而一併就擬制侵權為討論，並認

為被告將未經著作財產權人同意及授權之著作違法重製於影音串流之播放程式後，

再將其所產生之超連結張貼於網站中，供不特定多數之付費會員得以隨選隨看，構

成一行為同時觸犯著作權法第 87 條第 1 項第 7 款之擬制侵權及同法第 92 條擅自

公開傳輸罪。 

第二項 提供網域空間及網站供網友上傳、張貼著作 

 實務上常見被告申請網路空間以經營特定論壇，就論壇上之發文具有刪除、設

定觀看權限、審核會員資格等管理權力，並提供不特定多數人重製上傳著作內容或

張貼若干著作之超連結。多數法院認為，被告既可預見論壇會員若將未經著作財產

權人同意或授權之視聽著作、錄音著作檔案張貼或以超連結之形式張貼於其論壇

中，將使多數之會員得以接觸該等著作內容，卻放任論壇會員為之，而未加以防堵，

足認具有侵權之不確定故意，其提供網域空間供不特定多數人得以上傳、張貼著作

之行為與利用論壇公開傳輸之會員間，有犯意聯絡與行為分擔，構成擅自重製及公

開傳輸罪之共同正犯62。 

 惟，少數法院則認為，因被告僅係擔任論壇管理者，就不特定網友上傳之文章

加以管理，並未參與重製或公開傳輸他人著作等實施犯罪之構成要件行為，且無證

據得以證明被告係以正犯之故意，而非以幫助犯之犯意參與犯罪之情形下，而認為

被告所為僅係幫助犯63。法院雖未提及何等關鍵證據或事實致法院認定被告僅具幫

助故意而不具正犯故意，本文推斷因該個案之被告曾因收到著作財產權人通知而

刪除該版面之文章，法院似認為卷內事實僅能推斷被告確實知悉網友確有未經著

作財產權人之同意或授權而於該版面重製轉貼他人著作之事實而仍提供網路平台

                                                      
臺北地方法院 100 年度智易字第 19 號判決、臺灣新竹地方法院 100 年度審智易字第 11 號判決、智

慧財產法院 100 年度刑智上易字第 119 號判決、臺灣臺南地方法院 99 年度智易字第 5 號判決、智

慧財產法院 100 年度刑智上易字第 7 號判決、臺灣臺中地方法院 99 年度智易字第 19 號判決、智

慧財產法院 99 年度刑智上易字第 76 號判決、臺灣臺中地方法院 96 年度易字第 6329 號判決、臺

灣高等法院臺中分院 97 年度上易字第 396 號判決、臺灣新北地方法院 106 年度智簡字第 12 號判

決、臺灣新北地方法院 105 年度智簡字第 60 號判決、臺灣新北地方法院 105 年度智簡字第 59 號

判決、臺灣臺北地方法院 99 年度智簡字第 79 號判決、臺灣新北地方法院 105 年度智簡字第 4 號

判決、臺灣新北地方法院 103 年度智簡字第 76 號判決、臺灣新北地方法院 103 年度智簡字第 7 號

判決、臺灣新北地方法院 100 年度智簡字第 14 號判決、臺灣新北地方法院 99 年度智簡上字第 14

號判決、臺灣新北地方法院 99 年度智簡字第 29 號判決、臺灣新北地方法院 99 年度智簡上字第 8

號判決、臺灣新北地方法院 98 年度簡上字第 113 號判決、臺灣高雄地方法院 101 年度智簡字第 71

號判決。 
62 臺灣臺南地方法院 101 年度智易字第 27 號判決、智慧財產法院 102 年度刑智上易字第 26 號判

決、臺灣新北地方法院 99 年度智易字第 63 號判決、智慧財產法院 101 年度刑智上易字第 54 號判

決、臺灣臺北地方法院 102 年度智簡字第 36 號判決、臺灣新北地方法院 99 年度智簡上字第 8 號

判決。 
63 智慧財產法院 98 年度刑智上易字第 17 號判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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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幫助故意，被告刪除侵權文章之行為不足以認為其具有放任不特定網友張貼侵

權著作之不確定故意。 

第三項 提供 P2P 軟體 

 傳統的檔案傳輸，資訊使用者（client）需與資訊提供之伺服器（server）連線，

以下載中央伺服器中所儲存之資料，於此種明確區分資訊接收與傳送角色之主從

式架構下，如兩者間傳送未經授權之著作權檔案，通說見解認為主導不法行為之中

央伺服器應負擔非法重製、公開傳輸檔案之責任。然而，一旦中央伺服器之對外連

線被封鎖，則無法下載檔案。因此，P2P 傳輸於焉興起。 

 P2P 傳輸是一種分散儲存資源之中心化網路架構，打破檔案傳輸與接收者之定

位，每個 P2P 傳輸之使用者同時為檔案傳輸者，亦為接收者，藉由每位下載者之

檔案片段分享，以拼湊出完整之檔案。至於如何搜尋到擁有目標檔案之各片段之所

有使用者位置，則可區分為種子傳輸與磁力傳輸。 

 前者，指透過 BT 種子檔找到目前在線的 tracker 服務器之位址，並向其下達

下載檔案之指令，tracker 服務器便會將目前正在下載與已下載完成之使用者 IP 回

傳，使用者再透過 IP 資訊與其他使用者連線成互傳檔案之網絡。因此，如果種子

檔內之搜尋 tracker 服務器的功能被關閉，則無法獲取其他使用者之 IP 位址，即無

法進行下載。為打破對 tracker 服務器之依賴，遂發展出磁力傳輸（磁力鏈接技術，

magnet URI scheme）。 

 磁力下載並不需要種子檔，亦不存在追蹤者服務器，而是由每位下載者兼任追

蹤服務器之功能。透過雜湊函數（hash function），針對每份目標檔案之片段與每位

用戶進行編碼，該特徵碼之用途有二：一為，標示出每份檔案與下載者之切確位置，

且每位使用者與每份目標檔案之特徵碼皆為獨一無二，如同 ID 般能夠辨識位置；

二為，透過特徵碼間的差異，可以計算出每個使用者、每份目標檔案片段間之距離。

為搜尋到擁有目標檔案之各片段之所有使用者位置，藉由特徵碼間之差異（即：異

或算法），計算出其所知的其他下載者與各個目標檔案片段間之距離，找出與目標

檔案片段距離最近之下載者後，再進一步請該下載者以上開計算方式，幫忙找出離

各個目標檔案片段最近之其他下載者，透過重複以上流程，最後可以定位出所欲下

載檔案之各片段位置，進而連線並下載檔案。此技術稱為分散式雜湊表（distributed 

hash table, DHT）。 

 BT 種子檔本身並不包含欲公開傳輸資料之內容，而是記載欲下載資料之檔案

名、資訊、大小（用以比對確認欲下載之資料）、分割成數片段後的每個檔案大小、

雜湊值及數個追蹤者（tracker）之位置。而利用 DHT 技術之磁力傳輸，不須倚賴

BT 種子檔之位置資訊，亦不須追蹤者服務器，僅需透過用戶間四十位元的特徵碼

相互分享，即可以定位出目標檔案片段之位置。兩者主要之差別在於，是否存在追

蹤者服務器提供各用戶檔案檢索之媒介（即所謂「索引伺服器」，又稱「檔名資料

站存主機」），致使網站管理者就使用者傳輸之檔案內容可否知悉，進而控制、監督

及過濾。而不論是採納上開何種方式搜尋到目標檔案片段之位置，著作檔案實際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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僅儲存於各追蹤者之個人電腦中的分享資料夾內，而非 BT 種子檔中，亦非四十位

元特徵碼中。 

 我國實務上 P2P 爭端，可以分成三類：一為，研發並提供網站（或載點）供人

免費下載安裝 P2P 軟體，並以 P2P 軟體及網站主機，經營供網友交換檔案之網站；

二為，於網站內張貼 BT 種子檔之連結；三為，用 P2P 軟體下載檔案，並將檔案置

放於個人硬碟中供分享之資料夾內。以下即針對三種爭端類型，分別討論各該類型

的主要法律爭議。 

第一款 研發並提供下載 P2P 軟體，並經營檔案交換網站 

 法院主要就三議題為討論：被告研發並提供下載 P2P 軟體，其行為本身是否

構成公開傳輸？如系爭行為不構成正犯，則是否成立共犯？另，研發並提供下載

P2P 軟體之行為是否成立著作權法第 87 條第 1 項第 7 款？ 

一 被告研發並提供下載 P2P 軟體，其行為本身是否構成公開傳輸？ 

 就「被告研發並提供下載 P2P 軟體，其行為本身是否構成公開傳輸？」此一

命題，有法院認為，當網友下載並安裝 P2P 軟體後既得搜尋、線上觀覽、下載視聽

著作之電子檔案，堪認該等視聽著作已處於可得接收、傳輸之狀態，故研發並提供

下載 P2P 軟體之行為屬向公眾提供，構成公開傳輸行為64。 

 另有法院認為，雖單純提供下載 P2P 軟體非公開傳輸行為，但因被告明知 P2P

軟體具有強制上傳分享設計，且於安裝過程中未告知使用者此功能，使用者亦無法

取消此功能，且系爭 P2P 軟體亦無就使用者所上傳分享之檔案為授權確認之機制，

被告實利用不知情的 P2P 使用者所為之下載、上傳分享檔案之行為，來遂行其公

開傳輸之犯行，而屬意欲上優越之意思支配行為65。 

 亦有認為，提供下載 P2P 軟體之行為，僅屬於公開傳輸行為之一部，而軟體

提供者既知悉使用者將利用此軟體下載並上傳未經授權之視聽著作，被告與軟體

使用者間具有行為分擔與犯意聯絡，因而構成擅自公開傳輸罪之共同正犯66。實務

上頗富爭議之 ezPeer 案及 Kuro 案，雖嗣經智財法院以平台業者與平台會員間共同

完成擅自重製與公開傳輸，屬共同正犯，而論處重製罪與擅自公開傳輸罪之想像競

合犯定讞67，透過歷審間的分歧見解，亦可看出實務對於平台業者之軟體及平台提

供行為之刑法評價標準浮動。 

 綜觀 ezPeer 案及 Kuro 案歷審之見解，法院皆一致認為，被告提供下載 P2P 軟

體，並提供檔案交換之平台的行為本身既未涉及著作內容之傳輸與提供，公開傳輸

著作尚須仰賴其他會員之參與，因此，單純提供 P2P 軟體與平台之行為並非「公

                                                      
64 臺灣臺中地方法院 97 年度易字第 3238 號判決、智慧財產法院 99 年度刑智上易字第 59 號判決 
65 臺灣新北地方法院 98 年度重易字第 4 號判決、智慧財產法院 99 年度刑智上易字第 52 號判決、

臺灣新北地方法院 99 年度智易字第 33 號判決。 
66 臺灣臺北地方法院 97 年度易字第 3336 號判決。 
67 Ezpeer 案定讞判決：智慧財產法院 99 年度刑智上更(二)字第 24 號判決；kuro 案定讞判決：智慧

財產法院 98 年度刑智上更(一)字第 48 號判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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開傳輸」構成要件之實施。此外，P2P 軟體及其檔案交換平台皆為中性科技，而得

適用媒介中立原則，而媒介中立原則之界線則為被告之提供行為是否與會員之擅

自重製、公開傳輸行為之間具有犯意聯絡？犯意聯絡之判斷，法院認為應判斷系爭

P2P 軟體及平台是否基於侵害他人著作權之意圖而提供，如是，則進入侵權行為之

判斷，如否，則進一步討論被告是否對各會員特定之侵害著作行為，明知且有意使

其發生，如是，則進入侵權行為判斷，如否，即有媒介中立原則之適用，使媒介提

供者免除侵害著作權之責任，以鼓勵其發揮散布著作、傳達著作內容之功能。法院

雖皆認同犯意聯絡之判准，但就個案上如何判斷軟體及平台提供者之意圖和是否

就各該會員之侵權行為具有直接故意者，則有高度分歧。 

 有認為，因 P2P 軟體及其檔案交換平台除供未經授權之著作相互傳輸，尚提

供可供合理使用之著作傳輸，非僅能作為著作權侵害一途，且其招攬會員之廣告僅

係刺激消費意願，又設有使用者規範及著作權規範等公告，難謂被告基於侵權意圖

而提供軟體及平台68。另有認，自其招攬會員之廣告一再強調會員固定支付一定費

用即可任意下載最新 MP3、電影等檔案，且自始未取得著作財產權人之授權可知，

其應係以侵權意圖而提供軟體及平台69。即便認為透過廣告難以證明平台業者之侵

權意圖，有法院以平台業者對於各該會員之侵權行為具有掌控管制能力為由，而認

為平台業者對於各該會員之侵權行為具有直接故意。就掌控管制能力之證明，有法

院以各該會員下載檔案時所留下的下載紀錄及相應的點數扣除計算單、會員驗證

機制、利用雜湊演算（hash function）以確保傳輸中斷之檔案能夠再度媒合到其他

會員以完成檔案之完整傳輸等證據證明，平台對於各該會員之下載、傳輸行為予以

完整監控，並具有查證特定著作之傳輸是否經過授權、切斷連線以終止特定傳輸行

為之技術與能力，平台業者捨之不用之的放任行為，足資認定平台業者與各該會員

形成犯意聯絡70。 

 此外，雖有法院補充認為，上開電腦軟體對於各該會員侵權行為之認知，於民

事責任之立場而論，或可將機器之認知作為被告之認知，但就刑事最後手段之特性，

尚需證明平台業者有 24 小時監控軟體及平台運作之行為，否則難以機器之認知認

定平台業者有知悉並放任各會員侵權之故意71，然而，法院最後認為，因電腦軟體

之運作繫諸於程式設計師之規劃，平台業者透過程式撰寫，將其犯罪計畫及目的委

諸電腦執行，電腦自動執行之結果及各該會員之協力，所完成的擅自重製與公開傳

輸行為的結果，自可歸責於平台業者，而認為兩者間具有犯意聯絡72。 

                                                      
68 臺灣士林地方法院 92 年度訴字第 728 號判決、臺灣高等法院 94 年度上訴字第 3195 號判決、智

慧財產法院 98 年度刑智上更（一）字第 16 號判決。 
69 智慧財產法院 99 年度刑智上更（二）字第 24 號判決。 
70 最高法院 98 年度台上字第 1132 號判決、最高法院 99 年度台上字第 4697 號判決、智慧財產法

院 99 年度刑智上更（二）字第 24 號判決、臺灣高等法院 94 年度矚上訴字第 5 號判決、智慧財產

法院 98 年度刑智上更（一）字第 48 號判決。 
71 臺灣士林地方法院 92 年度訴字第 728 號判決、臺灣高等法院 94 年度上訴字第 3195 號判決、智

慧財產法院 98 年度刑智上更（一）字第 16 號判決。 
72 最高法院 98 年度台上字第 1132 號判決、智慧財產法院 99 年度刑智上更（二）字第 24 號判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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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如系爭行為不構成擅自公開傳輸罪之正犯，則是否成立從犯？ 

 就「如系爭行為不構成擅自公開傳輸罪之正犯，則是否成立從犯？」此一命題，

承接部分法院認為單純提供 P2P 軟體與平台之行為並非「公開傳輸」構成要件之

實施之見解，其認為提供 P2P 軟體與平台之行為僅係便利使用者公開傳輸、重製

著作內容，並提供助力，而構成公開傳輸之幫助犯73。另有法院認為，被告所提供

者乃中性之傳輸技術與檔案平台，而屬於中性幫助行為，因相關證據皆無法證明被

告主觀上確實知悉各該會員從事侵權行為，因而認為平台業者不成立擅自公開傳

輸罪之幫助犯74。 

三 研發並提供下載 P2P 軟體之行為是否成立著作權法第 87 條第 1 項第 7 款？ 

 就「研發並提供下載 P2P 軟體之行為是否成立著作權法第 87 條第 1 項第 7

款？」此一命題，首先，法院認為著作權法第 87 條第 1 項第 7 款之非難行為為「提

供行為」，至於技術提供者對於平台使用者之後續著作權侵害行為，在刑事上是否

另成立「共犯」、「教唆犯」、「幫助犯」，則另行判斷75，因此，技術提供行為仍有同

時構成著作權法第 87 條第 1 項第 7 款之擬制侵權及著作權法第 92 條之共犯或從

犯。此外，因 P2P 軟體屬於可供公眾公開傳輸之電腦程式，且就實務上甚難認定

之侵權意圖，亦有同條第 2 項所示之認定標準可資依循，法院認為，因平台業者以

成為會員後即可無限制下載最新音樂及電影等字眼為廣告招攬，且廣告中未標明

任何尊重著作權等字詞，以此認定平台業者具有侵權意圖，因此，於檢察官起訴法

條有著作權第 87 條第 1 項第 7 款之情形下，法院皆認為提供下載 P2P 軟體及檔案

交換平台之平台業者之提供服務構成擅自公開傳輸罪之擬制侵權76。                                                                                                                                                                                                                                 

第二款 於網頁內張貼 BT 種子檔之連結 

 少數法院認為，因 BT 種子檔本身並不包含實際欲傳送檔案之內容，僅是紀錄

欲下載資料之檔案名稱、資訊、大小（用以比對確認欲下載之資料）、份數（原欲

傳輸之資料會依檔案大小切割成數片段，以利分散式點對點傳輸）及數個「追縱者」

（tracker）位置檔，單純張貼 BT 種子檔行為並無公開「傳輸」任何著作，且因單

單點擊 BT 種子檔並加入 BT 軟體程式下載序列時，如網路上無其他使用者在線傳

輸，BT 軟體程式將蒐無載點可供下載，因此，張貼 BT 種子檔行為亦無「向公眾

提供」任何著作，因無證據可證明被告於張貼 BT 種子檔之後，有用 BT 軟體程式

連線，確保其他使用者於點擊 BT 種子檔時，能夠搜尋到載點以下載，故，單純於

網站內張貼 BT 種子檔連結之行為非公開傳輸行為77。然而，該少數見解嗣經智財

                                                      
73 臺灣臺北地方法院 96 年度易字第 2516 號判決、臺灣高等法院 97 年度上易字第 482 號判決。 
74 同前註 71。 
75 臺灣高等法院 97 年度上易字第 482 號判決、臺灣臺北地方法院 97 年度易字第 3336 號判決。 
76 臺灣新北地方法院 98 年度重易字第 4 號判決、臺灣臺北地方法院 97 年度易字第 3336 號判決、

臺灣高等法院 97 年度上易字第 482 號判決。 
77 臺灣臺中地方法院 103 年度智易字第 60 號判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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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院撤銷改判，其認為，評價行為不應限於張貼 BT 種子檔連結，而應將前階段一

併觀察，即：利用 BT 傳輸方式，將未授權影片之電磁紀錄下載至電腦，並將產生

的 BT 種子檔張貼於網頁中78。法院評價之行為轉而關注於被告利用 P2P 軟體下載

著作至產生 BT 種子檔連結之整體過程，而法院對於此整體行為之評價，則屬於

「利用 P2P 軟體下載檔案，並將檔案置放於分享資料夾」之爭端類型，於本節第

三款續為討論。另有法院認為，張貼視聽著作之 BT 種子檔連結於網頁中，是幫助

不特定網友點選後，公開傳輸並重製視聽著作而侵害他人之著作財產權79。 

第三款 利用 P2P 軟體下載檔案，並將檔案置放於分享資料夾 

 多數實務見解認為，因使用 P2P 軟體下載而重製影音檔案，影音下載儲存至

電腦硬碟內之同時，亦會強制上傳分享至網路上供他人下載，當被告點擊非法公開

傳輸之 BT 種子檔連結，擅自下載影音檔案之電磁紀錄至電腦磁碟而重製完成時，

即一行為同時構成重製與公開傳輸行為80。然而，晚近實務見解雖肯定上開見解，

但因證據資料不足以認定被告之犯罪事實，而認定無罪。其認為，檢察官雖已舉證

證明系爭 IP 確有利用 P2P 軟體下載影音檔案，但因被告家中尚裝有 WIFI 無線分

享器，在得接收訊號範圍內之網路裝置使用者皆得透過該無線網路所分配之網路

IP 位置連線至網際網路，縱設有密碼，亦不排除他人得破解密碼後使用被告家中

之無線網路連結至網站以 P2P 軟體下載影片之可能，因此，因未能證明該 IP 使用

者確為被告本人，本於無罪推定，不能僅憑被告是 IP 租用人，就認為被告是非法

重製及公開傳輸的行為人81。 

第四項 將第四台之類比訊號轉換成數位訊號，再透過網路將之傳送

至用戶端，以供用戶得以隨選隨看 

 此技術原理為，利用選台器（或電視轉接盒）、衛星接收器分別接收第四台之

類比訊號及衛星訊號，並透過影像擷取卡擷取，再由主機之軟體程式編碼，將類比

訊號、衛星訊號轉換成數位訊號後，將之暫時儲存於預先架設好之網路伺服器中，

再透過提供網友連結至上開伺服器之網址，使之得以在各自選定之時、地觀覽經重

製為數位訊號之電視節目。與此相類之技術為 Internet Protocol Television（下稱

IPTV），根據國際電信聯盟（International Telecommunication Union, IPU）的定義，

基於受控管之網際網路協定（如：電信業者以其電信網路專線），提供具有品質控

                                                      
78 智慧財產法院 104 年度刑智上易字第 10 號判決。 
79 臺灣新北地方法院 102 年度智簡字第 62 號判決。 
80 臺灣新北地方法院 102 年度智簡字第 97 號判決、臺灣新北地方法院 103 年度智簡字第 21 號判

決、臺灣新北地方法院 105 年度智簡字第 31 號判決、臺灣臺北地方法院 102 年度智簡字第 52 號

判決、臺灣臺北地方法院 103 年度智簡字第 38 號判決、臺灣臺北地方法院 103 年度智簡字第 88 號

判決、臺灣臺北地方法院 107 年度智簡字第 31 號判決、臺灣新北地方法院 107 年度智簡字第 15 號

判決、智慧財產法院 104 年度刑智上易字第 10 號判決。 
81 臺灣新北地方法院刑事判決 107 年度智易字第 32 號、智慧財產法院 108 年度刑智上易字第 24

號、臺灣臺北地方法院刑事判決 108 年度智易字第 6 號。 



‧
國

立
政 治

大

學
‧

N
a

t io
na l  Chengch i  U

niv

ers
i t

y

DOI:10.6814/NCCU202001391

24 

管（quality of service, QoS）之影像、音訊、文字、圖片、資料之多媒體服務82，其

服務項目包括頻道節目、隨選視訊、以及網路視訊服務整合等83。實務上常見飯店

業者透過 IPTV 網路傳輸系統，將有線電視訊號以專線網路將電視節目傳送至各客

房內，因系爭個案之各客房僅能於特定時段收看特定節目，非得於其選定之時間收

看系爭節目，不合於公開傳輸之要件84，故不屬於本節討論之技術。惟，需注意的

是，亦有利用 IPTV 傳輸系統傳輸之電視節目，屬於隨選隨看之收看模式，因此，

並非所有利用 IPTV 傳輸系統傳輸之個案皆屬於公開播送行為，仍需實際判斷個案

中電視節目的收看模式為何而定。 

 法院就將第四台之類比訊號轉換成數位訊號，再透過網路將之傳送至用戶端，

供用戶得以隨選隨看之手段，一致認為構成公開傳輸行為85，法院間見解分歧之問

題為，同時構成重製及公開傳輸之系爭行為，兩罪之競合關係應為吸收關係86或是

想像競合87，然而，此一爭議並非本文關注之重點，暫不予討論。就法院判斷構成

公開傳輸之論述理由：「被告[…]經由網路將告訴人享有著作權之視聽著作，提供

予加入之會員在會員各自選定之時、地觀覽」88可知，法院咸以傳輸技術、節目之

收看模式為判斷標準。此外，法院尚提及「設 www.mytv999.net 之伺服器位置…雖

上開伺服器架設美國…可在我國境內之網路上閱覽…被告丙○○等人之行為結果仍

在中華民國領域內，本院對本案有審判及管轄權」89，因此，就公開傳輸之行為地

判斷，法院以著作內容之潛在接收地是否位於中華民國境內為判斷。 

第五項 於網頁中張貼著作所在位址之超連結 

 超連結可分成三種形式：一，簡單連結（simple link）：點選連結後，另開新的

網頁，連結至目標網站的首頁（link to homepage）；二，深度連結（deep link）：點

                                                      
82 International Telecommunications Union, ITU-T: IPTV Focus Group Proceedings (2008), available at 

https://www.itu.int/dms_pub/itu-t/opb/fg/T-FG-IPTV2008-1-PDF-E.pdf ( last visited on Dec. 01.2019).  
83 葉志良，我國線上影音內容管制的再塑造：從 OTT 的發展談起，資訊社會研究，29 期，頁 49，

2015 年。 
84 此為法院一致之見解。參酌智慧財產法院 103 年度民著上字第 2 號判決、智慧財產法院 103 年

度民著上字第 7 號判決、智慧財產法院 104 年度民著上字第 3 號判決、智慧財產法院 102 年度民

著訴字第 20 號判決、智慧財產法院 103 年度民著訴字第 25 號判決、智慧財產法院 102 年度民著

訴字第 28 號判決。 
85 「本件被告施義忠利用不知情成年員工接收群健公司所播送之 TVBS 第 55 台、第 56 台節目類

比訊號後，將之轉換為數位訊號，或直接接收衛星訊號後，以解碼器破解密碼後轉檔，再將上開節

目內容傳達至收視戶之行為，固屬著作權法第 3 條第 1 項第 7 款之「再公開播送」行為。惟其公開

播送 TVBS 第 55 台、第 56 台節目之行為係供中華聯網寬頻公司所經營之「Yes5TV」網路電視平

台使用，並藉以招徠收視戶向其訂購「Yes5TV」網路電視服務，作為其主要營業目的，對著作權人

之經濟利益影響甚鉅，依前揭說明，自不屬於著作權法第 37 條第 6 項第 2 款所稱「將原播送之著

作再公開播送」行為，即無從依上開規定免除著作權法第 92 條規定之刑事責任。準此，被告施義

忠所為，核係犯著作權法第 92 條之擅自以公開播送之方法侵害他人之著作財產權罪。」參智慧財

產法院 104 年度刑智上訴字第 50 號判決。 
86 智慧財產法院 102 年度刑智上訴字第 90 號判決、最高法院 104 年度台上字第 1931 號判決、智

慧財產法院 103 年度刑智上訴字第 11 號判決。 
87 臺灣臺中地方法院 99 年度智訴字第 21 號判決、臺灣士林地方法院 100 年度智訴字第 9 號判決。 
88 同前註 86、87。 
89 智慧財產法院 102 年度刑智上訴字第 90 號判決。 

https://www.itu.int/dms_pub/itu-t/opb/fg/T-FG-IPTV2008-1-PDF-E.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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選連結後，另開新的網頁，連結至目標網站中的特定內容或圖片；三，視框連結

（framing link，又稱為嵌入連結：embedding link 及內線連結: in-line linking）：以

不開啟新網頁的方式，於原網頁中以獨立的區塊（gateway）或可滾動的視框

（independently scrollable frame），呈現目標網頁中的內容90。以圖書索引為比喻，

簡單連結提供資訊所在的書名、深度連結不僅提供資訊所在之書名，並提供資訊所

在的頁碼、視框連結則如同直接於讀者所閱讀之內文中插入未有出處引註之圖片
91。 

 針對張貼超連結之行為，法院主要針對三問題為討論：於網頁中張貼著作所在

位址之超連結，是否構成公開傳輸行為？如認張貼超連結之行為非公開傳輸，則是

否構成公開傳輸之幫助犯？如認張貼超連結之人既非公開傳輸的正犯，亦非公開

傳輸之共犯，則是否構成提供可供公開傳輸技術之擬制侵權？ 

第一款 於網頁中張貼著作所在位址之超連結，是否構成公開傳輸行為？ 

 就「於網頁中張貼著作所在位址之超連結，是否構成公開傳輸行為？」之命題，

有法院92認為，張貼超連結之行為僅是透過網路語法，將網友送往特定網頁，超連

結功能的行為並未「向公眾提供或傳達著作內容」，且張貼連結之網頁本身亦無相

關著作內容，故超連結功能不會構成公開傳輸行為。此外，張貼超連結的法律評價

亦不因超連結之種類不同而有所不同，無論是以嵌入式語法將外部網站之音樂著

作嵌入網頁文章中，透過音樂播放器之形式向網頁觀覽者播放93、以嵌入式語法將

YouTube 網站上之本案視聽著作連結於網頁上94、以深度連結將網友導引至大陸網

站觀看著作內容95、或是以文字超連結之方式提供電腦軟體程式之載點96，皆不構

成公開傳輸行為。 

 法院自超連結之技術面著眼，因超連結在功能上僅是提供著作所在位址，既未

將著作內容重製於網頁，行為流程亦未涉及「著作內容之傳輸」，而認定超連結功

能的行為並不構成公開傳輸行為。 

                                                      
90 Mark Sableman, Link Law Revisited: Internet Linking Law at Five Years, 16 BERKELEY TECH. L.J. 1273, 

1297-99 (2001).   
91 Joost Poort, Borderlines  of Copyright Protection: An Economic Analysis, in COPYRIGHT 

RECONSTRUCTED: RETHINKING COPYRIGHT’S ECONOMIC RIGHTS IN A TIME OF HIGHLY DYNAMIC 

TECHNOLOGICAL AND ECONOMIC CHANGE 283, 317-18 (The Netherlands: Kluwer Law International, 2018).  
92 臺灣臺中地方法院 107 年度智易字第 8 號判決、智慧財產法院 107 年度刑智上易字第 31 號、臺

灣桃園地方法院刑事 105 年度智易字第 27 號判決、智慧財產法院 107 年度刑智上易字第 21 號

判決、智慧財產法院 99 年度刑智上訴字第 61 號判決、智慧財產法院 102 年度刑智上易字第 86 號

判決、臺灣臺北地方法院 103 年度智易字第 72 號判決、智慧財產法院 104 年度刑智上易字第 4 號

判決、臺灣臺南地方法院 96 年度簡上字第 569 號判決、臺灣士林地方法院 104 年度易更字第 2 號、

智慧財產法院 104 年度刑智上易字第 76 號判決。 
93 臺灣臺南地方法院 96 年度簡上字第 569 號判決。 
94 臺灣臺中地方法院 107 年度智易字第 8 號判決、智慧財產法院 107 年度易更字第 2 號判決。 
95 智慧財產法院 99 年度刑智上訴字第 61 號判決、臺灣士林地方法院 104 年度智易字第 8 號判決、

智慧財產法院 104 年度刑智上易字第 76 號判決。 
96 臺灣桃園地方法院刑事 105 年度智易字第 27 號判決(微軟 office 軟體之載點)、智慧財產法院 

107 年度刑智上易字第 21 號判決、臺灣臺北地方法院 103 年度智易字第 72 號判決(華康字型電腦

軟體程式之載點)、智慧財產法院 104 年度刑智上易字第 4 號判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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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而，另有法院97認為，因著作權法第 3 條第 1 項第 10 款所謂之「向公眾提

供」之要件，並不以利用人確有實際傳輸或接收之舉為必要，只要處於可得傳輸或

接收之狀態即為已足（參見 92 年 7 月 9 日修正公布之著作權法第 3 條立法說明），

不特定人均得開起系爭網站，並點選超連結，而前往外部網站觀覽影片，張貼超連

結之行為已使得相關著作處於不特定人得傳輸與接收之狀態，故屬於公開傳輸行

為。高等法院高雄分院更明確表示，按向公眾提供之定義，即便未能查獲被告實際

傳輸著作之事實，亦無礙其張貼超連結之行為業已該當公開傳輸要件之認定98。 

但近幾年法院多援引智財局之函釋見解，認為單純張貼超連結於網頁中，並不構成

公開傳輸行為，「不過仍應注意篩選連結的網站，如果明知他人網站內的著作是盜

版作品或有侵害著作權之情事，而仍然透過連結的方式，提供予公眾，則有可能成

為侵害公開傳輸權之共犯或幫助犯，將會有侵害著作權之危險」。 

第二款 如認張貼超連結之行為非公開傳輸，則是否構成公開傳輸之幫助犯？ 

 就「如認張貼超連結之行為非公開傳輸，則是否構成公開傳輸之幫助犯？」之

命題，則需先究明，擅自公開傳輸權之正犯為何？此問題有兩個可能選項：一為網

頁使用者點擊超連結功能，而連結至目的網站的行為；二為，上傳侵權著作至超連

結所指向之目的網站之人，或是目的侵權網站之架設人。 

 就第一個選項，法院及智財局皆一致認為，點選超連結之行為，不會構成公開

傳輸行為，然理由略異。有認為網頁使用者點選超連結以觀看視聽著作之行為，是

完成創設目的網站或是上傳侵權視聽著作於目的網站之不詳人民公開傳輸著作的

目的，不會構成公開傳輸99;另有認為，網頁使用者點選超連結，屬於張貼超連結行

為之人的犯罪結果之實現階段，該行為本身不構成公開傳輸100。經濟部智財局則以，

上網觀覽視聽著作並供個人或家庭觀賞（未下載），僅屬單純的瀏覽行為，不涉及

著作財產權之利用，因而認為點選超連結之行為，不會構成公開傳輸101。就第二個

選項，法院亦一致認為，上傳侵權著作至超連結指向之目的網站之人，不僅構成重

製，亦構成公開傳輸行為102。 

                                                      
97 臺灣高雄地方法院 99 年度訴字第 277 號判決、臺灣士林地方法院 98 年度易字第 586 號判決、

臺灣台北地方法院 102 年度智易字第 38 號判決、臺灣台北地方法院 96 年度易字第 1285 號判決、

臺灣高等法院 96 年度上易字第 2332 號判決、臺灣桃園地方法院 97 年度桃簡字第 3616 號判決、

臺灣桃園地方法院 98 年度簡上字第 546 號判決、臺灣新北地方法院 95 年度簡字第 7894 號判決、

臺灣新北地方法院 96 年度簡上字第 458 號判決、臺灣臺南地方法院 96 年度簡字第 2898 號判決、

臺灣高雄地方法院 95 年度易字第 1305 號判決、臺灣高等法院高雄分院 95 年度上易字第 872 號判

決、臺灣臺中地方法院 96 年度易字第 2239 號判決、臺灣高等法院臺中分院 96 年度上易字第 1403

號判決。並非蘇育正所指，我國實務並無意將公開傳輸行為之範圍擴張及於設置超連結的行為。參

蘇育正，同前註 1，頁 135。 
98 臺灣高等法院高雄分院 95 年度上易字第 872 號判決。 
99 智慧財產法院 99 年度刑智上訴字第 61 號判決、智慧財產法院 102 年度刑智上易字第 86 號判

決、臺灣台北地方法院 102 年度智易字第 38 號判決。 
100 臺灣桃園地方法院 98 年度簡上字第 546 號判決。 
101 經濟部智財局民國 96 年 9 月 17 日電子郵件 960917a。 
102 臺灣臺北地方法院刑事判決 96 年度易字第 1285 號、臺灣高等法院刑事判決 96 年度上易字第

2332 號、臺灣桃園地方法院 98 年度簡上字第 546 號判決、臺灣士林地方法院 104 年度簡上字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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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此，綜上分析，於張貼超連結之個案中，構成擅自公開傳輸罪之正犯為上傳

侵權著作於目的網站之人，則下一個討論之問題為，其是否為上傳侵權著作至目的

網站之人的幫助犯？ 

 高雄地方法院曾表示，以張貼超連結之方式對侵權著作之傳播施以助力，自屬

對上開大陸網站之公開傳輸行為施以助力，核其所為，是犯擅自公開傳輸罪之幫助

犯103。惟，多數法院則認為，因上傳侵權著作之人是否為我國刑法權處罰對象（如：

儲存侵權著作之目的網站伺服器所在位置是否為我國境內、上傳人是否為我國人

民、其上傳行為是否發生在我國境內），尚有疑義，基於幫助犯從屬原則，張貼超

連結之人則無成立從犯之可能104。此外，因無證據證明被告已知悉其張貼超連結的

網站內容為未經他人授權之非法檔案，且被告亦非目的網站之管理者，其對於目的

網站內容是否有非法檔案一事之注意義務，未如同網站管理者之注意義務高，因此

並不能以注意義務來推論被告之主觀知悉，基於罪疑有利於被告原則，被告不成立

擅自公開傳輸罪之幫助犯105。 

第三款 如認張貼超連結之人既非公開傳輸的正犯，亦非公開傳輸之共犯，則是否

構成提供可供公開傳輸技術之擬制侵權？ 

 就「如認張貼超連結之人既非公開傳輸的正犯，亦非公開傳輸之共犯，則是否

構成提供可供公開傳輸技術之擬制侵權？」之命題，首先，法院認為因著作權法第

87 條第 1 項「除本法另有規定外」， 如已構成著作權法第 92 條之擅自公開傳輸

罪，則不另討論著作權法第 87 條106，因此，僅就張貼超連結之人既非公開傳輸的

正犯，亦非公開傳輸之共犯之見解下，續為討論。而就此一問題，法院一致認為，

雖張貼超連結屬於提供行為，但超連結為技術層面極低之技術，與著作權法第 87

條第 1 項第 7 款所謂「電腦程式與其他（編按:相類）技術」顯不相當107，因此，

張貼超連結之行為不構成提供可供公開傳輸技術之擬制侵權。 

第六項 提供可連結至外部影音網站之機上盒及 APP 

 機上盒及 APP 通常會內建 APP、Android 作業系統或 P2P 軟體，供用戶直接

連結至外部影音網站之雲端資料庫或伺服器，而得以直接接觸外部影音網站上的

盜版影音。至於如何利用機上盒收看視聽著作，有利用機上盒內建之播放軟體，透

                                                      
546 號判決、臺灣臺中地方法院 96 年度易字第 2239 號判決。 
103 臺灣高雄地方法院 99 年度訴字第 277 號判決。 
104 臺灣高等法院臺南分院 97 年度上易字第 219 號判決、臺灣士林地方法院 104 年度簡上字第 546

號判決、智慧財產法院 99 年度刑智上訴字第 61 號判決、智慧財產法院 102 年度刑智上易字第 86 

號判決、智慧財產法院 104 年度刑智上易字第 4 號判決。 
105 臺灣士林地方法院 104 年度簡上字第 546 號判決、智慧財產法院 104 年度刑智上易字第 76 號

判決。 
106 臺灣桃園地方法院 98 年度簡上字第 546 號判決。 
107 臺灣高等法院 96 年度上易字第 2332 號、臺灣臺南地方法院 96 年度簡上字第 569 號判決、智

慧財產法院 99 年度刑智上訴字第 61 號判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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過影音串流技術108直接讀取外部影音網站之檔案，並同時播放檔案者109；亦有將用

戶連線至特定伺服器中，再媒介所有的收視用戶利用機上盒內建的 P2P 軟體彼此

對傳網路影音檔者110。另就 APP 部分，APP 匯集外部影音網站中影片所在位址之

超連結， 以簡化使用者之搜尋過程，並透過 APP 所內建之播放軟體直接播放超連

結所引導之目的網站中的影片，APP 本身並無上傳及下載影音檔案功能111。 

 針對上開類型之手段，法院主要就兩問題為討論：被告提供可連結至外部影音

網站之機上盒及 APP 之行為，客觀上是否構成公開傳輸行為？另，被告所提供之

機上盒及 APP 是否為可公開傳輸之電腦程式或其他技術？ 

第一款 被告提供可連結至外部影音網站之機上盒及 APP 之行為，客觀上是否構

成公開傳輸行為？ 

 就「被告提供可連結至外部影音網站之機上盒及 APP 之行為，客觀上是否構

成公開傳輸行為？」之命題，大多數法院112認為，因系爭機上盒及 APP 本身僅安

裝影音播放軟體、P2P 軟體或得以連結至外部影音網站之 APP 或 Android 作業系

統，機上盒及 APP 本身並無得以儲存視聽著作之儲存空間，使用者皆須連結至外

部影音網站以取得視聽著作，因此，開發、銷售、提供機上盒及 APP 行為客觀上

並不構成公開傳輸行為，應構成公開傳輸行為者乃上傳視聽著作至外部影音網站，

或上傳視聽著作至特定伺服器之行為人。 

 於機上盒個案中，法院即以未能證明收視用戶透過機上盒瀏覽網站上的影音

著作為被告所上傳或提供113，且「被告無法控制大陸地區『快播網』提供之影片內

容，亦難逐一查證是否經合法授權，尚無從認定被告明知大陸地區『快播網』所播

放之影片全部均為非法影片，仍提供數位機上盒予客戶連結至該網站觀看之事實」

                                                      
108 將原始檔案之影、音壓縮，並分段成數個較小之檔案，再將壓縮檔儲存於串流伺服器中。收視

用戶點選機上盒內建之 APP 後，APP 會向串流伺服器發出傳送要求，串流伺服器即將壓縮檔封包

後經由網路傳送至機上盒內建之播放軟體中，播放軟體中的緩衝區則提供壓縮檔解壓縮與重組、暫

存封包之空間，當封包載至緩衝區中，待緩衝區滿載則會播放影片，該片段影片播放完畢後，便清

空緩衝區，並同時再載入下一片段之封包，於影片播放的同時，資料封包便不斷載入緩衝區、清空

緩衝區之封包，形成如流動中的河水般的資料傳輸模式，故名為「串流」。  
109 如：全視福「C-820 高清播放器」中的「線上影院」功能、LOHAS 影音娛樂播放器。參臺灣臺

南地方法院 102 年度智易字 22 號判決、智慧財產法院 104 年度刑智上易字第 82 號判決、智慧財

產法院 107 年度刑智上易字第 7 號判決之案例事實。 
110 如：全視福「C-820 高清播放器」中的「TV 電視」及「VOD」功能。參臺灣臺南地方法院 102

年度智易字 22 號判決、智慧財產法院 104 年度刑智上易字第 82 號判決之案例事實。 
111 如: 「FANEME」APP、「電視連續劇 2、3」APP。參臺灣臺中地方法院刑事判決 106 年度智易

字第 55 號、智慧財產法院 107 年度刑智上易字第 10 號判決、臺灣臺北地方法院 107 年度智易字

第 75 號判決、臺灣臺北地方法院 107 年度智易字第 42 號判決、智慧財產法院 108 年度刑智上易

字 26 號判決之案例事實。 
112 於個案涉及開發、販賣、提供機上盒及 APP 之至今所有判決，法院皆持此一見解。惟，有一例

外：智慧財產法院 108 年度刑智上易字第 26 號判決，該案目前上訴至最高法院繫屬中。此案將於

後段介紹之。 
113 臺灣臺中地方法院 102 年度智易字第 65 號判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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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4，認定提供機上盒之行為並不構成公開傳輸行為115。 

 於 APP 個案中，法院更明確表示：「系爭 APP 程式碼僅有播放影音程式…本

身並無匯集儲存影音檔案後再為播放之功能，充其量係以超連結方式，使使用者簡

化以便利接近使用本已於外部網站即 YouTube 或 Dailymotion 可搜得之本案 2 部著

作，並以內部播放功能優化，形成嵌入式超連結之效果」，法院並援引智財局之令

函見解116：「於網站上透過『嵌入』之功能連結至其他影音網站，若係採用網站間

相互連結（超連結）之技術，並不涉及著作之重製及公開傳輸。」，並首度提及「新

公眾」標準，而認為如系爭行為並未對「新公眾」傳輸而增加、助益侵害著作權人

之著作權，僅係提供公眾接近使用（access）他人著作之途徑，則與公開傳輸之原

始定義不同117。 

 智慧財產法院 108 年度刑智上易字第 26 號判決即將上開提供超連結不構成公

開傳輸行為之令函內容限縮解釋為僅適用在「行為人非明知目的網站之內容為違

法」，如行為人明知目的網站內容為違法而仍提供超連結者，則可能成立侵害著作

財產權人公開傳輸權的共犯或幫助犯118，並以追劇 APP 的開發與提供者之客觀行

為推斷其侵權意圖，遂認其提供 APP 之行為仍構成公開傳輸，應以著作權法第 92

條處斷119。 

 誠如多數法院所認，應構成公開傳輸行為者乃上傳視聽著作至外部影音網站，

或上傳視聽著作至特定伺服器之行為人，則單純提供機上盒及 APP 之行為，是否

構成侵害公開傳輸權之幫助犯或共同正犯？多數法院認為，因無從認定違犯公開

                                                      
114 智慧財產法院 104 年度刑智上易字第 20 號判決。 
115 雖法院並未援引智財局之令函見解，本文認為「單純提供超連結並未涉及公開傳輸行為，且被

告亦非明知連結之目的網站中的視聽著作為非法」的論理邏輯可知，法院智財局一貫之令函見解：

「如僅係將他人網站之網址轉貼於網頁上，藉由網站連結之方式，使其他人可透過該網站進入其他

網站之行為，因未涉及「公開傳輸」他人著作，原則上不致於造成對他人公開傳輸權之侵害。不過

仍應注意篩選連結的網站，如果明知他人網站內的著作是盜版作品或有侵害著作權之情事，而仍然

透過連結的方式，提供予公眾，則有可能成為侵害公開傳輸權之共犯或幫助犯，將會有侵害著作權

之危險，宜特別注意。」參經濟部智慧財產局民國 96 年 6 月 25 日電子郵件 960625。另，經濟部

智慧財產局民國 96 年 9 月 17 日電子郵件 960917a、民國 97 年 10 月 2 日電子郵件 971002d、民國

97 年 10 月 21 日電子郵件 971021C 之見解亦同。 
116 經濟部智慧財產局 102 年 11 月 19 日智著字第 10200092090 號、103 年 4 月 1 日智著字第

10316002230 號。 
117 臺灣台北地方法院 107 年度智易字第 75 號判決。本案上訴繫屬中(智慧財產法院 108 年度刑智

上易字第 51 號)。 
118 經濟部智慧財產局 105 年 6 月 30 日電子郵件 1050630d。另，經濟部智慧財產局民國 103 年 3

月 5 日智著字第 10300015120 號、民國 108 年 9 月 24 日電子郵件 1080924c、民國 107 年 12 月 13

日電子郵件 1071213b、民國 105 年 12 月 6 日電子郵件 1051129 之令函見解亦同。 
119 法院認為，系爭 APP 所連結之目的網站主要為楓林網等盜版網站，且被告於開發此 APP 之過

程中，乃以人工檢索並整理各該影片之超連結，基於其智識及專業，其應對於連結目的網站為盜版

網站之事知悉，且被告可輕易查詢到各該影片之發行商，其事前取得授權應無困難，此外，此 APP

乃集盜版網站之大成，與一般人單純轉貼影音路徑連結相較，其行為惡性重大。因此，法院就被告

「明知」之要件，以本案係「集盜版網站大成」、「人工篩選製作上架內容」、「排除障礙下架後重行

整理上架」、「專業之侵權惡意」及「行為惡性重大」等理由，認定成立「被告明知該被連結之網站

有侵害著作權之情事，而仍透過超連結的方式提供給公眾」此一事實。參智慧財產法院 108 年度刑

智上易字第 26 號判決。本案上訴繫屬中()。 



‧
國

立
政 治

大

學
‧

N
a

t io
na l  Chengch i  U

niv

ers
i t

y

DOI:10.6814/NCCU202001391

30 

傳輸之行為人，且按刑法第 7 條規定，亦無法確認正犯是否屬於我國刑法之管轄

範圍，既然正犯可能不受我國刑法處罰，提供機上盒或 APP 之被告即無成立共同

正犯或幫助犯之可能120。亦有法院從主觀認識觀察，認為被告既不知或難以知悉所

連結網站中的視聽著作是否經著作財產權人之同意或授權而放置，則被告即無違

法之認識，自不具備幫助故意或犯意聯絡121。 

第二款 被告所提供之機上盒及 APP 是否為可公開傳輸之電腦程式或其他技術？ 

 就「被告所提供之機上盒及 APP 是否為可公開傳輸之電腦程式或其他技術？」

之命題，早期法院認為著作權法第 87 條第 1 項第 7 款所謂提供可公開傳輸或重製

著作之「電腦程式或其他技術」，限於 P2P 之電腦程式或技術122123，而後法院改變

見解，認為著作權法第 87 條第 1 項第 7 款應與本法第 3 條第 1 項第 10 款為同一

解釋，亦即，不限於 P2P 之電腦程式或技術，只要是能夠達到向公眾傳達及提供

之著作散布效果之電腦程式或技術，亦屬於著作權法第 87 條第 1 項第 7 款之輻射

範圍124125。 

 因用戶得以透過機上盒及 APP 之運作而連結至外部影音網站，進而感知著作

內容，不論是機上盒所內建之播放程式所具備的串流技術，或是可連結至外部伺服

器進行 P2P 下載之 APP，又或是 APP 所內建之超連結資料庫，其皆屬於使使用者

得以公開傳輸著作之電腦程式與技術。又因被告除向公眾提供機上盒及 APP，亦

提供後續軟硬體之更新與維護服務，並刊登廣告以積極勸誘公眾購買機上盒、下載

APP，自應對用戶利用其所提供之機上盒及 APP 擅自公開傳輸未經授權之著作有

認識，並獲有利益，故單純提供機上盒及 APP 之行為依著作權法第 87 條第 1 項第

7 款視為侵害著作財產權人之公開傳輸權126。 

 於全視福「C-820 高清播放器」案中，智財法院就著作權法第 87 條第 1 項第

7 款之「提供技術行為」之認定有更詳盡之論述：以用戶直接侵權行為所利用之技

術來源及被告對於「公開傳輸著作之過程是否有控制權限？」來判斷被告是否有

「提供技術？」，亦即被告是否該當著作權第 87 條第 1 項第 7 款之提供行為。本

                                                      
120 臺灣臺北地方法院 107 年度智易字第 75 號判決、智慧財產法院刑事判決 104 年度刑智上易字

第 20 號。 
121 臺灣臺中地方法院 102 年度智易字第 32 號判決。 
122 著作權法第 87 條第 1 項第 7 款所謂「提供可公開傳輸或重製著作之電腦程式或其他技術」，  

應指被告直接提供 P2P 之電腦程式或技術予他人使用，或該 P2P 之電腦程式或技術雖非被告直接

提供，但被告對於該電腦程式或技術之使用具有控制權限而言。參智慧財產法院 104 年度刑智上易

字第 82 判決、臺灣臺中地方法院刑事 105 年度智易字第 53 號判決、臺灣臺中地方法院 106 年度

智易字第 55 號判決。 
123 智財局令函將著作權法第 87 條第 1 項第 7 款稱為 P2P 法案，參智財局 99 年 5 月 24 日電子郵

件 990524a、智財局 99 年 4 月 13 日電子郵件 990413a、智財局 98 年 10 月 21 日電子郵件 981021、

智財局 98 年 11 月 16 日智著字第 09816003440 號令函、智財局 99 年 5 月 14 日電子郵件 990514a。 
124 智慧財產法院 107 年度刑智上易字第 7 號判決、新北地方法院 101 年度智訴字第 25 號判決。 
125 智財局 107 年 10 月 1 日智著字第 10700064350 號令函。 
126 智慧財產法院 107 年度刑智上易字第 7 號判決、智慧財產法院 104 年度刑智上易字第 82 號判

決、智慧財產法院 108 年度刑智上易字第 26 號判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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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中，法院就被告提供之機上盒的「TV 電視」、「VOD」及「線上影院」功能，分

別判斷被告是否該當著作權第 87 條第 1 項第 7 款之提供行為127。 

 「TV 電視」及「VOD」功能，係透過特定伺服器媒介所有的收視用戶彼此利

用機上盒內建的 P2P 軟體對傳網路影音資料，惟用戶必須透過被告提供之機上盒

方能連結到特定伺服器，始得請求下載影音資料，故法院認為被告提供機上盒的行

為係技術上提供協助，使用戶得以實施非法公開傳輸行為。又，特定伺服器所在之

網站為封閉式，僅供購買機上盒且確認為已付費會員者使用，非會員者無法接觸該

伺服器，亦無法利用一般電腦之搜尋或傳輸功能接觸該伺服器中的影音資料，故被

告對於用戶非法公開傳輸行為具有控制權，其提供機上盒的行為該當著作權第 87

條第 1 項第 7 款之提供行為。 

 「線上影院」功能，係由機上盒中的 Android 作業系統中已預先安裝的「快播」

播放器 APP 執行，用戶得以透過機上盒開啟該 APP 以連結至大陸地區快播網播放

網上之影片。然而，任何擁有 Android 作業系統裝置之公眾，即可由網際網路下載

快播網提供之 APP 後，觀看快播網網站之影片，並非必須經由全視福公司之機上

盒，始能收看，故公眾之公開傳輸行為，係經由該快播播放器 APP 所提供之技術

進行，與被告提供之技術無涉。又，不特定人皆得接觸快播播放器 APP，被告對於

用戶透過快播播放器 APP 所為之非法公開傳輸行為並無控制權，因此，法院認為，

被告未就「線上影音」功能提供技術協助，亦對其用戶以之為非法公開傳輸行為無

控制權，故被告提供機上盒的行為不該當著作權第 87 條第 1 項第 7 款之提供行為。 

在著作權法第 87 條第 1 項第 7 款之「主觀要件」上，法院認為，縱屬用戶利用 P2P

軟體所下載之影片來源不明，究係為儲存在特定伺服器中，或是透過特定伺服器中

的超連結再連結至其他網站取得影片，被告「明知」其提供之機上盒僅係一個硬體

設備，本身並未儲存任何電視或電影節目內容，用戶必須透過機上盒始能進行公開

傳輸之行為，又其「知悉」用戶未額外付費即得收看付費之電視節目，且僅能透過

機上盒收看特定節目之事實。另外，法院認為，被告透過公司網頁及廣告文宣積極

勸誘公眾購買機上盒，並利用機上盒非法公開傳輸他人之著作，且提供用戶維修檢

測機上盒，並提供伺服器供用戶所購買之機上盒系統為韌體更新之用 ，足堪認定

被告具有侵害他人著作財產權之「意圖」。 

第三款 著作權法第 87 條第 1 項第 7 款與同法第 92 條之關係為何？ 

 然而，另一問題為「著作權法第 87 條第 1 項第 7 款與同法第 92 條之關係為

何」？首先，法院一致認為上開規定所涉及之犯罪事實不相同，自無變更起訴法條

之空間。雖上開規定均涉及客觀上有以公開傳輸方法向公眾傳達著作內容之事實，

但前者之行為人本身未為公開傳輸；後者之行為人本身有公開傳輸之行為128。其次，

既然著作權法第 87 條第 1 項第 7 款與同法第 92 條所規範之犯罪事實不同，則著

                                                      
127 智慧財產法院 104 年度刑智上易字第 82 號判決。 
128 臺灣臺中地方法院 102 年度智易字第 65 號判決、臺灣臺北地方法院 107 年度智易字第 75 號判

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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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權法第 87 條第 1 項第 7 款與同法第 92 條之成立，彼此間是否有牽動關係？129 

 台北地方法院曾以 APP 本身並無重製與公開傳輸之功能，而直接認定不該當

著作權法第 87 條第 1 項第 7 款與同法第 92 條130。該院在另一案中亦表示，因於

APP 中嵌入超連結並不構成著作權法第 3 條第 1 項第 10 款所謂之公開傳輸，同一

法規中的第 87 條第 1 項第 7 款與同法第 92 條之「公開傳輸」自應為同一解釋，

因而認定本案同時不該當上開兩規定131。又，智財法院認為，當提供 APP 之人構

成著作權法第 92 條之擅自公開傳輸罪，如亦具備受有利益及供他人擅自公開傳輸

之意圖，其亦該當同法第第 87 條第 1 項第 7 款132。因此，法院似認為著作權法第

87 條第 1 項第 7 款之成立，以「被告之提供行為」構成同法第 92 條之「擅自公開

傳輸」為前提。然而，有法院將上開兩規定脫鉤討論，於全視福「C-820 高清播放

器」案中，智財法院轉而以被告是否有「提供技術？」且被告對於「公開傳輸著作

之過程是否有控制權限？」為討論重點，並未論被告本身是否構成擅自公開傳輸罪。

因此，就「著作權法第 87 條第 1 項第 7 款與同法第 92 條之關係為何」？此一命

題，實務未有定論。 

 本文認為，法院之所以會就著作權法第 87 條第 1 項第 7 款與同法第 92 條之

關係有分歧，在於著作權法第 87 條第 1 項第 7 款之「提供[…]可公開傳輸著作之

技術」之法條用字意義不明，此究指「技術本身具有公開傳輸功能」？抑或指「技

術使用者得憑藉此技術而為公開傳輸行為」？本文認為，著作權法第 87 條第 1 項

第 7 款之法律效果既然為「視為侵害著作財產權」，代表該款所規範之技術提供行

為本身並非侵害著作財產權之行為，而僅是賦予與違反著作權法第 92 條相同之法

律效果而已，因此，為使得著作權法第 87 條第 1 項第 7 款有存在之意義，本文認

為著作權法第 87 條第 1 項第 7 款之適用情境應為，被告之提供技術行為不構成公

開傳輸行為，而不論是「技術本身具有公開傳輸功能」，或是「技術使用者得憑藉

該技術之助力而實施公開傳輸」，既皆屬於本款之文義範圍之內，上開兩種解釋方

式似皆屬有理。然我國於 108 年 5 月 3 日133修法新增著作權法第 87 條第 1 項第 8

款，其中，該款第 1 目：明知他人公開傳輸之著作侵害著作財產權，而提供公眾使

用匯集該等著作網路位址之電腦程式，並受有利益。修法針對匯集侵權網站超連結

之機上盒或 APP，因其內含之技術本身不具有公開傳輸功能，且不特定多數人憑

藉該機上盒或 APP 點擊超連結至侵權網站觀覽著作內容之行為本身亦不構成公開

傳輸，因而不構成著作權法第 87 條第 1 項第 7 款，為能有效規範此一技術提供行

為，遂修法新增第 8 款134。由上開修法說明可知，著作權法第 87 條第 1 項第 7 款

                                                      
129 法院同時針對著作權法第 87 條第 1 項第 7 款與同法第 92 條為討論之個案，僅有三件(全視福

「C-820 高清播放器」、涉及任意依戀及 W 兩個世界之「電視連續劇 2、3」APP、涉及世間情之「電

視連續劇 2」APP 案)，故尚難判斷法院目前之主流見解。 
130 臺灣臺北地方法院 107 年度智易字第 42 號判決。 
131 臺灣臺北地方法院 107 年度智易字第 75 號判決。 
132 智慧財產法院 108 年度刑智上易字第 26 號判決。 
133 108 年 4 月 16 日立法院三讀通過「著作權法第 87 條及第 93 條條文」修正案，並經總統於同年

5 月 1 日公布，新法並於同年 5 月 3 日生效。 
134 修法說明：因應實務現況，增訂規範電腦程式提供者之法律責任，非難行為係其提供行為。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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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第 8 款之區辨在於，系爭手段是否非第 7 款之規範範疇，即：技術本身不具有公

開傳輸功能，使用者亦無法憑藉該技術之助力而實施公開傳輸。於「任意依戀」案，

法院即認為追劇神器 APP 屬於著作權法第 87 條第 1 項第 8 款之規範範疇，基於

法律不溯既往原則，故認研發並提供追劇神器 APP 之被告無罪135，惟於「世間情」

案中，法院卻認為著作權法第 87 條第 1 項第 7 款已可規範追劇神器 APP，因而認

定被告構成擬制侵權136。兩案所涉及之追劇神器 APP 屬於同一產品，然法院看法

卻仍歧異，此兩案皆各自繫屬於上訴審中而未定讞，實務見解之後續發展仍有待觀

察。 

  

                                                      
於明知他人公開播送或公開傳輸之著作內容侵害著作財產權，意圖供公眾透過網路接觸該等著作，

對公眾提供匯集該等著作網路位址的電腦程式（例如可連結非法影音內容的 APP）而受有利益者，

視為侵害著作權行為。該提供者必須是出於供他人透過網路接觸侵害著作財產權內容之意圖，提供

電腦程式，始屬本款規範之範圍；又受有利益者係指經濟上利益。至於直接在網路提供侵害著作財

產權內容供公眾瀏覽之人，其法律責任另依其他著作權法規定予以判斷，非本款所規範之範疇。 
135 臺灣臺北地方法院 107 年度智易字第 75 號判決。 
136 智慧財產法院 108 年度刑智上易字 26 號判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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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節 數位時代下我國公開傳輸權之實務發展困境 

第一項 刑事責任上的認定爭議亦會出現在民事責任的認定上 

 雖然本文所討論者乃公開傳輸權侵害的民事責任，但以上著作權法第 92 條擅

自公開傳輸罪的認定對本文而言仍有參考價值。基於「法秩序一體性（Einheit der 

Rechtsordnung）」，既然我國著作權法第 3 條第 1 項第 10 款已就「公開傳輸權行

為」制定一定義條文，且刑事責任係規範在具民事法從屬性格之著作權法中，刑事

責任規範中的相同文字自應依循立法者所定定義為解釋137，因此，在刑事程序中公

開傳輸行為認定上的歧異，在民事程序中依然會有相同之疑義，雖有論者反對「法

秩序一體性」的觀點138，但既然我國著作權法中關於公開傳輸行為之定義，不論民

事責任或刑事責任皆一體適用，則至少就「公開傳輸行為」的認定上，應有一致性

的判斷標準，故上開六種類型化之判決中，針對「系爭行為是否該當公開傳輸行

為？」之問題上，因皆牽涉到公開傳輸行為之認定，該等爭議案件於民事責任認定

的脈絡中自當有相同爭議，僅因權利人多循刑事程序以救濟權利，附帶民事賠償案

件亦多循刑事判決的認定結果，故未有相應的民事判決著重討論該爭議。本於此一

基礎，本文嘗試將六種類型化的刑事判決中的法律爭議整理出來，並適用我國公開

傳輸權侵害之民事規範，以確定本文所欲討論的公開傳輸權爭議案件類型，及其民

事責任認定上的爭議問題為何。 

第二項 公開傳輸行為認定之標準浮動 

 於上開六種類型化之判決中可知，「將違法重製之著作上傳、張貼於網域空間

及網頁」、「將第四台之類比訊號轉換成數位訊號，再透過網路將之傳送至用戶端，

以供用戶得以隨選隨看」此兩類型，法院一致認為構成擅自公開傳輸罪之單獨正犯。

尋繹其中判決理由，當行為人利用「網路」為媒介，並「實際傳輸」著作內容（必

然伴隨著技術上暫時性地重製著作），伺服器中因而暫時性或永久性地「儲存著作

內容」，而得以讓「不特定之多數人」得以「在各自選定之時、地觀覽」，系爭行

為即構成公開傳輸行為。如系爭行為未實際傳輸著作內容，且伺服器中亦未於行為

歷程中曾經存有著作內容，該等行為是否仍屬法條所規定之以公開傳輸之方法？

舉例而言，「於網頁內張貼 BT 種子檔之連結」僅提供著作內容之檔案名稱、大小、

份數及追蹤者（tracker）位置檔，「利用 P2P 軟體下載檔案，並將檔案置放於分享

資料夾」僅提供著作內容之「片段」，此兩種手段皆未實際傳輸全部之著作內容，

且行為人之伺服器亦未於行為實施之過程中曾經存有全部之著作內容，此種行為

是否應評價為公開傳輸行為？著作權法第 3 條第 1 項第 10 款及其立法理由：「條

文中所稱『向公眾提供』，不以利用人有實際上之傳輸或接收之行為為必要，只要

                                                      
137 古承宗，重新檢視擅自重製罪之解釋與適用，東吳法律學報，23 卷 3 期，頁 87-8，2012 年 1 月。 
138 古承宗，同前註，頁 9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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處於可得傳輸或接收之狀態為已足。」，法院遂以該等行為係使公眾處於得以接觸

著作內容為由，認定該等行為屬於公開傳輸行為。 

 於張貼超連結之個案中，有法院認為該當公開傳輸行為，有認為不該當，甚有

認為構成擅自公開傳輸罪之幫助犯，法院之所以會得到答案相左之結論，不僅反映

出我國實務針對公開傳輸行為尚未發展出可供操作的客觀判斷標準的問題之外，

法院為能夠兼及考慮超連結對於非法著作散布有促進作用的特徵，及超連結為網

路使用者指示網路空間中位址的重要工具，法院遂發展出「網站連結，原則上不致

於造成對他人公開傳輸權之侵害，惟如果明知他人網站內的著作是盜版作品或有

侵害著作權之情事，而仍然透過連結的方式，提供予公眾，則有可能成為侵害公開

傳輸權之共犯或幫助犯」之判斷標準，將擅自公開傳輸罪此一「定式」犯罪之構成

手段認定繫諸於主觀要件之判斷。本文認為，公開傳輸行為既屬於獨立的一客觀構

成要件，且著作權法第 3 條第 1 項第 10 款亦已就公開傳輸行為定有明確定義，因

此，公開傳輸行為的該當與否應有一客觀的判斷標準，而非繫諸於行為人的主觀要

件之該當與否，我國實務高度倚賴行為人之主觀要件來決定個案中系爭行為該當

公開傳輸行為與否之論據，洵屬不當。 

 本文認為如欲妥善分配公開傳輸權侵害之責任，並不能機械式地以張貼超連

結此一客觀行為態樣為唯一的判斷對象與考量點，蓋張貼超連結之個案與其他個

案有著事實上的重大差異：張貼超連結之行為人對於連結指向的目的網站上之內

容並無控制力，因此，不論是從手段在功能上是否提供著作內容，或是從手段是否

提供公眾接觸侵權內容之「機會或風險」的角度，皆無法完全評價張貼超連結行為

所造成的權利侵害風險，亦無法妥善分配侵害活動中的眾多參與人間的責任，不問

該超連結之目的網站是否為侵權網站，亦不問該等超連結之態樣是否會影響目的

網站之點擊率及廣告收益，一律令張貼超連結之行為人負責，或一律免除其責任，

皆失之公允，反而忽略了著作財產權人所受之市場利益損失是否源自於該超連結

之張貼行為的因果關係，亦可能忽略本應為此負責的架設侵權目的網站之人，因此，

有必要針對張貼超連結是否構成公開傳輸侵害的問題獨立討論，以建構出與其行

為所造成的侵害危險相稱的責任標準，不致產生違反比例原則的情形。 

第三項 直接責任與間接責任之間的認定標準不明 

 於「提供網域空間及網站供網友上傳、張貼著作」、「研發並提供下載 P2P 軟

體，並經營檔案交換網站」、「提供可連結至外部影音網站之機上盒及 APP」個案，

皆屬於「間接行為人」。但自 Kuro 案、ezPeer 案中可知，我國實務一致將違法上

傳著作之會員論以擅自公開傳輸罪之正犯，技術提供者至多討論其是否與之構成

犯意聯絡，而成立擅自公開傳輸罪之共同正犯，甚至是僅論其幫助犯之責任，但實

務卻忽略了以下事實：一，直接行為人的行為惡性，相較於間接行為人來說，顯然

較低。申言之，付費會員所支付之對價雖與其違法公開傳輸所造成著作財產權人所

受之市場利益損失顯不相稱，但其確有支付一定金錢，相較於間接行為人以此作為

營利業務來說，其不當得利之金額為鉅款，且直接行為人未必知曉 P2P 軟體及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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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交換平台之技術原理，其主觀惡性與管理檔案交換平台以營利之間接行為人相

較，顯然較低。二，間接行為人係居於侵權活動之關鍵地位。申言之，如無其所提

供之搜尋及定位功能，使用者根本無法開啟侵權活動；如無其所提供之技術，使用

者侵權行為所造成之損害規模不可能如此之大，侵權內容之傳播速度不可能如此

之快。 

 因此，僅單純提供設備、軟體、及服務之提供者的行為惡性、對於侵權活動歷

程的貢獻度，相較於直接行為人來說，顯然較高，如僅令間接行為人就其客觀上的

「間接行為」負擔間接責任，恐遭責任分配失衡之譏，遂有必要重新論究直接責任

及間接責任之分野，斷不能單純以客觀上的行為態樣而作為區別標準，此一標準須

能夠與個案中的行為人之主觀惡性、其行為對於侵權活動進程之貢獻為何、系爭侵

權活動所造成的權利人就該著作所應享有的經濟利益的損失規模等眾多因素相稱。

而直接責任及間接責任之區別標準，在民事責任領域中即釐清著作權法第 88 條第

1 項前段「單獨侵害之損害賠償責任」與同法同條同項後段「（狹義）共同侵害之

損害賠償責任」及民法第 185 條第 2 項「造意及幫助侵害責任」之間的判斷標準，

雖以應負擔的損賠責任來說，應負損賠責任的金額並無不同，此一區別實益未如刑

事責任直接影響刑度般來地顯著，但對實務而言則牽涉不同的請求權基礎，不同之

請求權基礎又涉及不同的要件審查，諸如，不同於單獨侵害之損害賠償責任，共同

侵權責任減輕被害人就因果關係之舉證責任、（狹義）共同侵權責任無庸審酌主觀

的意思聯絡、造意及幫助侵害責任須以直接責任成立為前提等，遂有必要針對上開

爭議提出能夠妥適區別直接責任與間接責任的認定標準。 

第四項 服務提供者的間接責任無所從屬 

 於「提供網域空間及網站供網友上傳、張貼著作」、「研發並提供下載 P2P 軟

體，並經營檔案交換網站」、「提供可連結至外部影音網站之機上盒及 APP」個案，

皆屬於「間接行為人」，如其服務提供行為依直接責任與間接責任之區別標準，而

應論以間接責任者，因造意及幫助侵害責任之成立，係以直接侵權責任之成立為前

提139，但現實中往往不是客觀上不存在直接侵權行為，又或者是直接侵權人難以訴

追而未能認定其直接侵權責任。前者係因我國著作權法中的「著作財產權之限制」

並未將私人的著作利用納入法定的豁免事由中，但如直接利用著作之行為僅係作

個人之使用、利用規模小，不致影響著作權利人之權益140，應可認得以成立「合理

                                                      
139 智慧財產法院民事判決 103 年度民專上字第 16 號：「我國對『造意』、『幫助』之侵權責任係採

從屬說，並非獨立說，並以故意為必要，不將之『過失化』」；姚信安，同前註 4，頁 180；鄭玉波，

民法債編總論，頁 191。 
140 陳奎霖以「遊戲直播」為例，指出行為人之著作利用雖構成「合理使用」，但仍造成著作權利人

就該著作所應享有的經濟利益的重大損害，就該損害具有獲得填補的需求。申言之，當個別玩家只

是基於單純遊玩，且未獲取商業利益而為遊戲直播，該直播行為應可成立「合理使用」，惟當該遊

戲係以「劇情」為主要賣點，當越多人直播該款遊戲，將導致越多前在消費者因已相當程度地了解

該款遊戲的劇情，而降低購買遊戲的意願，進而嚴重影響遊戲業者基於該款著作(遊戲)所應享有的

經濟利益時，則形成現實上玩家個人的著作利用行為(遊戲直播行為)未構成權利人的著作權侵害，

但卻造成著作權利人就該著作所應享有的經濟利益的重大影響。參陳奎霖，著作權間接侵權責任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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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用」，而不構成公開傳輸權之直接侵害。後者係因在數位環境中，著作權侵害往

往係利用中介者的服務而完成，且服務使用者之身分隱匿性及實施行為之跨國性

而產生追訴上的困難，造成權利人多以提供直接行為人就其侵權活動所必要或有

助益的設備、系統或服務的網路服務提供者為追訴對象，在直接行為人的身分不明

或是非屬本國管轄範圍的情形下141，應如何論處間接行為人之民事責任？如認其

服務提供構成誘引、幫助、輔助直接行為人實施侵權行為，則在現實上無法追訴直

接行為人之責任下，網路服務提供者之間接責任即無所從屬，則現行法中是否存在

允許著作權利人向網路服務提供者追訴責任，以彌補其所受損害之可能性？因此，

當網路服務提供者成為權利人唯一現實上可行的追訴、問責對象時，網路服務提供

者之責任認定越形重要，面對著作權法第 88 條第 1 項後段及民法第 185 條第 2 項

要求「直接侵權責任之成立」為間接責任論斷之前提的適用上困境，且無法變更「從

屬說」的現行法制下，本文則欲透過直接責任與間接責任的區別標準之建立，擴張

網路服務提供者成立公開傳輸權侵害之直接責任之空間，以解決多數網路服務提

供者受限於「從屬說」要件而無法對其問責的弊端。 

第五項 再探公開傳輸權之權利限制與例外規定之適用 

 我國於 92 年 6 月新增公開傳輸權時，僅於著作權法第 49 條、第 50 條、第 53

條及第 61 條增加公開傳輸權之法定例外事由，致得主張公開傳輸權的合理使用情

形鮮少於重製權。著作財產權的範圍擴大，勢必壓縮原有自由利用著作之空間，且

法定例外事由又未相應地增加，再者，舉凡一切有線電、無線電、網路或其他通訊

方法，向公眾提供或傳達著作內容的方法，皆屬於公開傳輸權的規制範圍，則幾乎

所有網路環境中的著作利用皆受權利人的公開傳輸權所壟斷，當實務已承認公開

傳輸權亦有著作權法第 65 條合理使用的概括條款之適用的情境下142，應如何透過

合理使用此一機制來妥善調整公開傳輸權的權利範圍，以避免權利過度擴張，導致

不當壓制公眾在網路空間中利用著作的可能性，實為待解決之問題。學者蘇永欽亦

提出質疑：「任何智慧財產權的增加或內容的擴張，潛在的都意味所有市場參與者

營業（競爭）自由，乃至於言論（出版）自由的減少，事實上任何特定智慧財產權

的賦予，也都立刻會對一堆同業造成相關自由的限制。近年來美國憲法學者對智慧

財產權的無限上綱有越來越尖銳的質疑，就不能說全無道理。試問每天在同一瞬間

可能有幾千萬上網的年輕人同時在侵害著作權，問題難道只是人們尊重權利的意

識不足，而不在這種智財權設計的本身？跨國企業必須藉智慧財產權輸出國的外

交力量對智慧輸入國施壓，把本來應該內化於財產權的防盜成本，強迫用國家警察

的預算來吸收，又怎能說不是一種大可非議的現代版帝國主義。143」 

 在網路環境中，超連結不僅提供資訊定位便捷化的管道，更是促成搜尋引擎誕

                                                      
系之探討，國立台北大學法律學系碩士論文，頁 78-83，2019 年 7 月。 
141 陳曉慧、陳皓芸、王怡蘋，同前註 4，頁 175。 
142 士林地方法院 92 年度訴字第 728 號刑事判決。 
143 蘇永欽，推薦序，載：智慧財產權法制的關鍵革新，2007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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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的重要技術，如無搜尋引擎將網路環境中所有資訊的位址匯集、索引化，網路使

用者接觸資訊的搜尋成本將大幅提升，大大阻礙資訊的流通，而在資訊流通的樞紐

堵塞的情況下，無資訊接觸即無從在先賢的創作基礎上繼起創作，資訊的生產、創

新速度將滯凝不前，但超連結的提供又恐落入公開傳輸權的範圍當中，合理使用作

為調控公開傳輸權的權利範圍的機能更越形重要。就超連結以外的其他網路空間

中的活動（在我國公開傳輸權案例中，即：提供網域空間及網站供網友上傳、張貼

著作、研發並提供 P2P 軟體及其檔案交換網站），此等網路活動係網路服務提供者

提供服務供用戶提供內容至網路空間，在由網路使用者掌握資訊控制權的 web2.0

時代中，網路服務提供者的角色實為網路使用者在網路空間中創造資訊的重要橋

梁，雖一般咸認此等網路活動得以適用網路服務提供者之民事免責事由，避免因用

戶利用其服務所為之非法公開傳輸行為而獲致處罰。然而，隨著網路世界逐漸進入

web3.0 時代及司法實務發展的現今，網路服務提供者之民事免責事由的解釋適用

是否不當地影響此等網路服務提供者之責任認定，甚為重要。如網路服務提供者之

民事免責事由不當地壓縮網路服務提供者之責任，則有評價不足的問題；如網路服

務提供者之民事免責事由不當地擴張網路服務提供者之責任，則有過度評價，擠壓

網路使用者加以利用創造資訊的空間。再者，如按本文所提出的直接責任與間接責

任之區別標準，如網路服務提供者之技術提供行為應論以直接責任時，則有必要進

一步具體化合理使用的操作方向，以確保合理使用得以妥善調整網路服務提供者

之責任範圍，避免損及其作為創造資訊的重要媒介之機能。 

 觀察涉及公開傳輸權侵害之我國判決，鮮少就著作之合理使用為討論，僅於

「將違法重製之著作上傳、張貼於網域空間及網頁」、「利用 P2P 軟體下載檔案，

並將檔案置放於分享資料夾」之個案中觸及合理使用之認定，且多聚焦在第一個及

第四個要素的判斷144，基於公開傳輸行為在網路空間中扮演的重要角色，有必要針

對公開傳輸權案件之合理使用的解釋方向為討論，以避免超連結個案類型中的提

供超連結行為的合法空間被過度壓縮；另外，在其服務被第三人用於侵權之個案類

型中，雖我國司法實務尚未針對網路服務提供者之民事免責事由的解釋適用提供

                                                      
144 於重製官網上之商品說明及圖片，張貼於個人網拍頁面中的案例中，法院認為，被告利用官網

上之商品說明及圖片以促使消費者購買，屬商業目的，且說明文字與圖片僅為些微修改，未為大幅

度轉化，說明文字之內容非僅針對商品之單純描述，已表現出作者之個性及獨特性，有相當之創作

性，就所利用之著作占網頁內容之比例極高，且重製之文字內容屬於產品特性及具體成效之精華核

心要指，就質量而言比例甚重。此外，被告與著作財產權人間處於相互競爭關係，被告未取得授權

及支付對價即逕予利用之行為，顯已侵蝕著作財產權人利用據爭文字以行銷產品之前在市場，難認

屬合理使用。如僅係張貼於個人部落格中作為非營利使用時，且著作財產權人本身已將該著作無償

公開於網路上，雖因著作財產權人已將系爭著作無償公開於網路，難謂其就系爭著作單獨存在之著

作市場或獨立之市場價值，但系爭利用著作之結果可能導致大眾誤認系爭著作為被告所拍攝，且被

告未為認何轉化性或生產性，可能因而降低作者之創作誘因，對社會公益或國家文化發展並無任何

價值或注意可言，此時應傾向著作權之保護，而認為被告所為不構成合理使用 。 

 於使用 P2P 軟體下載檔案，並將檔案置放於分享資料夾之個案中，法院認為，被告所下載之

檔案雖供個人之非營利使用，惟其下載之目的乃係供個人娛樂，並因此節省其應支出之購買正版 CD

費用，顯非為非營利之教育目的，而可認係具有商業性之娛樂目的，且其係整首歌曲下載，並非擷

取片段，下載之數量又多達九百七十首，其如此大量下載之結果顯然會減少告訴人光碟之銷售量，

影響著作權人之創作意願及其對數位音樂下載市場之拓展，不構成著作之合理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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指引，得參考歐盟法院及美國之司法實務發展，提供我國司法實務未來解釋適用網

路服務提供者民事免責事由之指引。 

第六項 本文研究之問題 

 正因為我國實務見解上述不足之處，導致法院就四種案例中的侵權與否判斷

產生歧異，分別為「提供網域空間及網站供網友上傳、張貼著作」之網域空間提供

者成立擅自公開傳輸權之共同正犯或幫助犯？「研發並提供下載 P2P 軟體，並經

營檔案交換網站」之軟體及其平台之提供者成立擅自公開傳輸權之共同正犯或幫

助犯？「張貼超連結」之人成立擅自公開傳輸罪之單獨正犯或幫助犯？「機上盒、

APP 之研發者及提供者」之技術提供行為是否成立擅自公開傳輸罪之共同正犯或

幫助犯？（見表一） 

 綜結而言，為解決本文上述所提之問題，本文首先將我國實務上具有公開傳輸

權侵害認定之高度爭議的四種案例145簡化為兩種類型：張貼超連結、其服務被第三

人用以侵害公開傳輸權的網路服務提供者。前者包括，個人於網頁中張貼著作所在

位址之超連結、提供預先載入可指向外部影音網站之超連結的機上盒或 APP；後

者包括，提供 P2P 軟體及平台，供網友違法交換檔案、提供雲端儲存空間供網友

違法上傳檔案，以讓不特定之公眾得以接觸該等違法檔案。於後續章節，本文嘗試

將美國法及歐盟法針對公開傳輸權侵權案例予以類型化成上開兩種類型，試圖解

答我國公開傳輸權民事責任認定上的若干問題： 

1.  公開傳輸權之權利範圍為何？即公開傳輸行為之認定標準為何之問題。 

2.  公開傳輸權侵害的直接責任與間接責任間的分野為何？ 

3.  公開傳輸權直接侵害的認定標準為何？ 

4.  公開傳輸權之權利限制與例外規定（包括合理使用及網路服務提供者之民事

免責事由）在公開傳輸權案件中之解釋適用方向為何？ 

 

 本文透過重塑並適當限縮公開傳輸權之權利範圍，以確保公開傳輸權之輻射

範圍不致過廣，不致產生過度管制網路空間中活動的後果。透過提出公開傳輸權侵

害的直接責任與間接責任間的區別標準，以解決間接行為人之責任評價不足，以及

因直接行為人非屬我國司法管轄權而無法追究間接行為人應負之責任以反映其主

觀惡性、因果貢獻度、權利人所受損害規模的問題。透過重塑公開傳輸權直接侵害

的認定標準，以解決無法妥適評價超連結個案中提供侵權網站超連結之人的責任，

及無法妥適彌補權利人所受損害之問題。透過提出公開傳輸權案件中合理使用與

網路服務提供者民事免責事由的解釋適用方向，以確保著作權法內部預設的公私

益衡平狀態不因公開傳輸權之增訂而被破壞。為提出上開問題所各自對應到的解

決方法，本文於各章針對各問題逐一開展比較法討論，惟應特別注意，本文於第三、

四章所為之比較法研究，外國案例均屬民事判決，而本文所欲討論之問題亦僅限於

                                                      
145 分別為，「提供網域空間及網站供網友上傳、張貼著作」、「研發並提供下載 P2P 軟體，並經營檔

案交換網站」、「張貼超連結」、「機上盒、APP 之研發者及提供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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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開傳輸權侵害之民事責任，將本文提出的標準適用在刑事案件中，應留意此等判

斷基礎與證據審酌標準將因訴訟性質而存有差異146。

                                                      
146 蔡惠如，著作權之未來展望—論合理使用之價值創新，頁 164，2007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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數位時代下使用網路利用著作 參與者 

（責任主體） 

公開傳

輸行為 

？ 

擅自公開

傳輸罪？ 

實務見解分歧之處 

利用著作

之類型 

所涉技

術 

典型事實 

技術提供

者本身為

著作利用 

主從式

架構 

將違法重製之著

作上傳、張貼於網

域空間及網頁 

網域空間及網站之提供者 是 單獨正犯 無爭議 

造訪網站並下載著作之人 否 否 無爭議 

技術提供

者本身未

為著作利

用 

主從式

架構 

提供網域空間及

網站供網友上傳、

張貼著作 

網域空間及網站之提供者 僅行為

之一部 

有爭議 犯意聯絡或幫助故意？ 

→建構直接與間接侵權之標準 

上傳、張貼侵權著作之網友 是 正犯 無爭議 

P2P 傳

輸 

研發並提供下載

P2P 軟體，並經營

檔案交換網站 

P2P 軟體及網站之提供者及

管理者 

僅行為

之一部 

有爭議 1. 犯意聯絡或幫助故意？ 

2. 媒介中立原則之適用？ 

→建構直接與間接侵權之標準 

張貼 BT 種子檔連結之人 否 否 無爭議 

P2P 軟體及網站之使用者 是 正犯 無爭議 

超連結 超連結 張貼超連結之人 有爭議 有爭議 1. 張貼超連結是否為公開傳輸行為？ 

2. 幫助犯？ 

→重構公開傳輸權直接侵害之認定標

準 

點擊超連結之人 否 否 無爭議 

目的網站內容之上傳者及架

設者 

是 正犯 無爭議 

匯集網路上侵權 機上盒、APP 之研發者及提 否 否 犯意聯絡或幫助故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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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源之超連結至

機上盒及 APP 

供者 →重構公開傳輸權直接侵害之認定標

準 

機上盒、APP 之使用者 否 否 無爭議 

目的網站內容之上傳者及架

設者 

是 正犯 無爭議 

透過網

路再傳

輸 

將電視之類比訊

號轉換成數位訊

號，再透過網路將

之傳送至用戶端，

以供用戶得以隨

選隨看 

提供轉換有線電視類比訊號

轉換為數位訊號之數位頻道

公司 

 

是 單獨正犯 無爭議 

表 一：我國公開傳輸權侵害之實務見解總整理；來源：筆者自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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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比較法上公開傳輸權之侵權認定 

第一節 國際著作權法 

第一項 伯恩公約 

 伯恩公約於 1886 年通過，經過八次修正，最後一次為 1979 年於巴黎修正，為

最早以著作權為規範對象之國際條約，至 2020 年 6 月 2 日止，已有 179 個簽屬國
147，此外，根據 WCT 第 1 條第 4 項規定，WCT 締約國應遵守伯恩公約之條文及

其附件148，WTO 與貿易有關之智慧財產權協定（Agreement on Trade-Related 

Intellectual Property Rights，簡稱 TRIPS）第 9 條第 1 項規定，WTO 會員國應遵守

1971 年版本之伯恩公約及附件149，因國際上多數國家及多邊條約之承認，伯恩公

約已成為國際著作權法之普世規範。且，因台灣屬於 WTO 會員國，TRIPS 既作為

WTO 包裹式協定之其一協定，台灣於遵守 TRIPS 規範之脈絡下，亦應一併受伯恩

公約之拘束，故探討伯恩公約之規範實具意義。 

 伯恩公約旨在「期以盡可能有效且一致之方式，保障著作權人於其文學與藝術

著作之權利」150，並以著作類型為各條文之規範主體。有別於伯恩公約第 9 條之重

製權與散布權，以重製之著作實體物之方式向公眾傳達著作內容，本文所討論之公

開傳輸權屬於未經重製、以非實體（固著）之形式，向公眾傳達著作內容151，其中，

學者將之分為兩種類型，分別為：接收著作內容之觀眾處於著作呈現地之現場

（before a live audience）之公開表演（public performance），及以接收著作內容之觀

眾非處於表演行為發生地之現場，而需藉由傳輸方式傳達給不在場之遠方觀眾（to 

a remote audience）之向公眾傳達（communication to the public by transmission）152。

我國學者亦認為，將創作內容具體化的成果「傳遞給公眾」之著作利用型態，傳統

咸以「是否經過重製過程再為傳遞」為標準，將著作財產權區分成有形利用權（copy-

related rights）及無形傳達權（non-copy-related rights），前者乃以著作內容之「重製」

為本所衍伸，權能所能支配者為有形的著作物或重製物153，且著作或重製物傳遞給

                                                      
147  WIPO, WIPO-Administered Treaties: Contracting Parties > Berne Convention (Total Contracting 

Parties : 179), WIPO, available at https://www.wipo.int/treaties/en/ShowResults.jsp?treaty_id=15 (last 

visited on July 5, 2020).  
148 Article 1(4) of WCT: “Contracting Parties shall comply with Articles 1 to 21 and the Appendix of the 

Berne Convention.” 
149 Article 9(1) of TRIPS: “1. Members shall comply with Articles 1 through 21 of the Berne Convention 

(1971) and the Appendix thereto. However, Members shall not have rights or obligations under this 

Agreement in respect of the rights conferred under Article 6bis of that Convention or of the rights derived 

therefrom.” 
150 The preamble of The Berne Convention for the Protection of Literary and Artistic Works. 
151  SAM RICKETSON & JANE GINSBURG, INTERNATIONAL COPYRIGHT AND NEIGHBOURING RIGHT：THE 

BERNE CONVENTION AND BEYOND VOLUME I 703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6). 
152 SAM RICKETSON & JANE GINSBURG, id., at 706-7.  
153 沈宗倫，同前註 8，頁 43。 

https://www.wipo.int/treaties/en/ShowResults.jsp?treaty_id=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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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眾與大眾感知著作內容之間具有時間差距（for deferred use），包括散布、出租權；

後者乃以「供大眾感知」為本，直接透過傳遞給大眾之行為將創作內容具體化，同

時並為大眾所感知，傳遞行為與感知行為並無時間差距（no deferred use），包括公

開表演、廣播、有線的向公眾傳達權154。 

第一款 公開表演權 

 公開表演，藉由人為或機械輔助，以非實體方式於公眾所在之現場或不特定多

數人得進出之場所，向公眾傳達著作內容155。伯恩公約第 11 條第 1 項第 i 款規定，

戲劇、歌劇及音樂著作之作者專有授權他人以任何方法或程序，公開表演其著作之

權利；第 11 條 ter 第 1 項第 i 款規定，文學著作之作者專有授權他人以任何方法或

程序，公開口述其著作之權利。第 14 條第 1 項第 ii 款規定，被改編或重製成電影

之文學及藝術著作之作者，專有授權他人公開表演其著作之權利。第 14 條 bis 第

1 項規定，於不損害被改編或重製之著作的著作權的前提下，電影著作之作者享有

原著作之作者相同之權利，包括第 14 條第 1 項第 ii 款之公開表演權。表演

（performance），原文為法語的 représentation et exécution，原指表演者之現場演出，

但於 1967 年斯德哥爾摩修正版中增訂「包括以任何方法或程序為之」一詞，學者

認為表演之內涵因而擴張及於以錄音物、錄影帶或其他著作內容得以附著之物所

為之表演。因此，只要觀眾感知著作內容之所在地與表演發生行為地相同，即便是

利用電子方法為之，亦屬於公開表演之範疇。此外，戲劇、歌劇、音樂及文學著作

之作者，就其譯著享有與原著作相同之權利：公開表演權156。                                                                                                                                                                                                                                                                                                                                                                                                                                                                                                                                                                                                                                                                                                                                                                 

第二款 向公眾傳達權 

 伯恩公約第 11 條 bis 第 1 項規定，文學及藝術著作（即：伯恩公約保護之全

部著作類型）之作者，專有授權他人(i)廣播，或以任何無線訊號、聲音或影像發射

之方式，向公眾傳達其著作內容；(ii)由原廣播機構以外之機構，以有線電或轉播

之方式，向公眾傳達著作廣播內容；(iii)以擴音器或其他傳輸訊號、聲音或影像之

類似設備，公開傳達著作廣播。第 11 條第 1 項第 ii 款及其第 2 項規定，戲劇、歌

劇、音樂著作之作者專有授權他人就其著作及其譯著之演出，任何向公眾傳達之權

利。 

第 11 條 ter 第 1 項第 ii 款及其第 2 項規定，文學著作之作者專有授權他人就其著

作及其譯著之口述表演，任何向公眾傳達之權利。第 14 條第 1 項第 ii 款規定，被

改編或重製成電影之文學及藝術著作之作者，專有授權他人以有線之方法向公眾

傳達其著作之權利。第 14 條 bis 第 1 項規定，於不損害被改編或重製之著作的著

作權的前提下，電影著作之作者享有原著作之作者相同之權利，包括第 14 條第 1

                                                      
154  MIHÁLY FICSOR, COPYRIGHT AND RELATED RIGHTS IN THE CONTEXT OF THE INTERNET 8 (WIPO 

Organization ed., 2003). 
155  MIHÁLY FICSOR, THE LAW OF COPYRIGHT AND THE INTERNET：THE 1996 WIPO TREATIES, THEIR 

INTERPRETATION AND IMPLEMENTATION 221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2).  
156 SAM RICKETSON & JANE GINSBURG, supra note 151, at 715-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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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第 ii 款以有線之方法向公眾傳達其著作之權利。第 11 條及第 11 條 ter 之第 1 項

第 ii 款皆有「任何向公眾傳達」之詞，文義上似包括任何有線、無線或其他傳輸之

方法，但為避免架空第 11 條 bis 第 1 項之規定，該「任何」傳輸之方法應限縮解

釋為，除第 11 條 bis 第 1 項所列舉之傳輸方法以外的其他任何傳輸方法157。雖然

此條訂立之初所欲規範之科技原型為 Théâtrophone（theatre phone）158，亦即，有

線傳輸（transmission of cable-originated programmes）159，但隨著科技之發展，固著

於唱片之音樂著作的有線傳輸、經固著之著作物於網路中散布，如：網路直播等現

今重要之傳輸技術，亦納入本款向公眾傳達之權利範圍160。 

 由上述條文可知，所有伯恩公約所保護之著作類型之作者皆享有以無線之方

法向公眾傳達著作，及以有線或無線之方法再傳輸著作廣播之權利。惟，以有線之

方法初次傳輸著作之權利，僅及於：1.經表演之戲劇、歌劇及音樂著作；2.經口述

之文學著作及其譯著；3.經改編或重製成電影之文學及藝術著作；4.電影著作161。

因此，僅有戲劇、歌劇及音樂著作之「公開演出」、文學著作及其譯著之「公開口

述」、經改編或重製成電影之「文學及藝術著作」、「電影著作」享有完整的無線、

有線之向公眾傳達權。一般著作只享有以廣播或其他相類之無線方式向公眾傳達

之權，再傳輸之權利則僅限於業經廣播之「著作廣播」，如使用擴音器或其他相類

之工具以外之有線或無線之方法，則僅有原廣播組織以外之第三人所為者，始享有

公約所賦予之再傳輸權。此外，單純以圖像呈現之藝術著作，因呈現著作內容之手

段既不涉及重製，亦不屬於非實體之方法，除非透過非原廣播組織就該藝術著作之

廣播為再傳輸，否則就藝術著作之公開展示，並非伯恩公約賦予之權利範圍162。 

 另，伯恩公約第 11 條、第 11 條 bis、第 11 條 ter、第 14 條及第 14 條 bis 規範

了傳統「推播技術（push technology）」—傳輸主體主動將著作內容傳達給被動接收

之公眾，則「拉播技術（pull technology，又稱互動式傳輸（on-demand transmission））」

—接收公眾主動送出接收要求（request），傳輸主體被動地就接收請求做出傳輸著

作之回應，是否屬於伯恩公約所賦予之權利範圍實有疑義163。如果伯恩公約所使用

之「傳達（communication）」屬於科技中立之開放性概念，「廣播（broadcast）」廣

                                                      
157 SAM RICKETSON & JANE GINSBURG, supra note 151, at 717-18.  
158 FOUAD, supra note 5, at 229-30. 
159 根據世界知識產權組織(WIPO)於 1983 年所完成的保護作者、表演人、唱片製作人及廣播團體

以有線之方式散布著作內容之註釋原則(Annotated Principles of Protection of Authors, Performers, 

Producers of Phonograms and Broadcasting Organizations in Connection with Distribution of Programs by 

Cable)中，認為有線傳輸屬於，非源自於廣播，或即便源自於廣播，但其並非與廣播同時傳輸，抑

或者即便是同時傳輸，有線傳輸之著作內容具有有別於廣播內容的聲音或影像。See supra note 155, 

at 179-80.。WIPO 於 2004 年出版的世界智慧財產權組織所管理的著作權及相關權條約指南及著作

權及相關權術語彙編中，就有線傳輸節目之範圍例示三種情形：一，有線傳輸組織自己製播之節目；

二，以有線傳輸之方法，遞延傳輸廣播節目；三，雖與廣播節目同時傳輸，但傳輸內容與廣播有所

改變。See WIPO, GUIDE TO THE COPYRIGHT AND RELATED RIGHTS TREATIES ADMINISTERED BY WIPO 

AND GLOSSARY OF COPYRIGHT AND RELATED RIGHTS TERMS 272 (Geneva: WIPO Publications, 2004).  
160 SAM RICKETSON & JANE GINSBURG, supra note 151, at 731.   
161 SAM RICKETSON & JANE GINSBURG, supra note 151, at 718. 
162 SAM RICKETSON & JANE GINSBURG, supra note 151, at 739-40. 
163 Infra note 226, at ¶¶ 3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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泛地包括所有得同時傳輸給複數個接收者之無線技術，則互動式技術似可以解釋

入初次有線傳輸之權利範圍164。即便如此，亦僅有享有初次有線傳輸的上開所述四

種著作類型的互動式傳輸始受伯恩公約保護。 

 再者，向公眾傳達之「向公眾」之內涵為何？學者認為，傳統之推播技術下所

為之傳輸，因傳輸主體之主動傳輸行為構成向公眾發出「接收著作之要約」，故即

便傳輸當下並無觀眾實際接收著作，亦符合向公眾之要件。同理可得，於互動式傳

輸之脈絡下，即便並無觀眾發出接收要求，因潛在之公眾能夠接觸得發出接收要求

之媒介，亦得按傳輸主體之傳輸答覆而接收著作，此相當於傳輸主體向公眾發出

「送出接收著作要求之要求」，而仍符合向公眾之要件165。即便將向公眾之內涵擴

張解釋，包括公眾異時異地「接收」及異時異地「得接收」著作內容，受限於初次

有線傳輸之權利主體僅限於少部分之著作類型，伯恩公約之規範仍不足以因應數

位時代下之各種著作的無形傳達型態。新型態之付費收看（pay-per-view），兼容了

推播技術及互動式傳輸，即便自傳輸主體篩選傳輸著作內容之主動性觀察，而認為

其屬於傳統之推播技術，亦因初次有線傳輸所保護之著作類型十分限縮，而同樣存

在著規範不足之問題。 

 最後，一般咸認為網路傳輸屬於無線傳輸，而無線傳輸規範於伯恩公約第 11

條 bis 第 1 項第 i 款，條文雖規定「任何有線傳輸之手段（the communication thereof 

to the public by any other means of wireless diffusion）」，學者認為此任何手段應限於

與廣播相類之其他無線傳輸手段，亦即，只有當公眾同步接收著作內容之情形始屬

於本條之規範範圍166，因此，以公眾得於各自選定之時間接觸著作為特色之互動式

網路傳輸，亦不屬於伯恩公約之規範範圍。 

第二項 WCT 第 8 條167 

 打破傳統以「是否經過重製過程再為傳遞」為標準之分類（如：於電腦硬碟中

暫時性重製檔案的過程不僅為互動式傳輸的必要過程，且使用者感知著作之時間

點及感知內容的範圍，皆由使用者自行決定，著作提供者對此並無決定權）之互動

式傳輸，即便承接上開學者擴張解釋的見解，不僅多數著作之初次有線傳輸，而且

多數著作之互動式有線傳輸，甚或是互動式網路傳輸仍無法於伯恩公約中尋得保

護規範基礎。為解決伯恩公約規範不足之問題，自 1970 年代開始，世界著作權組

織（WIPO）遂開始進行著作權法規範整合的研究，以因應未來新科技的發展。雖

各國就數位互動式的著作傳輸行為應予保護，已有共識，然就如何予以排他權的保

                                                      
164 SAM RICKETSON & JANE GINSBURG, supra note 151, at 741-2. 
165 SAM RICKETSON & JANE GINSBURG, supra note 151, at 743.  
166 上原伸一，著作権・著作隣接権条約における 4 種類の Communication to the Public (1)――利用

可能化との関係を含めて，エヌ．ビー．エル（NBL），1119 期，2018 年 4 月，頁 38-43，轉引自

蘇育正，同前註 1，頁 30。 
167  Article 8 of WCT: “Without prejudice to the provisions of Articles 11(1)(ii), 11bis(1)(i) and (ii), 

11ter(1)(ii), 14(1)(ii) and 14bis(1) of the Berne Convention, authors of literary and artistic works shall enjoy 

the exclusive right of authorizing any communication to the public of their works, by wire or wireless 

means, including the making available to the public of their works in such a way that members of the public 

may access these works from a place and at a time individually chosen by the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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護，各國對此莫衷一是，例如：歐盟在1996年繼綠皮書後所提交的後續報告（Follow-

up Paper）中指出，其欲創設新權利—向公眾傳達權168、美國於 1995 年所提交的白

皮書則指出，既有的散布權即足以保護169。最後，WIPO 採取概括式解決方案

（umbrella solution），此方案具有三項特色：首先，填補伯恩公約中僅能適用於特

定著作類型的保護缺口，將向公眾傳達權適用於所有類型之著作；其次，將數位互

動式傳輸著作之互動式特徵以中性字眼描述，採科技中立之立法模式；最後，向公

眾傳達權僅為無形傳達權之上位概念，範圍涵蓋以有線、無線方式將著作物置於公

眾可接觸之狀態的各種傳達型態，允許各國得自由選擇針對此一行為的保護形式

（legal-characterization-free manner）170，此概括式解決方案具體化於 WIPO 在 1996

年所通過的 WCT 中的第 8 條。 

 就 WCT 與伯恩公約間就向公眾傳達權範圍之關係，首先，按伯恩公約第 20

條及 WCT 第 1 條第 1 項規定，就 WCT 條文所為之解釋需不得減損伯恩公約中所

提供的保護程度，亦即，雖 WCT 就權利分類與範圍與伯恩公約所規範者不盡相同，

然而於解釋 WCT 條文時，仍需以不違反伯恩公約為前提。由 WCT 第 8 條規定：

「在不影響伯恩公約第 11 條第 1 項第 2 款、第 11 條 bis 第 1 項第 1 款與第 2 款、

第 11 條 ter 第 1 項第 2 款、第 14 條第 1 項第 2 款、第 14 條 bis 第 1 項之前提下…」

可知，該條之適用並不影響上開所列舉之特定條文，WCT 第 8 條僅是未被納入伯

恩公約規範中的權利客體的補充規定171，申言之，WCT 從兩個面向擴張伯恩公約

之保護範圍，一是擴張伯恩公約中公開表達之保護範圍；二是將向公眾傳達權之概

念擴展及於將著作內容置於公眾得以接觸的向公眾提供權，並就此兩面向為規範，

其餘則回歸伯恩公約之適用。 

 二，WCT 第 8 條所擴張規範之權利範圍，既非伯恩公約所規範者，則不適用

伯恩公約第 11 條 bis 第 2 項關於強制授權及強制集體管理等規範。三，該條之前

提並未包括伯恩公約第 11 條第 1 項第 1 款、第 11 條 bis 第 1 項第 3 款、第 11 條

ter 第 1 項第 1 款，從伯恩公約之規範體系可知，上開三種權利具備公眾於表演者

所預定的時間、同時聚集在表演發生地的現場，共同感知表演之內容的特徵，而不

具有跨越地域限制的傳輸行為，因此被歸納為公開表演權（故又稱 communication 

to the public “in situ”），伯恩公約中針對公開表演及向公眾傳達權之概念分野仍適

用於 WCT 中172。而伯恩公約漏未規範的藝術著作之公開展示，因非著作之遠距利

用，欠缺距離要素，故仍非 WCT 第 8 條之規範範圍173。 

                                                      
168 Follow-up to the Green Paper on copyright and related rights in the Information Society. COM (96) 586 

final, 20 November 1996, at 14.  
169 BRUCE A. LEHMAN, INTELLECTUAL PROPERTY AND THE NATIONAL INFORMATION INFRASTRUCTURE: 

THE REPORT OF THE WORKING GROUP ON INTELLECTUAL PROPERTY RIGHT 214 (United States: ERIC, 

1995).  
170  Mihály Ficsor, supra note 154, at 10.; WIPO, GUIDE TO THE COPYRIGHT AND RELATED RIGHTS 

TREATIES ADMINISTERED BY WIPO AND GLOSSARY OF COPYRIGHT AND RELATED RIGHTS TERMS 210 

(WIPO publication No. 891(E), 2003).  
171 MARTIN SENFTLEBEN, WIPO Copyright Treaty (WCT) in CONCISE EUROPEAN COPYRIGHT LAW 93, 

119(Thomas Dreier & P. Bernt Hugenholtz eds., 2016). 
172 SENFTLEBEN, id., at 117.  
173 MICHEL WALTER & SILKE VON LEWINSKI, EUROPEAN COPYRIGHT LAW：A COMMENTARY 979 (Ne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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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由此可知，WCT 第 8 條並非創設新的著作財產權，而僅是針對伯恩公約中公

開表達概念及保護客體的擴張，因此 WCT 第 8 條為涵蓋各種公開傳達行為的上位

概念，此等解釋不僅符合 WCT 之條文文義，亦符合 WIPO 起草 WCT 時所採納的

概括式解決方案的立法原意。然而，WCT 第 8 條仍存有若干規範不足之問題，包

括 WCT 未就傳達、公眾為定義，亦未針對跨境侵權的管轄權、準據法適用為規範、

就數位互動式傳輸著作之責任豁免或責任限制為規範。 

 最後，單純提供硬體設備以協助或供傳達著作的行為本身，並非 WCT 及伯恩

公約所規範之傳達行為174，故該行為本身不受 WCT 及伯恩公約之規範，但是該規

定並未免除該行為於各締約國法律所應負擔之間接責任（secondary liability），且條

文既規定硬體設施（physical facilities），則單純提供電腦程式以協助或供檔案交換

之行為，則非本條文豁免之對象175。 

第二節 歐盟法 

第一項 資訊社會指令第 3 條176 

 歐盟著作權法中的向公眾傳達權（the communication to the public right），依照

規範主體之不同而散見於各指令中，包括，保護衛星廣播的衛星及有線再傳輸指令
177、保護鄰接權人的出租及出借權指令178、保護資料庫的資料庫指令179、保護著作

權人的資訊社會指令180。本文的討論主體—我國著作權法下的公開傳輸權，屬於著

作權人之權利，相應之比較法規範則為 2001 年歐盟資訊社會指令（簡稱資訊社會

指令），以下僅針對本指令之相關規範為討論。 

 資訊社會指令第 3 條第 1 項規定，各會員國應規定，著作權人享有許可或禁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10).  
174 Agreed statement concerning article 8 of WCT.  
175 IRINI STAMATOUDI & PAUL TORREMANS, EU COPYRIGHT LAW：A COMMENTARY 978 (Cheltenham, 

UK :Edward Elgar Publishing, 2014).; MICHEL WALTER & SILKE VON LEWINSKI, supra note 173, at 978.  
176 Article 3 of InfoSoc Directive—Right of communication to the public of works and right of making 

available to the public other subject-matter: “ 

1. Member States shall provide authors with the exclusive right to authorise or prohibit any communication 

to the public of their works, by wire or wireless means, including the making available to the public of their 

works in such a way that members of the public may access them from a place and at a time individually 

chosen by them. 

[…] 

3. The rights referred to in paragraphs 1 and 2 shall not be exhausted by any act of communication to the 

public or making available to the public as set out in this Article.”  
177 Article 2 of council directive 93/83/EEC of 27 September 1993 on the coordinating of certain rules 

concerning copyright and rights related to copyright applicable to satellite broadcasting and cable 

retransmission, 1993 O.J. (L 248) 15 (EC).  
178 Article 8 of Directive 2006/115/EC, of the European Parliament and of the Council of 12 December 

2006 on rental right and lending right and on certain rights related to copyright in the field of intellectual 

property, 2006 O.J. (L 376) 28.  
179 Article 5(d) of Directive 96/9/EC, of the European Parliament and of the Council of 11 March 1996 on 

the legal protection of databases, 1996 O.J. (L77) 20.  
180 Article 3 of InfoSoc Directive., supra note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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止，以有線或無線方式將其著作公開傳輸之之專屬權，包括對公眾提供著作，使公

眾中之成員得於各自選定的時間或地點，接觸使用該著作。該條第 3 項進一步規

定，第一項[…]所稱之權利，並不因本條之公開傳輸或對公眾提供的行為而耗盡。 

 首先，資訊社會指令第 3 條第 1 項與 WCT 第 8 條之條文文字有諸多相似之

處，而被認為屬於 WCT 第 8 條之移植條文181，然而，其規範範圍仍有別於 WCT

第 8 條。資訊社會指令第 3 條第 1 項屬於包含大多數182具備「距離」要素之非實

體傳輸的概括式權利（umbrella right），亦即，包含除資料庫及衛星廣播以外之所

有以無線、有線之方式，非實體散布或傳輸著作內容給於傳輸行為地以外之公眾之

著作利用型態，包括電視、網路電視、所有有線及無線電廣播、同步廣播

（simulcasting）、網路直播（webcasting）、串流（streaming）、準隨選視訊（Near-

Video-On-Demand）、付費收看（pay-per-view）、播客（podcast）、有線傳輸及網路

傳輸183。此外，基於科技中立原則，不論傳輸或接收著作內容之技術或媒介為何，

只要具備「距離」要素之「非實體」傳輸型態，皆屬於本條範圍。因此，未規範於

WCT 第 8 條之廣播及無線傳輸（因屬於伯恩公約第 11 條 bis 之保護範疇）仍屬於

本條之保護範圍184，原本即不屬於 WCT 第 8 條保護之不具備距離要素之非實體著

作利用型態（如：公開表演、公開口述及公開展示）亦不在本條之保護範圍。 

 其次，資訊社會指令第 3 條第 1 項後段：「包括[…]於各自所選定的時間或地

點，接觸使用」，就指令的向公眾提供權而言，與 WCT 第 8 條相同，不僅將權利

範圍限定在公眾得隨選隨看之互動式傳輸，且同屬於向公眾傳達權之下位概念。 

 再次，指令第 3 條之標題既名為向公眾傳達權（Right of communication to the 

public），只要形成公眾群體之個人得以接收即足，而不論其是否實際接收著作185。 

 從次，向公眾傳達（包括向公眾提供）屬於服務之提供，而非實體貨物之交易，

並無權利耗盡的問題186，因此，每一次向公眾傳達著作內容之行為皆須獲得其作者

或著作財產權人之合法授權，始得為之。誠有疑義者，如著作之網路傳輸於功能上

相當於實體著作之散布，則該著作之網路傳輸是否有權利耗盡原則之適用？就資

訊社會指令第 29 段前言（Recital）之文字而觀，似仍排除上開情形適用權利耗盡

原則之可能187，且歐盟法院亦未有相關判決承認此一情形有適用權利耗盡原則之

                                                      
181MARTIN SENFTLEBEN, supra note 171, at 441.; MICHEL WALTER & SILKE VON LEWINSKI, supra note 173, 

at 980.  
182 另需注意的是，並非所有所有具備「距離」要素之非實體傳輸皆屬於本條之保護範圍，資料庫

及衛星廣播即不在本條規範之列。具備「距離」要素之非實體傳輸資料庫，應回歸適用歐盟資料庫

保護指令(Directive 96/9/EC)第 5 條第 d 項；具備「距離」要素之非實體傳輸衛星廣播，則回歸適用

歐盟衛星和有線電視指令(Directive 93/83/EC)第 2 條。See IRINI STAMATOUDI & PAUL TORREMANS, 

supra note 175, at 408.  
183 IRINI STAMATOUDI & PAUL TORREMANS, id., at 409.  
184 Recital 23 of Information Society Directive 2001/29/EC.  
185 Case C-306/05, Sociedad General de Autores y Editores de España (SGAE) v. Rafael Hoteles SA. (Dec. 

7,2006)[hereinafter SAGE].; Case C-466/12, Nils Svensson and Others v. Retriever Sverige AB (Feb. 13, 

2014)[hereinafter Svensson]. 
186 See Recital 29 and Article 3 (3) of Information Society Directive 2001/29/EC. 
187 Recital 29 of Information Society Directive 2001/29/E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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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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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能188。另需留意的是，資訊社會指令第 3 條與 WCT 第 8 條同樣採取概括式解決

方案（umbrella solution），允許各國得自由選擇針對此一行為的保護形式（legal-

characterization-free manner），而非限於使用向公眾傳達之字眼或是單一概括式保

護權利的立法模式189。 

 最後，資訊社會指令第 27 段前言，與 1996 年 12 月外交會議所通過關於 WIPO

著作權條約第 8 條之一致性建議相同，認定單純提供硬體設備以協助或供傳達之

行為本身，不構成本旨令所規範之傳達行為190。然而，因資訊社會指令並未針對間

接責任設有規定，而委諸於會員國自行立法決定，就其服務被第三人用以侵害公開

傳輸權的網路服務提供者，例如，提供 P2P 軟體及平台，供網友違法交換檔案、提

供雲端儲存空間供網友違法上傳檔案，以讓不特定之公眾得以接觸該等違法檔案

等情形，歐盟法院如何認定上開網路服務提供者之行為責任，本文將於下一節討論

之。 

第二項 類型化案例 

第一款 超連結 

一 於網頁中張貼著作所在之超連結 

（一） Svensson (C-466/12).  

 原告 Nils Svensson 等人為於古騰堡郵報（Göteborgs-Posten）撰寫新聞報導之

記者，被告 Retriever Sverige 則經營一網站，彙總其他網站上新聞報導之超連結，

以供網站使用者能夠透過該網站迅速連結至各大新聞網站以免費觀覽新聞。原告

起訴主張，被告提供文字超連結之行為侵害其著作權，訴訟過程中，位於斯德哥爾

摩的 Svea 上訴法院請求歐盟法院就四項著作權問題作出解釋，其中包括：著作權

以外之第三人於網頁中張貼可連結至著作所在位址之超連結，且該超連結所連結

至的目的網站並未設有造訪權限限制，而得供網路使用者自由造訪，則該提供超連

結之行為，是否構成資訊社會指令第 3 條第 1 項所規定之「向公眾傳達」行為？歐

盟會員國是否得賦予著作權人，相較於資訊社會指令第 3 條第 1 項所保護之行為，

更寬廣之權利保護？ 

 法院首先指出，向公眾傳達有兩個構成要件：一、「傳達行為」；二、且該行為

之效果及於「公眾」。就第一個要件，法院認為資訊社會指令之傳達概念應採寬鬆

解釋，以符合資訊社會指令第 4、9 段前言，提供著作權人高程度保護之意旨。此

                                                      
188  Case C-128/11, UsedSoft (3 Jul. 2012)未表示得類推適用，且近年來又有 Case C-263/18, Tom 

Kabinet (19 Dec. 2019)明文排除向公眾傳達權適用權利耗盡原則。 
189 IRINI STAMATOUDI & PAUL TORREMANS, supra note 182, at 419.  
190 於 Case C-305/05, SGAE, at ¶46 可知，歐盟法院亦採相同見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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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依資訊社會指令第 3 條第 1 項文字，向公眾傳達權包括將公眾置於得隨時接

觸著作內容之狀態（making available to the public），只要提供公眾得近用著作之機

會即足，不論公眾實際上是否接收著作。因此，於網頁中提供超連結彙總，供使用

者得以點擊連結而直接接觸目的網站中的新聞文章，即便網站使用者並未實際點

擊超連結以造訪目的網站，亦構成傳達行為191。就第二個要件，公眾指的是，人數

不確定之潛著作接收者，且潛在數量達到相當之規模，法院更近一步指出，傳達行

為不僅須以不確定之潛在接收者為傳達或提供對象，行為效果更須及於「新公眾

（new public）」—著作權人當初授權為公開傳達之當下，所未慮及之潛在接收公眾。

因本案之超連結所指向的目的網站並未設有造訪權限限制，所有網路使用者皆得

接觸古騰堡郵報網上之文章，原告所為僅是節省使用者接觸著作所需的時間，並未

增加得接觸著作之新群體（潛在接收公眾），不屬於向公眾傳達行為，故不生著作

權責任192。 

 另須注意的是，當超連結所指向的目的網站設有造訪權限限制，超連結之提供

形成規避該保護措施之效果，不論該權限限制為當初授權公開傳達即設置，亦或是

嗣後更改設定而設置，提供超連結之行為皆構成創造得接觸著作之新公眾，而須負

擔著作權責任193。 

 就第二個問題，法院認為，如允許各會員國得賦予著作權人，相較於資訊社會

指令第 3 條第 1 項所保護之行為，更寬廣之權利保護，將造成各會員國之法律規

範更趨歧異，增添歐洲境內著作權保護之不確定性，有損資訊社會指令欲促進歐洲

內部市場妥善運作之本旨194。因此，會員國不得逾越資訊社會指令第 3 條第 1 項

之保護範圍，將未增加新公眾的提供超連結行為納入著作權法之保護。 

（二） BestWater (C-348/13).  

 原告 BestWater International GmbH 為一家濾水器之製造及銷售商，其置放在

YouTube 上的影片於未授權之情形下，被被告以視窗連結技術，將該影片嵌入被告

所經營的網站中，供使用者得直接透過被告之網站觀賞實際上位於 YouTube 上的

影片。原告遂起訴主張，被告提供視框連結之行為侵害其著作權，訴訟過程中，德

國聯邦最高法院請求歐盟法院判斷一問題：使用視框連結技術提供超連結，其情況

是否與 Svensson 案不同，而例外構成指令第 3 條第 1 項之向公眾傳達行為195？ 

 法院首先肯定 Svensson 案之見解，認為視框連結之法律評價與文字超連結之

法律評價並無二致（皆為指令所規定之傳達行為），此外，視框連結所指向之系爭

YouTube 影片並無觀覽權限限制，且原告上傳系爭影片至 YouTube 平台上所使用

的科技，與被告供使用者觀覽影片之傳達媒介，皆屬於於同一技術（即網路），因

                                                      
191 Case C-466/12, Svensson, ¶¶16-20.  
192 Id., at ¶¶ 21-28.  
193 Id., at ¶ 31.  
194 Id., at ¶¶ 34-40.  
195 Case C-348/13, BestWater International GmbH v. Michael Mebes and Stefan Potsch, at ¶ 11 (Oct. 21, 

2014) [hereinafter BestWat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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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被告提供視框超連結之行為亦不構成指令第 3 條第 1 項之向公眾傳達行為196。

此外，法院更明確表示，不論所使用的超連結技術是否造成使用者對於著作所在位

址之錯誤認知，皆不影響超連結本身的法律評價197。 

 Svensson 和 BestWater 案中，被告提供的超連結所指向的目的網站上的著作內

容，皆為原告授權公開之合法著作，且目的網站皆未設有觀覽權限，任何的網路使

用者皆得造訪觀覽，歐盟法院遂一致認為因超連結之提供並未增加新公眾，而認定

提供超連結之行為不構成指令第 3 條第 1 項所規範的向公眾傳達行為。然而，當

超連結所指引的目的網站中的著作內容係未經著作權人授權而非法公開者，該超

連結之法律評價是否不同？此即為 GS Media 案討論之重點。 

（三） GS Media (C-160/15).  

 原告之一 Sanoma 為 Playboy 雜誌之出版商，取得攝影師 C. Mermès 就其替

Dekker 小姐所拍攝照片的出版授權，預計於當年 12 月刊登。被告 GS Media 經營

一家伺服器位於荷蘭的GeenStijl網站，同年10月底，該網站發布一篇標題為Dekker

小姐之裸照之文章，並附上指向儲存於 Filefactory.com 位於澳洲伺服器之電子檔連

結（儲存於該伺服器之照片，並未獲合法授權），供所有造訪 GeenStijl 網站之使用

者皆得連結至 Filefactory.com，下載系爭裸照。11 月 7 日，Samona 寄發存證信函

要求 Filefactory.com 移除儲存在雲端之系爭照片，一併要求 GS Media 移除位於

GeenStijl 網站之超連結，雖嗣後 Filefactory.com 移除雲端上之照片，但 GS Media

陸續張貼目的網站不同之超連結198。原告遂起訴 GS Media，主張其於 GeenStijl 網

站張貼超連結之行為，侵害原告之著作財產權。訴訟過程中，荷蘭最高法院請求歐

盟法院就若干問題為判斷，其一為：提供指向未經授權而上傳雲端之著作所在位址

之目的網站的超連結，是否構成資訊社會指令所規定的向公眾傳達行為199？ 

 法院首先指出本案與先前案例之差異，超連結所指向之目的網站中的著作是

否經著作權人授權而合法公開，故 Svensson 案及 BestWater 案所建立的判斷標準

並不能適用於本案200。但考量到網路對於言論自由及資訊交換之重要性、超連結有

利於網路運作及巨量資訊交換之功能、超連結之張貼者難以查證著作所在的目的

網站之合法性等因素201，法院遂創設出以超連結之提供者主觀上是否知悉或可得

知悉其所指向的目的網站上之著作內容是否為非法上傳公開的判斷標準。然人類

的主觀知悉難以證明，法院進一步說明，如張貼超連結之行為具有營利目的，則期

待張貼人負有查證目的網站上之著作合法與否的義務，可推定張貼人具備知悉要

件，主觀上理解其提供超連結行為所造成侵權之後果，因此構成指令所規範的向公

眾傳達行為；相反地，如張貼超連結之行為為非營利目的，則認定張貼者主觀上欠

                                                      
196 Id., at ¶¶ 14-16.  
197 Id., at ¶ 17.  
198 Case C-160/15, GS MediaGS MediaGS MediaGS MediaBV v. Sanoma Media Netherlands BV and 

Others, at ¶¶ 6-17 (Sept. 8, 2016)[hereinafter GS Media].   
199 Id., at ¶¶ 24-25.  
200 Id., at ¶¶ 40-43.  
201 Id., at ¶¶ 45-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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缺對於著作違法上傳於目的網站之主觀認識，其行為不具備干預著作權人控制其

著作內容散布的性質，因此不構成指令所規範的向公眾傳達行為202。 

 然而，歐盟法院佐審官（advocate general）203Melchior Wathelet 在其裁判意見

書中認為，上開裁判混淆了傳達行為與向公眾，此兩不同構成要件的判斷。Wathelet

首先認為，就向公眾傳達權之第一個構成要件—「傳達行為」之存在，必須是如欠

缺該行為之「干預」，大眾即無法接觸著作內容，此等不可或缺之程度204。本案中，

因網友已可自 GeenStijl 網站以外之網站自由取用照片，GS Media 提供超連結之行

為即欠缺不可或缺程度的干預性，不屬於指令所規定的傳達行為，即毋庸再考量後

續因素。再者，就第二個構成要件—向「公眾」，Wathelet 認為新公眾標準之適用，

須以著作權人合法授權該著作之初次公開為前提。但是，無論著作權人是否授權其

著作之初次公開，只要被告之行為效果達到擴增著作被公眾接觸的範圍之程度，亦

可直接得出該當「向公眾」此一構成要件的結論。因此，上開判斷邏輯為，當著作

可被所有網路使用者不受限制地，於其他網站上自由接觸，則超連結之提供即不具

備干預性，而非屬傳達行為。即便認為屬於傳達行為，但因提供超連結之效果，並

未擴增著作被公眾接觸的範圍（未有新公眾產生），如個案中無產生新公眾，即可

以直接得出不該當「向公眾」此一構成要件的結論，即毋庸再為討論著作權人是否

合法授權的問題205。此外，Wathelet 認為本案判決利用營利目的、主觀知悉等判斷

因子擴張指令所規定的傳達行為的範圍，不僅有違公約本旨，實質上課予網路使用

者審查義務的結果，更有害網路之運作、資訊社會的發展206。 

 然而，於嚴格限縮的「傳達行為」概念之下，GS Media 提供超連結之行為因

不構成傳達行為而免責，且違法上傳照片至 Filefactory.com 之人亦不明的情況下，

Wathelet 認為著作權人不僅可以利用各會員國之國內法律，向 GS Media 追訴其間

接侵權之著作權責任外，亦可以透過資訊社會指令第 8 條第 3 項207及智慧財產權

                                                      
202 Id., at ¶¶ 47-51. 
203 學者有翻譯成總辯官或佐審官，因其地位超然獨立，與法官具有相同地位(享有第 21 號關於特

權與豁免議定書規定的豁免權與不受處罰權)，本文遂採取佐審官之用語，避免因「辯官」之用字，

讓人誤以為其係立於當事人一方之地位。依照歐盟運作條約第 252 條第 2 項，佐審官需超越黨派獨

立行使職權，此外，依歐盟法院組織法之規定，須有佐審官共同參與之案件，佐審官必須提出附具

理由的裁判意見書。其所提出的意見書雖對歐盟法院與當事國來說，並無法律拘束力，但因為其意

見書通常較歐盟法院裁判本身更為詳盡，故透過總辯官之裁判意見書，有助於了解歐盟法院裁判的

脈絡。參吳志光，歐盟法院的訴訟類型，載：歐盟法之基礎原則與實務發展(上)，頁 197-98，2015

年。 
204 Wathelet 觀察 Footbal Association Premier League and Others(C-403/08 and C-429/08)及 SGAE(C-

306/05)之判決，發現歐盟法院皆強調系爭行為與公眾接觸著作之結果間須具備，如無行為 A，即無

結果 B(公眾接觸著作)的條件因果關係，此等行為始該當指令所規定的傳達行為。See Case C-

160/15,Opinion of Advocate General Melchior Wathelet in GS MediaGS MediaGS MediaGS Media(Apr. 

7, 2016), at ¶¶ 55-58: “without the intervention […] the work would not have been accessible“ or “without 

his intervention the customers cannot enjoy the works broadcast.” 
205 因為，第二個「向公眾」此一構成要件，該當與否的判斷標準為：系爭行為的效果是否產生接

觸著作之新公眾。新公眾標準之適用前提又繫於著作權人就其著作初次公開的合法授權，但既然已

經得出系爭行為效果未產生新公眾的結論(不該當第二個構成要件)，則再討論著作權人是否合法授

權之問題，則顯地不必要，且多此一舉。Id., at ¶¶ 69-70.  
206 Id., at ¶¶ 77-79.  
207 Article 8 of Information Society Directive 2001/29/EC—Sanctions and remedi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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執行指令第 11 條208之規定，請求法院就 GS Media 此等中介者，核發令其為或不

為特定行為之禁制令209。 

二 提供可連結至外部影音網站之機上盒及 APP：Filmspieler 

 被告 Jack Frederik Wullems 在若干網站上銷售名為 Filmspieler 之多媒體播放

器，該播放器中預先安裝能夠指向外部影音網站之擴充元件（add-ons），該擴充元

件匯集外部影音網站之超連結，而其所指向之目的網站上兼有未經授權或經授權

上傳之著作，然就擴充元件之功能、目的網站上之內容，皆由第三者控制，Wullems

先生僅是將屬於網路上公開資源的擴充元件安裝在播放器中，優化使用者介面並

予以銷售。本案經荷蘭中央地方法院審理後，請求歐盟法院就一問題為解釋：

Wullems 先生銷售內載可指向外部侵權影音網站之超連結的多媒體播放器，系爭銷

售行為是否屬於指令第 3 條第 1 項之向公眾傳達行為210？  

 就傳達行為，法院認為，雖本案之目的網站屬網路使用者皆可無限制造訪之公

開資源，但實際上公眾多數並不知悉該目的網站之存在，如無被告安裝及銷售，播

放器使用者將難以接觸著作，故本案該當具有干預性質的傳達行為要件。就向公眾，

法院首次將潛在接收公眾之概念具體化為，不僅包括於同一時點接收著作之人，亦

包括在一段時間軸上，連續接收著作之人211。此外，因自 Filmspieler 的行銷廣告

文宣可知，被告明確知悉內載超連結所指向的目的網站上之著作，未經著作權人授

權而公開，且安裝擴充元件並銷售之行為顯具獲利目的，符合新公眾標準212，故被

告提供並銷售 Filmspieler 之行為構成向公眾傳達行為。 

 本文認為，傳達行為之判斷限定於干預性質，但干預之程度毋庸達到邏輯上傳

達所需的不可或缺程度，僅需達到實際上讓多數人原本未得而可得之程度即足。因

此，即便目的網站中的侵權資源為所有網路使用者皆得以自由造訪、接觸之情形下，

提供超連結之行為仍有可能該當傳達行為。就向公眾，法院將 GS Media 案所創設

的主觀知悉與以獲利目的推定主觀知悉等因子，作為新公眾標準之判斷，透過被告

之主觀知悉及其獲利目的，來推斷其具有透過銷售行為以擴增得以接觸著作之公

眾，就結果論而言，讓指令所規範的向公眾傳達概念自單純地提供超連結，擴展至

內載彙總超連結之擴充元件的多媒體播放器的銷售行為。 

                                                      
3. Member States shall ensure that rightholders are in a position to apply for an injunction against 

intermediaries whose services are used by a third party to infringe a copyright or related right. 
208 Article 11 of Enforcement Directive 2004/48/EC—Injunctions： 

[…] Member States shall also ensure that rightholders are in a position to apply for an injunction against 

intermediaries whose services are used by a third party to infringe an intellectual property right, without 

prejudice to Article 8(3) of Directive 2001/29/EC. 
209 Case C-160/15,Opinion of Advocate General Melchior Wathelet in GS Media, at ¶¶ 80-87.  
210  Case C-527/15, Stichting Brein v. Jack Frederik Wullems, at ¶¶ 15-22 (Apr. 26, 2017)[hereinafter 

Filmspieler ] 
211 因為本案涉及串流影音播放器，播放器使用者透過擴充元件連結至外部影音網站之同時，亦透

過串流技術同步播放外部影音網站中的著作內容，基於串流技術具有同時僅讀取部分檔案並播放

該部分檔案之特點，接收著作之行為不再限縮於單一時點(如：點擊超連結)，而是包括於一段時間

上連續接收之反覆動態行為。Id., at ¶44.  
212 Id., at ¶¶ 50-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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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2019 年數位著作權指令：新聞出版業者的著作鄰接權不及於超連結行為 

 歐盟理事會於 2019 年 5 月 17 日正式公告「2019 年歐盟數位單一市場著作權

和相關權利之指令」（以下簡稱數位著作權指令）213214，其中，第 15 條215創設新聞

出版業者的著作鄰接權216： 

 

第 1 項，會員國應規定，當資訊服務提供者於網路上利用新聞出版業者的新聞

出版物時，設立於其境內的新聞業者享有資訊社會指令第 2 條之重製權217及同

指令第 3 條第 2 項之向公眾提供權218。惟，上述權利不適用於個體使用者對新

                                                      
213 Directive (EU) 2019/790 of the European Parliament and of the Council of 17 April 2019 on copyright 

and related rights in the Digital Single Market and amending Directives 96/9/EC and 2001/29/EC, 2019 

O.J. (L130) 92 [hereinafter Directive on copyright in DSM]. 
214 關於數位著作權指令之立法目的與背景介紹，請參照本文「第四章、第 2 節、第 2 款、三、

(四)2019 年數位著作權指令第 17 條」之內容。 
215 Article 15 of DSM—Protection of press publications concerning online uses: “ 

1.   Member States shall provide publishers of press publications established in a Member State with the 
rights provided for in Article 2 and Article 3(2) of Directive 2001/29/EC for the online use of their press 
publications by information society service providers. The rights provided for in the first subparagraph 
shall not apply to private or non-commercial uses of press publications by individual users. The protection 
granted under the first subparagraph shall not apply to acts of hyperlinking. The rights provided for in the 
first subparagraph shall not apply in respect of the use of individual words or very short extracts of a press 
publication. 
2.   The rights provided for in paragraph 1 shall leave intact and shall in no way affect any rights provided 
for in Union law to authors and other rightholders, in respect of the works and other subject matter 
incorporated in a press publication. The rights provided for in paragraph 1 shall not be invoked against 
those authors and other rightholders and, in particular, shall not deprive them of their right to exploit their 
works and other subject matter independently from the press publication in which they are incorporated. 
When a work or other subject matter is incorporated in a press publication on the basis of a non-exclusive 
licence, the rights provided for in paragraph 1 shall not be invoked to prohibit the use by other authorised 
users. The rights provided for in paragraph 1 shall not be invoked to prohibit the use of works or other 
subject matter for which protection has expired. 
3.   Articles 5 to 8 of Directive 2001/29/EC, Directive 2012/28/EU and Directive (EU) 2017/1564 of the 
European Parliament of the Council (19) shall apply mutatis mutandis in respect of the rights provided for 
in paragraph 1 of this Article. 
4.   The rights provided for in paragraph 1 shall expire two years after the press publication is published. 
That term shall be calculated from 1 January of the year following the date on which that press publication 
is published. Paragraph 1 shall not apply to press publications first published before 6 June 2019. 
5.   Member States shall provide that authors of works incorporated in a press publication receive an 
appropriate share of the revenues that press publishers receive for the use of their press publications by 
information society service providers.” 
216 筆者參考條文之官方英文版及陳俞廷，從歐盟數位單一市場著作權變革—論 ISP 責任之轉變，

國立台北科技大學智慧財產權研究所碩士論文，2019 年 7 月，頁 42-45，所為之自譯。 
217 資訊社會指令第 2 條之重製權，包含以任何方法直接或間接、暫時或永久的重製著作之一部或

全部：著作權人對其著作物、表演人就其表演的固著物、錄音著作的製作人對其著作物、影片製作

人對其首次固著的影片原件或重製物、廣播機構(不論有線無線、衛星廣播)對其廣播節目的固著物

皆享有此權。此權利性質上屬於著作財產權。條文中譯參馮震宇，歐盟著作權指令體制與相關歐盟

法院判決之研究，載：國際比較法下我國著作權法之總檢討(下冊)，2014 年，頁 506-7。 
218 資訊社會指令第 3 條第 2 項之向公眾提供權，以有線或無線的方式，向公眾提供著作，使得公

眾得於其各自選定之時間或地點接收著作：表演人就其表演的固著物、錄音著作的製作人對其著作

物、影片製作人對其首次固著的影片原件或重製物、廣播機構(不論有線無線、衛星廣播)對其廣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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聞出版物的私人與非商業性使用，亦不適用於提供超連結，或使用新聞出版中

的個別詞彙或簡短摘錄。 

 

第 2 項，於不影響歐盟法中就著作權人就其收錄於新聞出版物中之著作的權

利，以及其他權利人就其收錄於新聞出版物中之其他受保護標的所擁有的權

利之前提下，前項所定之權利應維持不變；且前項所定之權利不得被用來對抗

上開權利人，尤其不得剝奪權利人獨立於收錄其著作的新聞出版物之外，另外

利用其著作或其他受保護標的之權利。此外，當著作或其他受保護標的係以非

專屬授權的方式被收錄於新聞出版物中，新聞出版業者不得援引前項所定之

權利，禁止其他被授權者之使用，亦不得於權利保護期間屆滿後，主張前項 

所定的權利。 

 

第 3 項，資訊社會指令第 5 至 8 條、孤兒著作權指令219及視覺障礙者著作權許

可指令220之規定，應比照適用於本條第 1 項所定的權利。 

 

第 4 項，本條第 1 項所定的權利之權利保護期間為兩年，並自新聞出版物發表

之年度的 1 月 1 日起算。本條第 1 項之規定不適用於 2019 年 6 月以前初次發

表之新聞出版物。 

 

第 5 項，會員國應規定，新聞出版業者因資訊服務提供者使用其新聞出版物而

獲得的收入，應公平分配給其作品被收錄於新聞出版物中的作者。 

 

 單純為傳達事實之新聞報導所作成之語文著作，本非著作權保護之標的，而無

侵權之可能，惟如該新聞報導不僅僅是「單純傳達事實」而已，例如除了事實的傳

述，還加添了作者的評論在內，則該篇報導並非不得為著作權的標的，應受到著作

權法的保護，而該篇報導之著作財產權人可能為撰寫記者，或是依契約約定而歸屬

於報社，然而，不論如何，當他人以超連結的方式轉貼受著作權保護的新聞報導，

依照歐盟法院之判例見解，很可能侵害權利人之向公眾傳達權，雖資訊社會指令第

5 條第 3 項第 c 款規定，於一定條件下針對已出版的時事內容為向公眾傳達時得主

張權利限制與例外，惟因該條屬於任意性規定，各會員國之內國法律未必有此一規

定，因此，於歐盟法下，以超連結的方式轉貼受著作權保護的新聞報導，仍有構成

向公眾傳達權之直接侵害的可能。 

                                                      
節目的固著物皆享有此權。此權利性質上屬於鄰接權。 
219 Directive 2012/28/EU of the European Parliament and of the Council of 25 October 2012 on certain 

permitted uses of orphan works, 2012 O.J. (L299) 5 [hereinafter Orphan Works Directive].  
220 Directive (EU) 2017/1564 of the European Parliament and of the Council of 13 September 2017 on 

certain permitted uses of certain works and other subject matter protected by copyright and related rights 

for the benefit of persons who are blind, visually impaired or otherwise print-disabled and amending 

Directive 2001/29/EC on the harmonisation of certain aspects of copyright and related rights in the 

information society, 2017 O.J. (L242) 6 [hereinafter Visually Impaired Copyright Permitted Uses Direct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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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聞聚合器（news aggregation platforms）往往透過超連結或僅顯示簡短摘錄

的方式向其使用者推送新聞內容，並成為閱聽者主要接收新聞之主要媒介，有論者

認為，多數新聞聚合器本身並未生產新聞，而僅以轉載現成的新聞出版物的方式增

加網站之點閱率進而營利，因多數閱聽者僅瀏覽新聞聚合器所摘錄的新聞片段，造

成新聞出版業者之網站點擊率下降，進而衝擊到收益221，因此，數位著作權指令第

15 條之立法事實假設為，因新聞聚合器以超連結、簡短摘錄的方式轉載新聞報導，

造成新聞出版業者之收益下降。為解決新聞聚合器之搭便車行為，立法者之立場即

係要求新聞聚合器轉載新聞報導之前，皆須向新聞出版業者取得授權，此等授權金

將讓新聞出版業者得以公平享有其新聞出版物所產生之價值，進而鼓勵新聞出版

業者得以繼續生產高品質的新聞報導222。誠如前文所言，雖然，以超連結轉載新聞

的方式仍可能構成向公眾傳達權之直接侵害，惟新聞聚合器所轉載之新聞報導多

屬於新聞出版業者授權公開之文章，因此，依 Svensson 案及 BestWater 案之見解，

此一情形並不構成侵權，歐盟執委會為解決新聞聚合器未侵權，但新聞出版業者需

要授權金以補償其收益下降的損失此一困局，數位著作權指令第 15 條遂創設新聞

出版業者之鄰接權，以作為新聞出版業者得以收取授權金之法律依據。 

 然而，最終通過的版本卻新增超連結、簡短摘錄等排除鄰接權適用的事由，數

位著作權指令第 57 段前言復指出：「新聞出版業者所享有之鄰接權不及於提供超

連結之行為」，某程度上向 Google News 等大型新聞聚合器達成妥協，立法當初欲

以新聞聚合器為對象施加授權金之給付義務的美意似不復存在。此外，參照德國、

西班牙立法創設新聞出版業者之鄰接權後的施行經驗，反而造成新聞聚合器退出

該國市場，文獻亦指出，此一立法將造成小型的新聞出版業者生存更為不利、且因

新聞聚合器與新聞出版業者之間的供給不具有競爭關係，而無助於立法目的之達

成、徒增交易成本，不利於資訊傳播、鄰接權效力僅及於該國境內，與數位單一市

場建置之理念衝突等問題223，數位著作權指令第 15 條之立法不僅未改變「新聞聚

合器以超連結轉載新聞報導不構成侵權」之歐盟法院判例，新聞聚合器仍維持著毋

庸向新聞出版業者支付授權金之現狀，且反而創造出正當性之疑慮，並可能導致著

作財產權人之收益更加減少的反效果224。 

                                                      
221 European Commission, Impact Assessment on the modernisation of EU copyright rules, SWD 301 final, 

§5.3.1 (2016)., https://ec.europa.eu/digital-single-market/en/news/impact-assessment-modernisation-eu-

copyright-rules (last visited Mar. 18, 2020).  
222 Giuseppe Colangelo & Valerio Torti, Copyright, Online News Publishing And Aggregators: A Law And 

Economics Analysis Of The EU Reform, 27 INT. J. L. & INFO. TECH. 75, 75-8 (2019).  
223 Giuseppe Colangelo & Valerio Torti, id., at 10-4.; Giancarlo F. Frosio, Reforming Intermediary Liability 

in the Platform Economy: A European Digital Single Market Strategy, 112 NW. U. L. REV. ONLINE 19, 29-

34 (2017).  
224 依據「派理論(pie theory)」，假設著作利用者所有能力負擔之權利金為固定的，當著作財產權人

與新聞出版業者之權利部分重疊(如：重製權及向公眾提供權)時，著作財產權人須與立法創設的新

權利人—新聞出版業者分享此一固定額度的權利金，造成生產新聞報導且同時為著作財產權人之

作者所獲得的收益反而下降，反而不利於高品質新聞之生產。C. Geiger, O. Bulayenko, and G. Frosio, 

The Introduction Of A Neighbouring Right For Press Publisher At EU Level: The Unneeded (And Unwanted) 

Reform, 39 EIPR 202, 204-5 (2017).  

https://ec.europa.eu/digital-single-market/en/news/impact-assessment-modernisation-eu-copyright-rules
https://ec.europa.eu/digital-single-market/en/news/impact-assessment-modernisation-eu-copyright-rul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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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款 其服務被第三人用以侵害著作權的網路服務提供者 

一 提供 P2P 檔案交換平台：Ziggo (C-610/15). 

 被告 Ziggo BV 及 XS4ALL Internet BV 為網路連線服務提供者，其用戶利用

The Pirate Bay 網站（簡稱 TPB 網站，為一 P2P 檔案交換平台）225，交換未經著作

權人授權之影音檔案的種子檔（torrent files），荷蘭著作權人保護組織 Stichting Brein

遂起訴主張，請求法院針對 Ziggo 及 XS4ALL 核發封鎖 TPB 網站的網域名稱及 IP

位址的禁制令。訴訟過程中，荷蘭最高法院固然就藉由 TPB 網站為檔案交換之使

用者所應負的著作權責任無爭議，然就未提供 P2P 軟體下載，僅提供檔案交換平

台的 TPB 網站之著作權責任有爭議，故請求歐盟法院就一問題為解釋：檔案交換

平台之經營者（TPB 網站經營者），未提供著作內容，而僅將下載資料之檔案名、

大小等資訊予以目錄化，並提供用戶能夠快速檢索檔案之搜尋服務，讓用戶得以定

位其他用戶（peers）之位址，進而連線分享檔案，此等服務之提供是否屬於指令第

3 條第 1 項所規定的向公眾傳達行為？如前述問題為否定，則得否依指令第 8 條第

3 項之規定，請求法院針對 TPB 網站促進侵權之服務提供行為，核發禁制令226227？ 

 法院承襲過去判決之見解，認為如無網路交換平台，則用戶將難以與其他用戶

交換檔案228，且該平台不僅旨在供所有潛在網路使用者使用平台229，其廣告收入、

招攬用戶之廣告文宣及其作為平台經營者所應具備的技術背景知識，皆顯示其主

觀上知悉用戶間交換檔案行為侵害著作權人之著作權230，因此，歐盟法院認為 TPB

網站之經營者構成向公眾傳達權之違反。 

 然而，在 Svensson、BestWater、GS Media 及 Filmspieler 案之個案事實中，被

告所為僅是二次再傳達（不論著作是否經合法授權，網路使用者已可自網路上的其

他管道接觸著作），而本案所涉及之事實為，網路使用者利用 TPB 網站為初次傳

達，於此行為發生之前，網路中並未存有其他管道可免費、無限制地供網路使用者

接觸著作。因此，鑒於個案事實間的重大差異，過往判決所建立的審查基準不能直

接援引至本案中231。此外，佐審官 M. Szpunar 認為，GS Media 案中所建立的主觀

推定標準並不適當，網站經營者之主觀知悉應限於針對用戶侵權之事實有「明確知

悉」，始能該當232。  

                                                      
225關於 P2P 之技術介紹，詳見本文第二章、第二節、第三項「提供 P2P 軟體」。  
226  Case C-610/15, Stichting Brein v. Ziggo BV and XS4ALL Internet BV, at ¶¶ 8-17 (Jun. 14, 

2017)[hereinafter Ziggo].  
227 荷蘭最高法院請求解釋的第二個問題，涉及資訊社會指令第 8 條第 3 項之解釋適用。此問題留

待本文第四章、第二節、第二款、三「限縮安全港之適用」，為討論。  
228 Case C-610/15, Ziggo, at ¶¶ 36-38. 
229 Id., at ¶ 42.  
230 Id., at ¶¶ 44-46.  
231 Case C-610/15, Opinion of Advocate General M. Szpunar in Ziggo, at ¶ 4.  
232 Id., at ¶ 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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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案中，Szpunar 認為，雖 TPB 網站之使用者始為讓公眾得以接觸著作之傳達

行為引發者（who originated the making available of the works），TPB 網站所提供的

目錄化、檢索服務並非檔案傳達之關鍵角色，但因 TPB 網站之經營者明確知悉侵

權事實，仍提供服務，且未能依善良管理人注意義務，及時移除或採取相關措施以

避免侵權檔案之違法交換，因此，TPB 網站之經營者行為應被認為其行為具有重

大的干預性質，與網站使用者一同被視為傳達行為之引發者，TPB 網站之經營行

為亦構成指令所規範的向公眾傳達行為233。 

二 提供遠端影音錄影系統：VCAST (C-265/16). 

 VCAST 公司專營遠端影音錄影系統，用戶得在 VCAST 網站中點選任一電視

節目，透過遠端影音錄影系統將特定節目或特定時段之節目內容予以錄製，並存放

於用戶個人指定的雲端儲存空間中，以供用戶日後得隨選隨看各該個人錄製之電

視節目。雖義大利 Turin 地方法院請求解釋之問題為，VCAST 公司所提供的影音

錄製服務是否該當指令第 5 條第 2 項第 b 款所規定的私人重製之例外234，但因私

人重製例外，須該私人合法取得著作物，就合法著作物為重製之私人行為為適用前

提235，因此，歐盟法院首先討論，VCAST 公司所提供的影音錄製服務是否構成指

令第 3 條第 1 項所規定的向公眾傳達行為？如 VCAST 公司所提供之服務侵害著

作權，則毋庸再為討論本案是否有私人重製例外之適用。 

 在本案中，上開服務屬於電視訊號之再傳輸（該當傳達行為之要件）236，且上

開服務對象為所有網路使用者，此外，再傳輸之主體不同於初次傳輸的無線電視組

織，再傳輸之技術（網路）亦有別於初次的無線電廣播，因此，已可認再傳輸所指

向的潛在公眾為無線電視組織初次傳輸時所未慮及之公眾（該當公眾之要件）237，

故 VCAST 公司所提供的影音錄製服務屬於指令所規定的向公眾傳達行為。佐審官

M. Szpunar 更進一步指出，即便 VCAST 公司的實際用戶皆屬於無線電視之付費用

戶（亦即，本為有權接收電視訊號之人），然而因 VCAST 公司並未確認其用戶資

格，且確實使用與衛星廣播技術不同之技術，遂可以推知 VCAST 公司主觀上所欲

傳達之行為對象為新公眾238。 

                                                      
233 Id., at ¶¶ 50-54.  
234 Case C-265/16, VCAST Limited v. RTI SpA, at ¶¶ 14-18 (Nov. 29, 2017) [hereinafter VCAST].  
235 Id., at ¶¶ 29-33.  
236 Id., at ¶¶ 40-43.  
237 Id., at ¶¶ 47-50.  
238 Case C-265/16, Opinion of Advocate General M. Szpunar in VCAST, at ¶ 49 (Sept. 7, 20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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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項 歐盟法院見解之評析 

第一款 歐盟法院就公開傳輸權侵害認定之標準 

 資訊社會指令第 3 條第 1 項並未針對向公眾傳達權之內涵予以定義，然而，

綜觀歐盟法院之歷年判決，已可整理出歐盟法院針對公開傳輸權侵害之認定標準。

此外，向公眾傳達權屬於歐盟法中的自主概念（autonomous concept），不論是在涉

及資訊社會指令或是出租及出借權指令等其他規範的案件中，向公眾傳達權之內

涵、認定標準皆應一致239。就向公開傳達權，法院建立雙階段審查機制：一、需有

「傳達行為」之存在；二、且該行為之效果及於「公眾」。獨立於此兩項構成要件

之外，法案尚發展出若干補充性判斷因子，包括傳達行為的「干預性質」、行為人

的「主觀知悉」、使用有別於先前傳達所使用技術之「其他特定技術」、「獲利目的」

等因子（見下表二），然而，上開判斷因子，僅是在補充判斷構成要件之該當與否，

本身並非權利成立之決定性因子，且會隨著個案事實之不同而有不同程度的適用

與認定標準，而容許法院就個案為彈性化的判斷（individual assessment）240241。 

 

向公眾傳達權 

(communication  

to the public) 

構成要件 補充性判斷因子 

傳達行為 

(act of 

communication) 

干預(intervention) 

足以向公眾傳輸或提供 (sufficiency of 

transmission or making available) 

向公眾 

(to the public) 

其他特定技術(specific technical means) 

新公眾 

(new public) 

主觀知悉(knew or ought 

to have known) 

獲利目的(profit-making 

nature) 

表 二：歐盟法院審查向公眾傳達權所發展出的補充性判斷因子；來源：筆者自製 

 

  

 

 

                                                      
239 Case C-117/15, Reha Training Gesellschaft für Sport- und Unfallrehabilitation mbH v. Gesellschaft für 

musikalische Aufführungs- und mechanische Vervielfältigungsrechte eV (GEMA), at ¶¶ 27-34 (May 31, 

2016)[hereinafter Reha Training]. 
240 Case C-117/15, Reha Training, at ¶¶ 33-35; Case C-160/15, GS Media, at ¶¶ 33-34; Case C-527/15, 

Filmspieler , at ¶ 28; Case C-610/15, Ziggo, at ¶¶ 23-25.  
241 學者 João Pedro Quintais 將此一審查方式，稱為「個案式多因素分析法(case-by-case multi-factor 

analysis)」。See João Pedro Quintais, Untangling The Hyperlinking Web: In Search Of The Online Right 

Of Communication To The Public, 21 J. WORLD INTELLECT.PROP. 385, 388 (2018).  



‧
國

立
政 治

大

學
‧

N
a

t io
na l  Chengch i  U

niv

ers
i t

y

DOI:10.6814/NCCU202001391

61 

 就「傳達行為」之構成要件，為促成資訊社會指令提供著作權人最高程度的保

護，法院傾向寬鬆解釋傳達行為242，舉凡將廣播訊號傳輸至旅館客房243、SPA 中心
244、復健中心245、酒吧246、牙醫診療間247、提供超連結248、販賣多媒體播放器249、

提供 P2P 檔案交換平台250、提供遠端影音錄影系統251、上傳照片至學校網站252等

行為，皆屬於傳達行為，盡量讓各式無形著作利用的型態皆能納入傳達行為之概念，

以避免因過度限縮的要件解釋，導致新科技所衍生的新形態著作利用，自始溢脫於

法律規範，進而產生規範漏洞的問題。而傳達行為之補充判斷因子有二，一為，具

備干預性質；二為該傳達行為足以向公眾傳輸或提供。 

 就「干預」因子，行為人不僅主觀上須知悉其行為將產生提供著作內容給公眾

之效果253，其行為客觀上亦須在傳達過程中扮演不可或缺的角色254。亦即，該行為

不能僅是消極地確保傳達之順利進行或是提升傳達之品質255，更須積極地達到如

欠缺該行為之「干預」，大眾即無法接觸著作內容，此等不可或缺之程度。然而，

在 Filmspieler 案、Ziggo 案中，法院已明確放寬「干預」因子的客觀性要求，從原

本邏輯上的不可或缺程度，下降至實行面上的不可或缺程度—如欠缺該行為之干

預，大眾可能無法享受著作內容，或者即便得以享受著作內容，但須花費龐大成本

而有實行上的困難256。例如，於 Filmspieler 案中，即便播放器中內載的超連結所

指向的目的網站，任何人皆得以透過網路不受限制、自由地造訪該網站，但因該網

站知名度不高，多數網路使用者不知悉，因此透過購買 Filmspieler 播放器，達到實

際上讓多數人原本未得而可得之程度；於 Ziggo 案中，即便沒有 TPB 網站，網友

們仍可相互傳送檔案，但 TPB 網站提供的快速檢索檔案之搜尋服務，讓用戶得以

定位其他用戶（peers）之位址等功能，讓使用者得以節省大量勞費以達到高效率互

傳檔案的目標。 

 就「足以向公眾傳輸或提供」因子，如於非網路時代下，單點單向、單點多向

的線性傳達（linear communication），行為人須實際上「傳輸（transmit）」著作內容

                                                      
242 Case C-466/12, Svensson, at ¶ 17.; Case C-306/05, SGAE, at ¶36.; Case C-403/08, Football Association 

Premier League Ltd and Others v QC Leisure and Others, at ¶ 186 (Oct. 4, 2011)[hereinafter FAPL].  
243 Case C-306/05, SGAE.  
244 Case C-351/12, OSA – Ochranný svaz autorský pro práva k dílům hudebním o.s. v. Léčebné lázně 

Mariánské Lázně a.s. (Feb. 27, 2014)[hereinafter OSA].  
245 Case C-117/15, Reha Training.  
246 Case C-429/08, Karen Murphy v Media Protection Services Ltd (Oct. 4, 2011)[hereinafter Murphy].  
247 Case C-135/10, Società Consortile Fonografici (SCF) v Marco Del Corso (Mar. 15, 2012)[hereinafter 

SCF].  
248 Case C-466/12, Svensson.; Case C-348/13, BestWater.; Case C-160/15, GS Media.  
249 Case C-527/15, Filmspieler .  
250 Case C-610/15, Ziggo.  
251 Case C-265/16, VCAST.  
252 Case C-161/17, Land Nordrhein-Westfalen v Dirk Renckhoff (Aug. 7, 2018)[hereinafter Renckhoff].  
253 Case C-117/15, Reha training, at ¶ 46.; Case C-160/15, GS Media, at ¶ 35.; Case C-527/15, Filmspieler , 

at ¶ 31.; Case C-610/15, Ziggo, at ¶ 26.  
254 Case C-306/05, SGAE, at ¶ 42.; Case C-429/08, Murphy, at ¶¶ 194-195.; Case C-160/15, GS Media, at 

¶¶ 55-58.  
255 Case C-306/05, SGAE, at ¶ 42.; Case C-403/08, FAPL, at ¶ 194.; Case C-607/11, ITV Broadcasting Ltd 

and Others v TVCatchUp Ltd, at ¶ 28 (Mar. 7, 2013)[hereinafter ITV Broadcasting].  
256 Case C-610/15, Ziggo, at ¶ 26.; Case C-527/15, Filmspieler , at ¶ 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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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7，如於網路時代下的互動式隨選傳達，行為人僅須「提供公眾得以接觸著作之機

會（making available）」即足，不須實際上傳輸著作內容，而不論是上開哪一種傳

達技術，皆不以公眾實際接收著作為必要258。因此，行為人所使用的技術手段，將

會決定行為人是否須實際傳輸著作，至於公眾是否實際接收著作內容，在所不問。 

 就「向公眾」之構成要件，法院認為公眾指的是，人數不確定之潛著作接收者，

且潛在數量達到相當之規模259，此外，潛在著作接收者之計算，不僅須考量於同一

時點接收著作之人，亦包括在一段時間軸上，連續接收著作之人260，並排除屬於私

人的家族朋友及正常社交圈所來往之人261，此外，基於向公眾傳達權之權利本質，

一併排除不具備「距離」要素之非實體傳輸（如：公開表演、公開口述、公開展示）

下的公眾（即接收著作之公眾處於傳達行為發生地的當場），且該公眾須為行為人

為傳達行為時所欲傳遞之對象（targeted by），而非偶然促成向公眾傳達之結果（not 

merely caught by chance）262。就向公眾此一構成要件，法院發展出兩個補充性判斷

因子，一為，使用有別於先前傳達所使用技術之「其他特定技術」；二為，傳達行

為之效果及於「新公眾」。 

 就「其他特定技術」因子，為確保對於著作權人具有經濟重要性的任何以新科

技為媒介利用著作的任何行為，都能納入著作權人的控制範圍，法院遂發展出一項

原則：任何使用特定技術所為的著作傳輸或再傳輸，皆須逐一獲得著作權人之授權

或同意263。因此，只要任何傳輸或再傳輸行為所使用的技術，有別於先前經著作權

人授權傳輸所使用的技術，皆須另外取得著作權人之授權或同意，即便行為效果所

及之公眾，與先前經授權而為的傳輸所及的公眾相同，仍須另經授權，而毋庸審查

是否及於「新公眾」。其背後的思維為，如使用與先前經授權傳輸所使用的相同技

術，因其技術限制所能觸及的公眾應為相同，則毋需另行證明此次傳輸能夠觸及有

別於著作權人於先前授權時所能慮及的新公眾；相反地，如使用與先前經授權傳輸

所使用的技術不相同之技術，因該技術所產生的傳輸效果及可能觸及之公眾尚未

經過權利人之衡量，非屬於權利人可得預見之範圍，則需另行證明此次新技術的傳

輸能夠觸及之公眾範圍與著作權人於先前授權時所能慮及的公眾範圍相同，否則

原則上此等新技術傳輸皆須另行經過權利人之授權或同意。例如，ITV Broadcasting

案中，即便 TV Catchup 提供無線廣播節目的即時網路串流服務的用戶範圍，為電

                                                      
257 Case C-429/08, Murphy, at ¶ 193.; Case C-607/11, ITV Broadcasting, at ¶¶ 28-30.; Case C-351/12, 

OSA, at ¶ 25.; Case C-325/14, SBS Belgium NV v Belgische Vereniging van Auteurs, Componisten en 

Uitgevers (SABAM), at ¶16.(Nov. 19, 2015)[hereinafter SBS Belgium].; Case C-117/15, Reha Training, at 

¶¶ 37-39.  
258 Case C-306/05, SGAE, at ¶ 43.  
259 Case C-306/05, SGAE, at ¶ 38.; Case C-135/10, SCF, at ¶ 84.; Case C-607/11, ITV Broadcasting, at ¶ 

32, Case C-351/12, OSA, at ¶ 27.; Case C-117/15, Reha Training, at ¶41.; Case C-160/15, GS Media, at ¶ 

36.  
260 Case C-607/11, ITV Broadcasting, at ¶ 33.; Case C-117/15, Reha Training, at ¶ 44.; Case C-527/15, 

Filmspieler , at ¶ 44.  
261 Case C-117/15, Reha Training, at ¶ 42.  
262 Case C-135/10, SCF, at ¶ 91. 
263 “Every transmission or retransmission of a work which uses a specific technical means must, as a rule, 

be individually authorized by the author of the work in question.” See Case C-325/14, SBS Belgium, at ¶ 

17.; Case C-265/16, VCAST, at ¶¶ 48-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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視特許證所許可接收廣播的用戶範圍，法院仍認為上開網路串流服務的提供另須

獲得著作權人的授權264。從 Svensson、BestWater、GS Media 及 Filmspieler 案，法

院未特別針對「其他特定技術」因子為審查的情形可知，法院似認為以超連結方式

供大眾接觸著作的技術手段為著作權人最初授權公開著作內容時已慮及之利用方

式，故非屬著作權人最初授權公開時所未能慮及的新技術，又或者是提供超連結行

為與著作權人最初將著作上傳至網頁上所使用的技術皆屬相同（皆透過網路為之），

遂直接考量利用人之行為效果是否及於「新公眾」。 

 如果行為人並未使用有別於先前傳達所使用技術之「其他特定技術」，則須另

行考量其行為效果是否及於「新公眾」—著作權人當初授權為公開傳達之當下，所

未慮及之潛在接收公眾。法院雖於 SGAE 案中首次提出新公眾標準，但學者認為

此乃基於法院對於此標準之誤解而提出265，此標準首次被運用於網路時代中的著

作利用為 Svensson 案，因超連結提供之對象為所有潛在的網路使用者，系爭行為

效果是否及於新公眾的問題於焉產生。法院最後以超連結所指向的目的網站中的

著作內容為網路使用者皆得自由接觸為由，認為系爭行為效果未及於新公眾。然而，

法院復補充說明，當提供超連結能夠達成規避網站保護措施之效果（circumventing 

link）266，則得認為系爭行為效果及於新公眾。但是，產生規避保護措施的效果，

性質上屬於干預經著作權人授權的傳達行為，上開論理混淆「新公眾」與「干預」

概念之間的分野，讓原屬不同構成要件下的補充性判斷因子的內涵，相互重疊。於

Soulier 案中，概念混淆的問題更形嚴重。 

 此外，Svensson 案雖確認，當被告提供的超連結所指向的目的網站上的著作內

容，皆為原告授權公開之合法著作，且目的網站皆未設有觀覽權限，任何的網路使

用者皆得造訪觀覽時，此等提供超連結的行為，因其效果未及於新公眾，而不屬於

向公眾傳達行為，但 BestWater 案並未處理，如第三人違法上傳著作至超連結所指

向的目的網站，則提供超連結之行為該如何評價的問題。GS Media 案中，法院認

為基於超連結為網路妥善運作之基石，且張貼超連結之個人針對網路上著作內容

來源的合法性，具有查證上的困難，經利益衡量後，法院認為，只有當行為人明確

知悉或應該知悉著作內容來源為違法時，始須負擔著作來源適法性的查證義務，進

而負擔著作權之侵害責任。法院似認為，藉由行為人之主觀知悉要件，推定其行為

具備干預的主觀性及客觀性要求267。上開解釋於體系上雖置於新公眾標準之下，但

論理上似隱含屬於傳達行為判斷的干預因子。 

 此外，法院復引進「獲利目的」之補充性判斷因子268，就行為人之應該知悉，

                                                      
264 Case C-607/11, ITV Broadcasting, at ¶¶ 39, 43-49.  
265 P. B. Hugenholtz & S. C. Velze, Communication To A New Public? Three Reasons Why EU Copyright 

Law Can Do Without A “New Public ”, 47 INTER. R. INTELL. PROP. & COM. L. 797, 797 (2016).  
266 Case C-466/12, Svensson, at ¶ 31.  
267 “a person knew or ought to have known […] the same applies in the event […] the posting of such a 

link then constituting a deliberate intervention without which those users could not benefit from the works 

broadcast.”, see Case C-160/15, GS Media, at ¶¶ 49-50.  
268 獲利目的並非歐盟法院近期始引進的概念，在歐盟法院早期的判決中，法院即提及傳達行為之

獲利性質並非完全與公眾之判斷無關，亦非公眾要件成立的必要因子，但其並未明確指出獲利性質

該如何運用於公眾之判斷上。See Case C-306/05, SGAE, at ¶ 44.; Case C-403/08, FAPL, at ¶¶ 204-2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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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供可舉反證推翻的知悉推定。如果提供超連結之行為具有獲利目的，則推定行為

人應盡相當之查證而應該知悉著作來源為違法，反之，如不具有獲利目的，且無行

為人明確知悉的相關證據下，應認定行為人不知悉著作來源的非法性，其行為即不

屬於指令所規範的向公眾傳達行為。 

 於 Filmspieler 案，法院透過降低干預因子的客觀性要求，將傳達行為的概念

擴張至銷售多媒體播放器，並以行為人主觀上知悉著作內容來源的違法性及獲利

目的為由，判斷行為人的銷售行為及於新公眾，因而須負擔著作權責任。法院將新

公眾之補充因子，從原本應屬客觀上行為效果之觀察，轉而朝向判斷行為人之主觀

知悉，一方面，法院雖得以妥善區分善意、惡意及營業人、非營業之個人，以避免

擴張向公眾傳達權之範圍以因應新科技發展之餘，不當地針對善意、不具專業的個

人網路使用者課予責任，另一方面，卻可能導致將原屬於間接侵權責任之網路服務

提供者，轉變成為直接侵權之責任主體，混淆直接侵權與間接侵權之分野。例如，

於 Ziggo 案中，法院以 TPB 網站主觀上知悉其提供平台的行為將造成大眾得接觸

著作的後果，來判斷其行為具有干預性質，此外，復以其主觀上知悉其用戶利用其

平台得以交換違法檔案的相關證據（包括，招攬用戶的廣告文宣及其作為經營者之

專業知識）及其平台的營利性質，此兩大因素來判斷其行為效果及於新公眾。此判

決顯示，法院首次將原僅負間接侵權責任的網路服務提供者，以主觀知悉的標準，

將其課予直接侵權責任。 

 綜上，歐盟法院就向公眾傳達權之審查標準，按所涉及的手段不同：提供超連

結（參見圖一）、其服務被第三人用以侵害公開傳輸權的網路服務提供者（參見圖

二），分別可整理出不同的公開傳輸權侵害認定的標準。上開兩種類型化個案，法

院皆從「傳達行為」與行為效果「及於公眾」此兩構成要件出發，逐一審查之，而

就「提供超連結」之類型上，因提供超連結與上傳著作至目的網站所使用的技術，

皆為網路（尚須審查公眾要件），且行為人皆得知悉其提供超連結之行為，將使得

所有潛在的網路使用者皆能夠透過點選超連結，而連結至目的網站（符合公眾之定

義：該公眾須為行為人為傳達行為時所欲傳遞之對象，而非偶然促成向公眾傳達之

結果），基於上開兩前提之滿足，歐盟法院遂直接審查提供超連結之行為效果是否

及於「新公眾」，其並未忽略「所使用的技術，是否有別於先前經著作權人授權傳

輸所使用的技術？」及「為傳達行為時所欲傳遞之公眾（targeted by）？」此兩補

充性判斷因子。因此，歐盟法院仍遵循過往判決所建構出的侵權審查架構，並未因

個案所涉及之技術類型不同，而有所差異，此一作法，亦可呼應歐盟法院認為「向

公眾傳達權」屬於歐盟法中的自主概念（autonomous concept），不因個案不同而有

認定上差異的之一貫立場。

                                                      
Case C-135/10, SCF, at ¶¶ 88-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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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一：歐盟法院就「提供超連結之行為」，所為公開傳輸權侵害認定之審查步驟；來源：筆者自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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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二：歐盟法院就「其服務被第三人用以侵害著作權」，所為公開傳輸權侵害認定之審查步驟；

來源：筆者自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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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款 歐盟各成員國之立法或司法實踐 

一 直接侵權責任 

 2017 年 6 月 13 日，德國269漢堡地方法院指出，只有當能合理期待提供連結之

行為人能夠對連結指向的目的網站上的著作來源之合法性為必要的核查時，始能

適用 GS Media 案所建立的「提供超連結之行為如係基於獲利目的，則推定其知悉

著作來源為未授權」的舉證責任分配標準。因此，如不能合理期待行為人判別著作

來源之適法性，則不能令其負擔向公眾傳達權之侵權責任270。 

 2017 年 9 月 21 日，德國聯邦最高法院作成 Vorschaubilder III 案判決，首次將

歐盟法院歷年來針對超連結所為之判決見解援引至 Google 所提供的圖片搜尋功能，

並承繼上開判決之見解，限縮適用 GS Media 案所建立的「以獲利目的推定主觀知

悉」的舉證責任分配標準。在本案中，AOL 入口網站使用 Google 圖片搜尋技術，

讓網路使用者得以透過 AOL 網站之介面利用 Google 的搜尋引擎搜尋圖片。攝影

著作權利人控告 AOL 入口網站之經營者，主張 AOL 入口網站提供系爭著作的縮

圖及連結至原著作的視框連結，以呈現圖片搜尋結果的方式，侵害德國著作權法

（Urheberrechtsgesetz – UrhG）第 19a 條之向公眾提供權（Recht der öffentlichen 

                                                      
269 德國法上著作權之直接侵權責任規定於德國著作權法第 92 條第 2 項：「因故意或過失不法實施

上開行為者，對受害方因侵權所受之損害負損害賠償責任。」此規定可溯源至德國民法第 823 條第

1 項：「因故意或過失，不法侵害他人之生命、身體、健康、自由、所有權或其他權利者，對所生之

損害應負賠償責任」，以故意或過失為歸責(imputed fault)原則，而故意或過失之滿足繫於「注意義

務」之違反，以網路服務提供者來說，即違反防止第三人濫用其財產或服務，以侵害他人之權利的

注意義務。因此，直接侵權責任之要件包括行為須不法 (Rechtswidrigkeit)、侵害他人之權利

(Tatbestand)、加害行為與損害間具有因果關係(Kausalität)、需有故意或過失(Verschulden)，其中故

意或過失要件之有無，區隔出直接侵權責任及妨害人責任，而「不法」要件，如行為人係故意侵權，

不法要件自動成立，如行為人非故意侵權，則需進一步認定行為人是否違反其應盡的「注意義務」，

當行為人的活動或財產創造可能損及他人權利之風險時，行為人即負有防止侵權發生之注意義務。

關於此處所指的注意義務之內涵，德國聯邦最高法院發展出 Zu-Eigen-Machen 方法，亦即，網路服

務提供者針對第三人所提供之內容為若干之介入，讓合理受通知之用戶產生平台有意將該內容作

為自己所有之印象者，網路服務提供者即負有審查內容是否侵權之審查義務。至於網路服務提供者

之介入行為判斷，編輯目的之審查、網站之核准、照片上附有平台之 logo、上傳內容之用戶被要求

須授權平台利用其所上傳之內容、系爭內容構成平台之主要價值等，皆為判斷要素之一。上開以違

反注意義務為課責基礎之見解，洽與德國電信服務法第 8 條及第 9 條關於民事責任豁免不適用於

電信服務提供者蓄意與用戶共同為不法行為，以及歐盟電子商務指令第 14 條第 2 項關於網路服務

提供者就其所傳輸之內容具有控制力的情況下排除適用安全港條款等規定，相吻合。因此，網路服

務提供者在著作權侵害案件中，其直接侵權責任之認定，繫於違反其「注意義務」的判斷，如構成

注意義務之違反，網路服務提供者即應負擔直接侵權者之責任，包括損害賠償及禁制令之履行。至

於以下正文所介紹的「德國法下的向公眾傳達權侵害」，則屬於直接侵權責任中「侵害他人之權利

(Tatbestand)」要件之判斷，因此，「向公眾傳達權侵害」與「違反注意義務」兩者間互不相斥，皆

為直接侵權責任之構成要件，如該當直接侵權責任之四項構成要件，權利人即享有德國著作權法第

92 條第 2 項之請求權基礎。關於德國法下直接侵權責任之發展，參 Christina Angelopoulos, EUROPEAN 

INTERMEDIARY LIABILITY IN COPYRIGHT: A TORT-BASED ANALYSIS 258-63 (Netherlands: Kluwer Law 

International, 2017). 
270 轉引自蘇育正，同前註 1，頁 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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Zugänglichmachung）。系爭著作原位於受有密碼保護的圖片授權資料庫中，經給付

授權金後方得利用圖片，然而，系爭圖片被第三人違法下載並張貼於第三方網站中，

系爭圖片始被 Google 圖片搜尋功能辨識出來，並製作成縮圖，雖然 AOL 網站提

供視框連結的手段屬於傳達行為，然而，就其行為效果是否及於「新公眾」之判斷

上，德國聯邦最高法院認為，基於網路搜尋服務對網路運作的重要性，不應期待搜

尋引擎負有針對每一項從網路上自動獲取的資訊，逐一檢視其合法性的義務271，既

然不能合理期待搜尋引擎應知悉著作來源之合法性，GS Media 案所建立的「以獲

利目的推定主觀知悉」的標準即不應適用於搜尋引擎業者以視框連結呈現搜尋結

果的行為。 

 就 Google 圖片搜尋服務，法國卻呈現與德國相反之發展。法國於 2016 年 7 月

7 日修法規定（於 2017 年 1 月 7 日生效），要求搜尋引擎業者，只要從網路上自動

獲取資訊，並基於索引、參照之目的而將著作內容重製、或向公眾提供，此等行為

皆應取得強制授權272，故需給付給著作權人所屬的集管團體相當之授權金。從該條

之立法沿革觀察，該法乃是為了因應過往法國法院皆認為 Google 圖片搜尋功能屬

於網路服務提供者，而得駛入安全港條款之見解，為了避免網路使用者高度仰賴

Google 圖片搜尋所提供之縮圖，未點選超連結導致原始圖片所在的網站造訪流量

下降，衝擊到著作權人市場利益的弊端，法國遂立法明文要求 Google 應就其圖片

搜尋功能給付相當之授權金273。 

 2019 年 11 月 1 日，於 TuneIn 判決中，英國高等法院首次就歐盟法院針對向

公眾傳達權之歷審判決表示意見，並將所涉及的行為予以類型化，並分別適用與該

類型相類似的歐盟法院判決。TuneIn 為一家位於美國的線上廣播平台，透過網站

或是 APP，提供使用者能夠透過其平台，得以點選來自世界各地廣播電台的節目，

並以串流的方式隨點隨聽，其所提供的服務包括，匯集得以指向各國廣播電台網站

的超連結、提供電台節目之搜尋服務及供用戶錄製廣播節目。判決指出，雖然

TuneIn 在技術層面上，其僅提供用戶超連結、搜尋功能及優化的使用者介面，然

而，有別於 Svensson、BestWater 和 GS Media 案所涉及，僅提供單一著作之超連

結，本案乃是彙整世界大部分廣播電台之超連結，其性質較趨近於搜尋引擎，但

TuneIn 所提供的搜尋服務，又與傳統搜尋引擎有所不同274，因此，TuneIn 所提供

                                                      
271 “This assumption does not apply to search engines and to hyperlinks leading to a search engine because 

of the particular importance of Internet search services for the functionality of the Internet. The provider of 

a search function cannot be expected to check whether the images found by the search engine in an 

automated process have been legally posted on the Internet in first place before listing them as thumbnails 

on its website.”See BGH, 21.09.2017-I ZR 11/16, GRUR 2018, at ¶ 56. 
272  Article L136-1 of Code de la propriété intellectuelle: “On entend par service automatisé de 

référencement d'images, au sens du présent chapitre, tout service de communication au public en ligne dans 

le cadre duquel sont reproduites et mises à la disposition du public, à des fins d'indexation et de 

référencement, des œuvres d'art plastiques, graphiques ou photographiques collectées de manière 

automatisée à partir de services de communication au public en ligne.”  
273 Brad Spitz, New French Act: Google Images Will Have To Pay Royalties, KLUWER COPYRIGHT BLOG 

(Oct. 17, 2016), available at http://copyrightblog.kluweriplaw.com/2016/10/17/new-french-act-Google-

images-will-pay-royalties/. (last visited on Aug. 15, 2020).  
274 有別於一般搜尋引擎，TuneIn 建立串流內容的元資料及 AIR APIs，用戶除了能夠以電台、廣播

節目名稱為關鍵字搜尋，尚能利用廣播內容中的創作者名稱為搜尋。此外，當用戶點選一般搜尋引

http://copyrightblog.kluweriplaw.com/2016/10/17/new-french-act-google-images-will-pay-royalties/
http://copyrightblog.kluweriplaw.com/2016/10/17/new-french-act-google-images-will-pay-royalti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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服務有必要另為法律判斷，而不能逕援引過去關於一般超連結及搜尋引擎之判決

見解。而就上開服務的技術特徵，法院認為 TuneIn 所提供之服務同時該當傳達行

為及公眾要件，就「新公眾」因子部分，法院依照串流播放廣播內容是否經過權利

人之授權為標準，將 TuneIn 所提供之廣播內容區分為四大類型，分別探討權利人

當初授權為廣播時所默示同意的對象範圍，整理如下表三。如果原始播放未經授權

（廣播節目被非法置放於網路上播放，亦即，超連結所指向的目的網站上的廣播節

目來源不合法），則需考量 GS Media 案所建立的「以獲利目的推定主觀知悉」的

舉證責任分配標準；如原始播放經權利人授權，則考量後續串流播放的行為（TuneIn

提供用戶超連結，將用戶導引至目的網站中收聽廣播）是否使用「新技術」、行為

效果及於「新公眾」來判斷之。 

 

廣播電台節目被置放於網路上播放(原始播放) 

類型 經授權？ 授權範圍 侵權？ 判決理由 

1275 授權 英國 合法 無新技術、新公眾 

2276 未授權 全世界未授權 侵權 及於「新公眾」、TuneIn 主觀知悉 

3277 授權 英國以外 侵權 及於「新公眾」 

4278 授權 位 於 美 國 的

TuneIn 用戶 

侵權 不存在原始播放，故 TuneIn 提供

超連結給英國用戶，直接構成向

公眾傳達行為與侵權 

表 三：TuneIn 判決中審查標的總整理；來源：筆者自製 

 

 此外，法院尚審查 TuneIn 提供用戶的錄製服務，用戶得以將串流永久下載至

個人裝置中，原告雖援引 VACST 判決，主張 TuneIn 的錄製服務屬於「新技術」，

然而，法院認為，錄製功能本身並非新技術，承載串流的媒介—網路始為新技術判

斷的主體，但是，因 TuneIn 的錄製服務，讓用戶得以同時以點選超連結的方式串

流節目，另一方面下載檔案至個人裝置中，就用戶的使用體驗而言，上開二合一的

功能實質上將提供超連結串流轉變為提供下載以隨選隨聽的功能，此並非單靠網

路媒介的傳統超連結及搜尋引擎所得提供，因此，將 TuneIn 所提供的服務為整體

觀察，TuneIn 確實提供有別於網路的新技術，而構成向公眾傳達權之侵權279。再

                                                      
擎所提供的超連結，用戶即直接連結至目的網站，搜尋引擎業者即不再介入用戶後續的瀏覽活動，

然而，TuneIn 於用戶點選超連結後，在用戶收聽廣播電台內容的同時，TuneIn 仍會提供串流技術，

並置入 TuneIn 自己設定之廣告，就 TuneIn 介入用戶活動的程度觀察，其服務相應的競爭者並非一

般搜尋引擎，而是諸如 Spotify、Amazon 等音樂提供平台。 
275 該音樂廣播電台授權播放於英國境內，英國境內之使用者皆得以不受限制地自由收聽該廣播電

台，如：BBC Radio 2、London Heart。 
276 該音樂廣播電台並未授權播放於任何國家。 
277 該音樂廣播電台授權播放於英國以外之其他國家，此一類型之廣播電台皆屬於地區型電台，僅

授權播放於其所在的國家，如，比利時的 VRT Studio Brussel、德國的 Deutschlandfunk。 
278 此為進階版電台，專屬提供給 TuneIn 用戶收聽，惟該電台位於美國，並未授權播放於英國境內，

且亦未收取來自英國的授權金。 
279 Warner Music & Ors v. TuneIn Inc. [2019] EWHC 2923 (Ch) (1 Nov 2019), at ¶¶ 173-17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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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法院亦認為 TuneIn 服務並不符合電子商務指令280下的安全港條款，其服務所

產生的行為介入效果更甚於單純技術上、機械式、被動式的性質281，故 TuneIn 雖

屬於廣播串流平台，仍不得豁免於著作權責任。 

 由此可知，英國高等法院並未拒斥歐盟法院判決所建立的向公眾傳達權的審

查標準，在肯認歐盟法院判決的前提下，更嘗試就看似結論相牴觸的 Svensson 及

GS Media 案282、GS Media 及 Renckhoff 案283為判決文字上的詮釋，試圖梳理出歐

盟法院邏輯一貫的判斷標準。又，英國高等法院復援用 GS Media 案中區分原始傳

輸適法性的作法，將 TuneIn 服務區分為四大類型為討論，細繹英國高等法院對 GS 

Media 案所建立的「以獲利目的推定主觀知悉」的看法，因本案所涉及者，並非網

路運作所高度依賴的技術（非傳統超連結及搜尋引擎），英國法院遂並未限縮適用

「以獲利目的推定主觀知悉」的標準。此外，英國法院更點出了著作權法的屬地精

神，並重申並非一切使著作內容公開於網際網路中自由取得的行為，皆須受到著作

權法之規制，唯有當系爭行為實質上「指向」特定地域之消費者，始讓該行為需受

到該特定地域的著作權法規範的節制284。本文認為，英國法院似認為，當網路上行

為指向特定地域中的消費者，始有影響著作權人於該市場中的市場利益之虞，此等

行為始須受著作權法之規制，以權衡始用人資訊交換及言論自由權之公益，及提供

著作權人繼續創作誘因的私益。 

二 間接侵權責任285 

 首先，此處所指之間接侵權責任（accessory liability），並非狹義地以直接侵權

責任存在為前提，從屬於直接責任的輔助、誘引、代理之從屬責任，而不同於美國

法上的間接侵權責任，而是廣義地以對第三人開啟侵權實施具有貢獻效果之行為

皆屬之286，因此，其服務被第三人用來侵權之中介者之行為，皆受此處所稱廣義的

間接侵權責任所評價。 

 於歐盟法層級，並未針對網路服務提供者為第三人侵害著作權之行為負責之

明文規定，僅針對免除網路服務提供者之間接責任為免責之立法，規定在 2000 年

歐盟電子商務指令第 12 條至第 15 條287，並針對著作權人請求網路服務提供者排

除並防止第三人侵害之請求權，訂有 2001 年歐盟資訊社會指令第 8 條第 3 項288，

                                                      
280 Directive 2000/31/EC of the European Parliament and of the Council of 8 June 2000 on certain legal 

aspects of information society services, in particular electronic commerce, in the Internal Market, 2000 O.J. 

(L178) 1 [hereinafter E-Commerce Directive].  
281 Warner Music & Ors v. TuneIn Inc., supra note 279, at ¶ 210.  
282 Warner Music & Ors v. TuneIn Inc.,id. , at ¶¶ 97-98.  
283 Warner Music & Ors v. TuneIn Inc. id. , at ¶¶ 99-104.  
284 Warner Music & Ors v. TuneIn Inc.,id. , at ¶¶12-34.  
285 我國公開傳輸權侵害之間接責任並非本文討論之範圍，惟基於比較法介紹的完整性，遂一併介

紹歐洲主要國家的間接侵權責任規範與實務發展。 
286 Angelopoulos, supra note 269, at 13.  
287 詳細規定參照本文「第四章、第二節、第二項、一、2000 年歐盟電子商務指令：安全港條款」

之介紹。 
288 詳細規定參照本文「第五章、第二節、第一款、一、(一)、禁制令之歐盟法規範」之介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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服務提供者之間接侵權責任的實體規範則屬於各會員國之立法形成空間，又因網

路服務提供者之間接侵權責任規範大多依循侵權行為法（tort law）之規定，且各會

員國之侵權行為法規範亦尚未形成歐盟法層級的共識，因此，各會員國之間接侵權

責任規範呈現相互歧異的狀態，然而，自各會員國之網路服務提供者間接侵權責任

之發展而觀，其規範有漸趨匯合並逐漸形成共同原則之趨勢289，因此，有必要針對

歐盟各會員國之網路服務提供者間接侵權責任之發展與內涵另為討論，除嘗試整

理出各會員國之網路服務提供者間接侵權責任發展的背後共同原則之外，並將於

本章之第四節比較歐盟各會員國之網路服務提供者間接侵權責任與美國法上相應

的規範。 

 鑒於侵權行為法規範可區分為大陸法系及普通法係，本文分別針對此兩大不

同體系之代表國家：德國及英國法為介紹290。 

（一） 德國 

1.  妨害人責任（Störerhaftung） 

 德國著作權及鄰接權法（Gesetz über Urheberrecht und verwandte Schutzrechte , 

UrhG，下簡稱德國著作權法）第 97 條規定：「 

(1)任何人不法侵害本法所定的著作權或其他權利者，受害方得向之請求排除之，

有反覆侵害之虞者，受害方得向之請求終止及停止其行為。初次有侵害之虞者，得

請求防止之291。 

(2)因故意或過失不法實施上開行為者，對受害方因侵權所受之損害負損害賠償責

任。（下略）」292 

 

 條文係以「禁制令救濟及損害賠償請求權（Anspruch auf Unterlassung und 

Schadensersatz）」為標題，未見行為人應對第三方之侵權行為負責之間接責任等字

眼，但自德國聯邦最高法院判決之發展可知，任何人以任何方式提供第三方之侵權

實施之助力者，皆應負責，而助力之形式可以是同謀、教唆及幫助293。聯邦最高法

院曾表示：「德國著作權法第 97 條第 1 項所定的預防性禁制令救濟，不僅適用於

                                                      
289 Christina Angelopoulos, Beyond The Safe Harborurs: Harmozising Substantive Intermediary Liability 

For Copyright Infringement In Europe, 3 INTELLECT. PROP. Q. 253, 254 (2013).  
290 CEES VAN DAM, EUROPEAN TORT LAW, paras. 102-2 (United Kingdom: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7).  
291  §97 (1) of UrhG: “Wer das Urheberrecht oder ein anderes nach diesem Gesetz geschütztes Recht 

widerrechtlich verletzt, kann von dem Verletzten auf Beseitigung der Beeinträchtigung, bei 

Wiederholungsgefahr auf Unterlassung in Anspruch genommen werden. Der Anspruch auf Unterlassung 

besteht auch dann, wenn eine Zuwiderhandlung erstmalig droht.”  
292 §97 (2) of UrhG: “Wer die Handlung vorsätzlich oder fahrlässig vornimmt, ist dem Verletzten zum 

Ersatz des daraus entstehenden Schadens verpflichtet. Bei der Bemessung des Schadensersatzes kann auch 

der Gewinn, den der Verletzer durch die Verletzung des Rechts erzielt hat, berücksichtigt werden.” 
293  Jie Wang, Responsiblility Rules of Copyright Enforcement on Hosting Platforms, in REGULATING 

HOSTING ISP’S RESPONSIBILITIES FOR COPYRIGHT INFRINGEMENT: THE FREEDOM TO OPERATE IN THE US, 

EU AND CHINA 24 (Jie Wang ed., 2018).; G Spindler & M Leistner, Secondary Copyright Infringement—

New Perspectives From Germany And Europe, 37 IIC 788, 788 (20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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潛在侵權者，亦適用於製造首先造成傷害的風險的潛在參與者或妨害者294。」由此

可知，著作權法第 97 條第 1 項所指的侵權者（Verletzer）應以廣義解釋，除了正

犯（Täter）及共犯（Teilnehmer）外，尚包括潛在妨害者（Störer），並打破以往禁

制令核發以行為人明確知悉侵權存在為要件的見解295，即便是未知悉侵權存在，但

客觀行為已創造實現侵害之風險的妨害者，仍應以著作權法第 97 條第 1 項相繩，

僅有在行為人明確知悉侵權事件之存在，而具備故意或過失時，始負損害賠償責任。 

 著作權法第 97 條第 1 項之制定，發軔於德國民法第 862 條及第 1004 條296。

德國民法第 862 條第 1 項規定：「占有因暴力而被妨害者，得對加害人請求除去其

妨害。占有有繼續被妨害之虞者，得請求防止其妨害。297」德國民法第 1004 條第

1 項規定：「所有權非因侵奪占有或無權占有，而由於其他方法受有妨害者，所有

人得請求加害人除去其妨害。妨害有繼續之虞者，所有人得提起不作為之訴。298」，

前者係以物之占有為保護標的，後者係以物之所有權為保護標的，兩者皆以妨害除

去及妨害防止為請求內容。本於上開妨害除去及防止義務之概念，德國最高聯邦法

院以智慧財產權為相對於純粹經濟上損失之絕對權為由，將之比附援引至同具有

絕對權、排他權性質的所有權，將保護所有權的民法第 1004 條擴張適用於商標權

及著作權法中，並將妨害人責任（Störerhaftung, the liability of a Störer）發展為德國

法院主要處理網路服務提供者就著作權侵害事件所負責任之責任依據299，僅規範

除去及不作為請求，而無涉損害賠償請求，其要件包括：1. 妨害人造成權利之侵

害，且其貢獻與權利侵害之間具有因果關係；2. 妨害人須有能力阻止主要侵權；3. 

妨害人已違反其應盡的合理注意義務300，而不論妨害人對於權利侵害之認識與否，

亦不考慮直接侵權責任人是否已受起訴，之後並明文化為德國著作權法第 97 條之

規定301。 

2.  共同侵權責任（Mittäter and Teilnehmer） 

 德國民法第 830 條針對共同行為人（Mittäter）與參與人（Beteiligte）之規定，

亦得適用於網路服務提供者於著作權侵害案件中的責任認定，當網路服務提供者

涉入第三人之侵權活動中達到足以被視為直接侵權者之程度時，其應與該第三人

同負直接侵權責任。德國民法第 830 條規定：「 

(1) 數人共同為侵權行為致生損害者，各應對該損害負責。不能知數參與人中孰為

以其行為致生損害者，亦同。 

                                                      
294 BGH, Cybersky, 16 Jan. 2009, I ZR 57/07, at ¶ 18.  
295 Angelopoulos, supra note 286, at 235.  
296 Jie Wang, supra note 293, at 24.   
297 參蔡明誠，物權編，載：德國民法上，頁 839-40，2016 年，修訂 2 版。 
298 參蔡明誠，同前註，頁 924。 
299 Matthias Leistner, Structural Aspects of Secondary (Provider) Liability in Europe, 9 J. INTELL. PROP. L. 

& PRAC. 75, 78 (2014).  
300 J. B. Nordemann, Intellectual Property Liability Of Consumers, Facilitators, And Intermediaries: The 

Position In Germany, in INTELLECTUAL PROPERTY LIABILITY OF CONSUMERS, FACILITATORS, AND 

INTERMEDIARIES 47-8 (Heath C. & Sanders AK. ed., Kluwer Law International 2012).  
301 關於德國著作權法第 97 條之內涵及相關判決介紹，參本文第五章之德國法介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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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造意人及幫助人，視同共同行為人。」 

 

 在德國法下，數人違反其共同義務，或是基於共同行為決意而行動者，應共同

負擔民事責任，此概念相當於英國法下的共同侵權責任。然而，不同於英國法之規

範，德國民法尚進一步針對造意人（Anstifter）、幫助人（Gehilfen），使之與共同行

為人適用相同的責任。此處所指的造意人與幫助人，相當於刑法上的教唆及幫助，

以故意為必要302，此外，共同侵權責任相較於直接侵權責任，係減輕被害人對因果

關係之舉證責任，因共同行為人及參與人（造意人與幫助人之合稱）皆意欲侵權損

害發生，且數人之共同協力造成被害人陷於舉證困境，遂以主觀的意思聯絡

（psychisch vermittelte kausalität）正當化對被害人舉證責任之免除，其客觀行為實

際上之因果貢獻程度即不重要，令行為人僅就其意思聯絡部份負責，亦未過苛，然

因因果關係舉證之減輕究屬例外，其條文解釋應從嚴之303。 

 德國聯邦最高法院認為，共同侵權責任之成立，主觀要件上要求行為人需出於

共同的行為意圖，並知悉構成侵權之客觀事實及不法性，藉由提高主觀要件之要求，

以降低因果關係之要求，亦即，當被告出於故意為行動時，其即應就所有後果負責，

不適用相當因果關係理論以限縮責任304。 

 如果被告不具共同意圖，且損害結果係由各行為人之個別侵權行為巧合下共

同促成，則各該行為人稱為併行加害人（Nebentäter），各行為人本應就其行為各自

負責305，但不同於共同侵權責任，併行加害人責任仍要求被害人就因果關係為舉證，

因此，就數人參與侵權行為之實施而言，德國民法第 830 條限於故意之共同參與

行為，透過主觀要件之限制，免除被害人就因果關係之舉證，但併行加害人屬於過

失共同行為，各參與人所為之行為各自論侵權責任，被害人仍應就因果關係為舉證。 

 就網路服務提供者之個案中，雖德國民法第 830 條之共同侵權責任要求參與

人之共同意圖、造意或幫助故意，但下級法院已承認，如資訊儲存服務提供者重大

且持續地違反其審查侵權通知之義務時，持續忽視侵權活動之特定侵權通知，並未

能採取防止侵權之舉措時，其責任不僅只是作為義務之妨害人責任，而是藉由將其

持續的不作為認定為啟動共同侵權責任之幫助故意（Gehilfenvorsatz），而構成需擔

負損害賠償責任之幫助人306。有認為，不問網路中介者之經營者是否知悉用戶侵權，

只要系爭侵權之發生屬經營者預見之內，或經營者在過去已知悉該侵權事件已反

覆發生，又或者經營者持續違反其查證義務，中介者之經營者的不作為（forbearance）

即構成單獨的侵權行為307。然而，不論是基於幫助故意所構成的共同侵權責任，或

是併行加害人之責任，上開見解皆未經最高法院討論，上開責任與妨害人責任之間

                                                      
302 ANGELOPOULOS, supra note 269, at 264.  
303 W van Gerven et al., TORT LAW 445 (Oxford: Hart Publishing, 2000).  
304 W van Gerven et al., id., 429. 
305 W van Gerven et al., id., 436. 
306 OLG München, 11 Jan. 2006, 21 O 2793/05.; OLG Hamburg, 13 May 2013, 5 W 41/13.; A Dietz, 

Germany in INTERNATIONAL COPYRIGHT LAW AND PRACTICE §8[1][c][i] (L Bently, P Geller & M Nimmer 

ed., LexisNexis Matthew Bender 2013). 
307 OLG Hamburg, 4 Feb. 2008, 2-81/07, WRP 2008, 156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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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分野亦未明。學者 Christina 就此一判決發展，認為德國法院逐漸發展出以侵權

行為為基礎的間接侵權責任，雖然網路服務提供者不負防止所有用戶侵權之一般

性義務，但如其忽視足以顯示特定侵權風險的跡證，則可能構成注意義務之違反，

以其行為促成侵權為由，成立直接侵權責任。最高法院在 Jugendgefährdende Medien 

bei eBay 案中指出，如電商平台已透過侵權通知明確知悉特定侵權事件，且未取下

系爭侵權物，亦未採取任何防止日後侵權之措施，其將以正犯（Täter）論處其民事

責任308。 

 基於此一判決發展，學者 Gräbig 主張將妨害人責任納入侵權行為法中，讓以

過失為基礎的正犯責任取代妨害人責任，將未盡終止及防止義務的妨害人論以併

行加害人責任309。有趣的是，德國專利法已將違反防止侵權義務之行為論以間接侵

權責任，讓在著作權法脈絡中僅具有作為義務的妨害人責任，額外附加得以請求損

害賠償之法律效果。但就目前的德國法制而言，最高法院仍維持著將以侵權行為為

基礎的間接侵權責任限縮於專利法領域中，著作權法領域中仍為著妨害人責任之

概念310，鑒於法律效果之差異，仍有必要明確區分網路服務供者之妨害人責任及共

同侵權責任。 

（二） 英國 

1.  授權侵權責任（authorization of infringement） 

 英國 1988年著作權、設計暨專利法（the Copyright Designs and Patents Act 1988，

簡稱 CDPA 1988）中名為「著作權間接侵權（secondary infringement of copyright）」

乙節，特別針對進口侵權重製物、商業利用侵權重製物、提供重製著作內容之方法

等五種行為，於被告知悉或有理由相信侵權重製物之存在時，即應負擔著作權之間

接侵權責任，然而，CDPA 1988 第 22 條至第 26 條針對上述五種行為所為之規定，

未能適用於網路時代中為第三方侵權行為負責之情形。與網路時代較為相關之著

作權間接侵權責任之規定為 CDPA 1988 第 16 條第 2 項之授權侵權：「任何未經著

作權人許可或授權，為受著作權限制之行為之人，侵害著作權」，本條雖被立法者

歸類為直接侵權責任，但自 1911 年著作權法至 CDPA 1988 之法條更迭311，授權侵

權中的「授權」，已擴張及於為第三方侵權行為負責之「批准（sanction）、許可

（approve）、容許（countenance）」概念312，Atkin 法官則將「授權」定義為：「授予

或主張授予第三人為系爭行為之權利，不論背後的授權意圖係出於授權人之利益，

或是被授權人的自身利益313」。 

                                                      
308 BGH, Jugendgefährdende Medien bei eBay, 12 Jul. 2007, I ZR 18/04.  
309 ANGELOPOULOS, supra note 269, at 268.  
310 ANGELOPOULOS, supra note 269, at 270.  
311 關於授權侵權概念於英國法上之演進，參 Richard Arnold & Paul S Davies, Accessory Liability For 

Intellectual Property Infringement: The Case Of Authorization, 133 LAW Q. REV. 442, 444-59 (2017).; 

ANGELOPOULOS, supra note 269, at 149-62.  
312 Falcon v. Famous Players Film Company Ltd (1926).  
313 “Grant or purport to grant to a third person the right to do the act complained of, whether th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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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於 Amstrad 案314中，Templeman 法官本於 Atkin 法官上開見解，進一步認為，

「授權」係指一般理性之人得以自行為人所提供的服務或設備中推斷出，行為人賦

予或主張賦予他人為系爭行為之權利。雖然製造並銷售高速卡式錄音機以供消費

者自行重製音樂，促進消費者侵害音樂著作之著作權，惟 Templeman 法官明確區

分「賦予重製的能力」及「授予重製的權利」之概念，單純提供重製音樂之技術、

設備（即賦予重製的能力），仍不足以構成「授權」，尚須行為人就消費者如何使用

其設備，具有控制力（即賦予重製的權利），始足當之。即便消費者可能受廣告宣

傳而購買高速卡式錄音機而非法錄製音樂，但消費者非法錄製與否，仍取決於消費

者之自主決策，而未受 Amstrad 影響。因此，授權侵權之「授權」的內涵為，授權

人擁有一定程度的實際或當然的權利去控制被授權人之相關作為，未及於單純的

賦予能力（enablement）、協助、鼓勵行為315，即使行為人之發明、製造、銷售和廣

告，本質上很可能會讓其所提供之設備及服務被用來侵權，但法律上並未禁止上開

商業行為，故不能僅憑行為人之發明、製造、銷售和廣告等行為，即解釋成其有授

權他人為侵權。 

 Newzbin 案316，Kitchin 法官雖承襲 Amstrad 案就「授權」一詞為限縮性解釋，

但留意到「授權」與否之真意可為明示或默示，遂援引澳洲 1968 年著作權法第 101

條及澳洲法院就授權侵權之見解，針對「默示授權」提出可供判斷的相關情狀，包

括被控授權人與主要侵權人間之關係的性質、授權人所提供的設備服務是否具有

侵權用途、該設備服務是否不可避免地被用來侵權、授權人得以左右設備用途的控

制能力及程度、授權人是否已採取防止侵害之相關措施。此五項情狀屬於例示，並

非窮盡式列舉，各項情狀判斷上的比重多寡，取決於個案上的總體情事。經審酌上

開例示情狀後317，法官認為 Newzbin 構成「主張擁有」授權用戶重製系爭影片之

權利，並「批准、許可、容許」用戶重製系爭影片。值得注意的是，授權侵權性質

上屬於間接侵權責任，從屬於直接侵權責任，必以侵害系爭影片之直接侵權責任成

                                                      
intention is that the grantee shall do the act on his own account, or only on account os the grantor.” See 

Judge Atkin’s concurring opinions in Falcon v. Famous Players Film Company Ltd (1926).  
314 CBS Songs Ltd. v. Amstrad Consumer Electronics Plc., [1988] A.C. 1013 (House of Lords).  
315 Amstrad 案中，雖 Amstrad 所銷售的高速卡式錄音機得錄製合法與非法之副帶，但因銷售廣告

已明確表明 Amstrad 並無授權他人合法錄製音檔之權利，消費者使用本機器錄製音檔時仍需事取

得著作權人之同意，因此，法院以消費者並無法自高速卡式錄音機的功能、內建設備及廣告中合理

推論出 Amstrad 擁有授權權利，以及授權他人錄製音檔之權利，Amstrad 銷售高速卡式錄音機的行

為充其量僅係「賦予消費者重製的能力」，促進消費者為非法錄製，而非授權消費者非法錄製(mere 

facilitation, not authorize)。, 
316 Twentieth Century Fox Film Corp v. Newzbin Ltd., [2011] EWHC 1981 (Ch) (Ch.D).  
317 Newzbin 為一提供定位、分類、重組 Usenet 上內容之索引器(indexer)，供用戶得以下載儲存在

Usenet 上內含系爭影片的二進位檔案(binary files)，實際上違法下載檔案之 newzbin 用戶始為侵害

權利人的著作財產權之直接侵權者，至於提供用戶得以定位檔案所在位置，並將片段四散的檔案重

組成完整的著作內容的服務提供者 newzbin 之責任為何？Kitchen 法官發現，Newzbin 所提供的軟

體為促進用戶侵權之複雜工具、升級會員每周繳納費用、平台上流通之內容大多為商業性內容、平

台上未有過濾機制、鼓勵並指導其編輯者張貼內含影片所在網址的文章、未移除其已知內含有侵權

影片連結之貼文，雖 newzbin 與其編輯者與會員間所訂立的契約明文禁止編輯者及用戶利用

newzbin 從事任何侵權活動，但 kitchen 法官認為此一限制條款僅為虛飾，整體情狀皆顯示，newzbin

已授權用戶非法下載系爭影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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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後，始能論間接侵權責任，但 Kitchen 法官認為，因 Newzbin 所採取的技術能夠

避免留下系統上檔案下載紀錄的細節，而未能準確辨識何一影片被何位用戶下載，

基於系統上眾多的活躍用戶，及系統上的系爭影片之知名度，Kitchen 法官以極有

可能（overwhelmingly likely）已發生直接侵權為由，於直接侵權人不明的情況下直

接續行討論 Newzbin 之授權責任。 

 英國高等法院於 The Pirate Bay 案318中，雖然以 Amstrad 案所建立的控制力標

準而言，The Pirate Bay 對於用戶互傳檔案一事並無控制力319，似難認 The Pirate 

Bay 有授權用戶侵權之意思，美國 Grokster III 案遂基於此一理由而援用專利法中

的誘引侵權概念320。然而，Arnold 法官援用 Kitchin 法官所例示之情狀為審查後321，

認定 The Pirate Bay 主張授權用戶以侵權方式利用其所提供的軟體，構成授權侵權

責任。 

 於 EMI v. Sky 案，Arnold 法官再度採取 Newzbin 案的五項情狀判斷法，其中

第五項情狀：授權人是否已採取防止侵害之相關措施，有別於先前案件中網站經營

者未採取任何防止侵權之措施，本案中的三個 P2P 網站皆實施通知暨取下機制，

Arnold 法官除發現通知執行率（按通知內容移除 BT 種子檔）甚低外，更發現要求

權利人提供各該BT種子檔之 URLs的通知政策未能有效終止大量的侵權種子的流

通，一方面同一侵權內容由不同用戶上傳時，即會產生多個不同的 URLs，以 URLs

辨識移除標的，並未能有效終止特定著作之侵權；另一方面，內含該特定著作內容

之新 BT 種子不斷上傳，而未能有效防止日後特定著作受到再度侵權，因此，Arnold

法官認定本案中的三個 P2P 網站未採取防止侵權之措施322。由此可知，英國高等

法院認為採用未能有效終止及防止侵權的通知暨取下機制，相當於未採取措施，其

                                                      
318 Dramatico Entertainment Ltd. v. British Sky Broadcasting Ltd.  
319 The pirate bay 為一全球最大的 BT 種子 tracker 服務器，其所採取的技術為分散式 P2P 架構，亦

即，未透過中央媒介者（中央伺服器），使用者相互連線，直接自行交換檔案。既然是由使用者之

軟體自行搜尋及下載，The pirate bay 網站上並無提供索引或目錄功能，the pirate bay 之管理者即無

從知悉使用者之身分，亦無從獲悉用戶互傳之檔案名稱及內容，對用戶間之交換傳輸及重製之內容，

而無監督控制能力。 
320 針對美國 Grokster 案之介紹，請參本文第三章、第三節、第二項、第二款、一、(二)之內容。 
321 1. 被控授權人與主要侵權人間之關係的性質：the pirate bay 網站並非僅係被動式資料庫，而係

促進並推廣用戶利用 P2P 技術下載檔案的網站，並獎勵高載量檔案之上傳者，且提供用戶徵求特

定內容檔案之論壇空間；2. 授權人所提供的設備服務是否具有侵權用途：the pirate bay 提供用戶索

引、分類及呈現等功能，構成用戶實施侵權活動之必要手段，提供用戶侵權活動不可或缺之技術；

3. 該設備服務是否不可避免地被用來侵權：the pirate bay 被用戶用來侵權不僅是必然上之結果，更

是網站經營者之主要目的。例如：The pirate bay 名稱即揭示其侵權目的、由反對著作權保護之團體

所創立、創立者於另案之訴訟中表明 The pirate bay 旨在提供用戶非法分享下載影片、面對眾多侵

權判決及封網禁制令之裁定，經營者仍放任網站上之侵權活動，並更改網站之伺服器以躲避查緝；

4. 授權人得以左右設備用途的控制能力及程度：經營者既已移除垃圾內容、兒童色情、惡意程式、

標題與內容不相符等 BT 種子，卻容任含有侵權內容之 BT 種子繼續在系統上流通，其移除政策中

亦未見關於著作財產權人之權利保護的內容；5. 授權人是否已採取防止侵害之相關措施：經營者

未採取任何終止、防止侵權之措施，對於眾多侵權判決及封網禁制令之裁定，皆採不理會態度，甚

至為了確保用戶得以不受限制的取得 BT 種子檔，The Pirate Bay 將系統預設之傳輸技術更改為磁

力鏈接技術，讓封鎖以 torrent. files 為檔名的防範措施失去效用。See Dramatico Entertainment Ltd. v. 

British Sky Broadcasting Ltd, [2012] EWHC 268, at ¶¶ 75-81 (Ch).  
322 EMI Records Ltd & Ors v. Briish Broadcasting Ltd & Ors [2013] EWHC 379 , at ¶¶ 65- 9 (C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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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要求採取者乃通知暨壓制機制（notice and stay-down），要求 P2P 網站於收到侵

權通知後，除應立即移除被控侵權之內容外，尚應防止被控侵權之內容日後的再度

侵權，此一課與網路服務提供者採取預防性措施義務的司法趨勢，亦反映在 2019

年 6 月生效的歐盟數位著作權指令第 17 條第 4 項第 c 款之制定323。 

 學者 Christina 發現，關於「授權」侵權之判斷，英國法院引進五情狀判斷法，

實已變更 Templeman 法官在 Amstrad 案所建立的「控制力」標準，相較於國內高

等法院之見解，英國下級法院反而更青睞澳洲法院之見解，究其理由，實因英國著

作權法及既有的判例法並無法因應新技術的發展，網路服務提供者透過迴避知悉、

控制用戶活動的技術設計，以規避授權責任之論處，為能夠將蓄意提供用戶設備及

服務以助長其侵權活動之網路服務提供者，以授權責任相繩324，英國法院不僅引入

五情狀判斷法，並將終止侵權義務擴張至防止義務，並將「有效性」納入考量，雖

大幅提高向網路服務提供者問責之可能，但實施成本及監控效果所帶來的營業自

由權及資訊流通權的侵害，亦應納入考量，否則令網路服務提供者履行不符比例原

則之義務，造成箝制資訊流通之後果，反而有違保護著作權之初衷。                                                                                                                                                                                                                                                                                                                                                                                                                                                                                                                                                                                                                                                                                                                                                                                                                                                                                                                                                                                                                                                                                                                             

2.  共同侵權責任（joint tortfeasance） 

 共同侵權為英國侵權行為法中令複數人就同一侵權行為造成的單一損害共同

負責之責任類型，其主要態樣包括違反共同的責任、透過身分關係、參與關係涉入

侵權行為三種，而與網路服務提供者之間接責任相關聯者係透過「參與關係

（participation link）」涉入侵權行為此一態樣。然而，「參與關係」必須達到將他人

的侵權行為作為自己所為之涉入程度，英國判例法中已指出「授權（authorisation）」、

「誘引（procurement）」、「共謀（combination）」為以過咎（fault）為基礎的參與，

足以構成共同侵權責任所要求的參與關係325。近期最高法院更進一步承認「幫助

（assistance）或促進（facilitation）」亦符合參與關係326，至於參與關係之範圍，學

界仍有爭議327。而就「授權」參與，一般咸認應與英國著作權法第 16 條第 2 項「授

權侵權」的授權概念為同一理解328，因此，以下僅就「誘引」、「共謀」之參與關係

為討論。 

 就「誘引」之參與關係，意指惹起犯意（incite）、教唆（induce）、說服（persuade）

                                                      
323 詳細介紹，參本文「第四章、第二節、第二項、第四款、2019 年數位著作權指令第 17 條」之內

容。 
324 ANGELOPOULOS, supra note 269, at 159-60.  
325 H. Carty, Joint Tortfeasance And Assistance Liability, 19 LEGAL STUD. 489, 491 (1999).  
326 ANGELOPOULOS, supra note 269, at 163.  
327 學者 McBride 和 Bagshaw 主張「核准(ratification)」為第五種參與關係之型態。See N McBride & 

R Bagshaw, TORT LAW 645 (UK: Person, 2012).；學者 Sales 則主張僅有「誘引」和「幫助」符合參

與關係。See P Sales, The Tort Of Conspiracy And Civil Secondary Liability, 49 CAMBRIDGE L. J. 491, 503 

(1990).；學者 Griffiths 則主張僅有「誘引」和「共謀(common design)」符合參與關係。See J Griffiths 

et al., United Kingdom in INTERNATIONAL COPYRIGHT LAW AND PRACTICE § 8[1][c][i][A] (P 

Geller & M Nimmer ed., LexisNexis Matthew Bender 2013). 
328 Richard Arnold & Paul S Davies, supra note 311, at 461.; ANGELOPOULOS, supra note 269, at 16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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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行為329，極端個案中，誘引者實質控制被誘引者之行為，在整體侵權行為中扮演

著主要推動力，而被誘引者之行為實施僅為工具屬性、誘引者之手腳延伸，此時，

誘引者當構成誘引之參與關係。在附有能夠讓消費者實施專利侵權行為之教示的

鋅粉銷售個案中，法官認為，雖然銷售人能夠預見或知悉消費者購買其鋅粉並作侵

權用途，但其未以侵權用途招攬消費者購買，遂不該當誘引之參與關係。在另一專

利案件中，Swinfen 法官認為，即便系爭產品之大部分用途皆屬他人已受專利保護

之實施方法，但此並非系爭產品之全部用途，其仍可能在其他非侵權用途上彰顯其

效用。Buckley 法官更進一步強調，即便被告所販賣的商品僅有侵權用途，被告亦

不構成「誘引」，僅是促進（facilitate）侵權，Aldous 法官並認為，客觀上僅促進侵

權之被告，並不構成共同侵權責任。綜上，「誘引」之參與關係，僅有當教唆者之

誘引、惹起犯意及說服行為影響侵權人侵權與否之行為決策，教唆者始構成共同侵

權責任，至於該影響是否需達到令侵權人產生原無之犯意，在所不問。此外，教唆

者主觀上需以鼓勵他人為侵權之意圖為教唆，並針對侵權人之「個人」要求其實施

「特定」侵權，單純徵詢或是呼籲皆不屬之。 

 就「共謀」之參與關係，係指多人出於「共同行為決意」就整體行為流程具有

犯意聯絡，多人分擔實施或由一人單獨實施所產生之一侵權行為及損害結果330，此

一共同行為決意之連結，令非屬侵權實施者與侵權實施者一同就系爭行為與損害

同負共同侵權責任。此所要求的共同行為決意，明示、默示皆可，而決意內容不以

侵權犯意為必要，只要共同謀議確保特定行為之實施，且結果證明為侵權者，亦屬

之，共謀者主觀上是否知悉或相信其決意所為者為侵權者則非考量。在 Amstrad 案

中，Templeman 法官提出「控制力」標準，以販賣卡式錄音機之製造商得否於售出

後，喪失對於消費者如何使用錄音機之控制力為由，排除共同侵權之可能，因此，

不能以兼具有非法及實質合法用途之設備銷售行為，推論出直接侵權人與銷售者

之間的共同行為決意。然而，「共謀」與「誘引」間之關係為何？其與「授權」之

關係又係為何？Mustill 法官認為，誘引行為可能會產生共謀，Arnold 法官則認為，

「授權」之滿足，可以得出網站經營者教唆、惹起犯意或說服其用戶侵害著作權，

且經營者與用戶基於侵權之共同行為決意而行動的結論331。然而，本文認為仍有必

要就不同之參與關係為區別，其字義本身本分別具不同內涵，否則英國判例法即無

必要就不同之參與關係為闡述及分類。就客觀行為之涉入程度而言，「誘引」為鼓

勵、說服，「共謀」為整體行為計畫之參與，「授權」為命令、允許，自「誘引」至

「授權」的光譜兩端，標誌著直接侵權者之決策空間由大至小。雖理論上為概念上

的區分為可行，但實際上於個案操作卻難以截然劃分332，更常見的情形是，個案中

的單一事實中同時構成具有說服、命令要素的「誘引」及「授權」333。基此，學者

                                                      
329 H. Carty, supra note 325, at 492.  
330 The Koursk [1924] P 120, at 155 (22 Feb. 1924).  
331 EMI Records Ltd & Ors v British Sky Broadcasting Ltd & Ors [2013] EWHC 379, at ¶ 74 (Ch) (28 

February 2013).  
332 P Sales, supra note 327, at 507.  
333 H. Carty, supra note 325, at 49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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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avies 認為，既然在個案中明確區分各類型的參與關係為不可行，判斷重點建議著

重在被告的行為是否對侵權的實施具有「實質影響力」，並額外要求被告需明確知

悉或至少達到「蓄意視而不見」的主觀門檻，即可將該非實施侵權人論以共同侵權

責任334，而該主觀面的要件與電子商務指令第 14 條之知悉要件正好相吻合。 

 就「幫助或促進」，一般咸認為提供直接侵權人協助或是促進其實施侵權行為，

並不構成共同侵權責任335。相較於刑法上將幫助犯行之行為論以幫助（aidding）和

教唆（abetting）犯，民法上未將幫助行為論以民事責任，係為避免將涉及客觀上幫

助的眾多合法行為論以責任，學者 McBride & R Bagshaw 甚至認為，此乃為維護法

安定性及公益所必要付出的代價336。然而，最高法院於 2015 年的 Sea Shepherd v. 

Fish & Fish 案，已有將「幫助或促進」納入共同侵權的參與關係中的趨勢，法官

Hamblen 認為，共同侵權之成立，需要行為人參與實施或分擔實施侵權行為，因此，

共同侵權行為至少是對於侵權行為實施具有促進效果者。法官 Sumption 提出共同

侵權之三個要件：2. 基於與他人的共同行為決意（common design）；1. 幫助他人

實施侵權行為；3.且該幫助行為具侵權性質337。就第一個要件而言，確認了間接侵

權責任係從屬於（parasitic upon）直接侵權責任的性質，就第二個要件而言，透過

引入「共同行為決意（common design）」，不僅反映了過往英國判例之見解：單純

提供幫助的行為並不構成任何民事責任，亦明確承認「幫助」行為之有責性，並透

過主觀要素之限制，控制共同侵權責任之範圍，避免過度擴張。相較於以「授權」、

「誘引」、「共謀」為基礎之共同侵權責任，「幫助」類型之共同侵權責任多出了主

觀要素，法官 Sumption 認為，如行為後續發展成為侵權行為，因「授權」、「誘引」

及「共謀」行為本身已包含共同的侵權意圖，而「幫助」行為可能包含，亦可能不

包含此一侵權意圖，故額外要求其主觀要件予以特定338，並提及美國法上的

Grokster III 案中承認誘引侵權理論之見解，認為「意圖（intent）」係侵權行為法中

限縮保護他人權利的義務範圍之機制，易言之，如一律將幫助行為論以民事責任，

將箝制他人從事合法活動之自由，尤其在經濟活動中更是如此，遂以客觀上行為之

合作，及主觀上共同的意圖為問責之門檻，並以幫助人之「意圖」作為區分出於共

                                                      
334 P S Davies, ACCESSORY LIABILITY 24, 39 (Oxford: Hart Publishing, 2015).  
335 學者 Carty 認為，共同侵權責任之制裁對象不包括促進侵權發生之人；學者 McBride 和 Bagshaw

認為，沒必要將協助他人實施侵權之人課與間接侵權責任；學者 Winfield 和 Jolowicz 認為，侵權行

為法中並不存在與刑法中幫助和教唆(aidding and abetting)直接相對應的責任類型，亦無故意幫助之

責任類型。在英國判例法中，法官 Aldous 強調，單純僅提供他人實施侵權上的幫助，並不能論以

共同侵權人；法官 Stuart-Smith 認為，除非是出於共同犯意的實現而提供之幫助，否則就侵權之實

施提供幫助，尚不足以構成共同侵權；法官 Hobhouse 認為，雖然幫助他人實施犯行，構成刑法上

的幫助或教唆犯，但並不構成民法上的任何責任，亦不足將幫助人論以共同侵權責任。法官

Templeman 在 Amstrad 案中並明確區分「幫助」和「授權、誘引、共謀」此兩者不同之法律評價；

Lawton 法官認為，於知情侵權下，故意提供他人侵權上的幫助，並不足以將提供者論以侵權人，

亦不足以將之與直接侵權者同論以具相同責任之共同侵權人。See N McBride & R Bagshaw, TORT 

LAW 862 (UK: Pearson, 2012).; H Carty, supra note 325, at 501.; W V Rogers, WINFIELD AND JOLOWICZ 

ON TORT 993 (18th ed., Sweet & Maxwell 2010).; ANGELOPOULOS, supra note 269, at 167-8.  
336 N McBride & R Bagshaw, supra note 327, at 864.  
337 Fish & Fish Ltd v. Sea Shepherd UK & Anor [2012] EWHC 1717, at ¶ 37 (25 Jun. 2012). 
338 Sea Shepherd UK v. Fish & Fish Ltd [2015] UKSC 10, at ¶ 41 (4 Mar. 2015). 



‧
國

立
政 治

大

學
‧

N
a

t io
na l  Chengch i  U

niv

ers
i t

y

DOI:10.6814/NCCU202001391

80 

同目的之聯合行動、出於相似目的之獨立行動，以及前兩者與單純僅知悉他人行為

後果之間的差異339。就第三個要件而言，並非所有對於他人的侵權行為有貢獻效果

之行為皆符合共同侵權責任所要求的幫助行為，具有侵權性質之幫助行為需為實

質幫助，且非法律不論之瑣碎事務（de minimis non curat lex），只要幫助人的幫助

行為超出法律不論之最低門檻，即該當之，即便與直接侵權人之行為相較，系爭幫

助行為所產生的貢獻效果或影響力十分微量，或是僅為間接性幫助，原告所受之損

害係幫助行為之衍生性結果，甚或是幫助行為與侵權行為之間不存在條件因果關

係，幫助人皆不得據此為理由來逃避民事責任。如系爭幫助行為對於整體侵權行為

實施來說為較不重要的貢獻，則適當的方式係交由法院來決定被告（幫助人）與直

接侵權人間之貢獻程度，分配兩者間的責任份額340，而非直接免除被告之民事責任。

因此，就幫助類型的參與關係，法院已承認「基於共同行為決意所為之幫助」亦構

成共同侵權責任之類型之一。 

 在網路服務提供者之脈絡下，eBay 案指出，即便電商平台提供用戶將侵害他

人商標權之商品自歐盟經濟區以外之國家銷入英國，電商平台本身的中立性

（neutrality）及非歧視性（impartiality），亦即其經營政策和系統本身並無偏好、袒

護侵權商品，顯示出平台並無促進用戶侵權之意圖，因此，即便平台知悉用戶之侵

權事實而仍提供電商服務，並具有獲利意圖，仍不足以論以共同侵權責任。歐盟法

院在 Football Dataco v. Sportradar 案中認為，將關於英國足球聯盟比賽的資料傳輸

至以英國群眾為主要消費者之公司，已顯示出行為人針對英國為侵權之意圖341，由

此可知，行為人之意圖，亦能自其客觀行為之針對性推論之。在 EMI v. Sky 案中，

系爭 P2P 檔案交換軟體多被用戶用來違法交換未授權之檔案，法院雖僅以自授權

行為可推論出網站教唆、誘引或說服其用戶實施侵權行為之結論，有論者則以網站

拒絕將已知侵權之特定內容取下之行為，認定該行為已顯示出網站經營者支持侵

權之意圖342。 

第三款 本文評析 

一 直接侵權責任 

 Svensson 案雖確立了一項見解：如超連結所指向的著作來源為合法，且所有網

路使用者皆得以觸及該目的網站上之著作，則著作權人當初授權於目的網站張貼

著作時，所有網站之使用者皆為其默示授權之接收對象。然而，此一見解忽略了著

作權法的基本原則—屬地主義，唯有提供超連結行為「指向」特定地區或公眾，該

行為始受該地區之管轄權與法律的拘束，並非任何於網路上提供超連結之行為，皆

                                                      
339 Sea Shepherd UK v. Fish & Fish Ltd [2015] UKSC 10, at ¶¶ 43-4 (4 Mar. 2015). 
340 Sea Shepherd UK v. Fish & Fish Ltd [2015] UKSC 10, at ¶ 57 (4 Mar. 2015). 
341 Case C-173/11, Football Dataco Ltd and Others v Sportradar GmbH and Sportradar AG, at ¶¶ 39-42 

(Oct. 18, 2012)[hereinafter Football Dataco].  
342 ANGELOPOULOS, supra note 269, at 17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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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各國著作權法之規制343。尤其，在無國界區分的網際網路世界中，「指向」因素

更是在歐盟法體系下，以地域觀點分配行為所涉著作權責任的判斷指標。歐盟法院

雖未於 Svensson 案探討此「指向」因素，但因古騰堡郵報（Göteborgs-Posten）與

被告張貼超連結之網站皆為瑞典網站，即便未判斷指向因素，亦不影響結論。此外，

即便於 Svensson 案中，原告有明確授權古騰堡郵報刊登文章，但法院於探求原告

當初授權為刊登時所慮及的公眾範圍時，並未審視原告之授權合約條款所揭示的

授權對象，而是從其授權行為所產生的實際行為效果為觀察344。申言之，經授權且

未設有技術限制的著作張貼，因所有網路使用者實際上皆得接觸該著作，因而認定

著作權人當初授權範圍及於所有網路使用者。上開考量可能一方面係基於限制超

連結對於網路運作可能的衝擊，另一方面考量歐盟基本人權憲章所規範的言論自

由等規範，所作出的權衡判斷。 

 自 GS Media 案之後，法院引入主觀知悉與獲利目的此兩補充性判斷因子，此

作法看似毫無法理上依據，然而，本文認為，此作法乃是為了權衡權利人與使用者

間利益。比較 Svensson 案及 GS Media 案，兩案之主要差異在於，超連結所指向的

著作來源的適法性。自法院論理而觀345，本文認為，法院最初的立場為，唯有超連

結所指向的著作來源經授權，則該提供超連結之行為始屬於著作權法之規範主體，

如著作來源不合法，則不存在權利人授權當時所慮及的公眾，比較基準不存在，即

毋庸再審查新技術及新公眾之因子，當不屬於著作權法規制的範圍，然而，慮及權

利人的權利、網路使用者之言論自由及超連結對於網路運作的重要性，法院藉由引

進主觀知悉、獲利目的等因子，來輔助判斷因不存在公眾之比較基準而未能判斷之

向公眾要件。而主觀知悉推定的成立，僅是一種民事案件中關於行為人主觀認識的

舉證責任分配標準，行為人仍得提出反證推翻之，從舉證責任分配之性質觀察，亦

確認其本質為權衡多方利益的機制。 

 此外，最近一則關於向公眾傳達權之判決：Renckhoff 案，學生將未設有造訪

限制的旅遊入口網站上的一張照片下載，使用於其學校報告中，該報告嗣後上傳於

學校網站上，該照片的著作權人遂起訴主張學校的上傳行為乃是未經權利人授權，

將著作向新公眾傳達之行為。判決指出，雖照片已可自旅遊入口網站中自由瀏覽，

但著作權人當初授權公開之對象僅限於潛在瀏覽該入口網站之人，而未及於其他

網路使用者，被告將系爭照片上傳於學校網站，實質上係將得接觸著作內容之公眾

範圍自潛在造訪該旅遊入口網站之人，擴及於潛在造訪該學校網站之人，故系爭行

為之效果及於「新公眾」，屬於受著作權法規制的向公眾傳達行為。 

 上開見解似與 Svensson 案相牴觸，然而，本文認為歐盟法院仍遵循其一貫之

法律見解並正確適用。觀察歷年歐盟法院判決，向公眾傳達權之判斷圍繞著一個核

心問題：如著作之初次公開有經著作權人授權，則著作權人當初授權時所慮及之公

開對象範圍為何？本文認為，當著作權人得以知悉後續傳達行為之行為性質，即可

                                                      
343 Warner Music & Ors v. TuneIn Inc., supra note 279, at ¶ 57.  
344 Warner Music & Ors v. TuneIn Inc., supra note 279, at ¶ 107. 
345 Case C-160/15, GS Media, at ¶¶ 42-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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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斷其已慮及後續傳達行為所得傳達之公眾範圍。申言之，傳達行為之性質關係著

著作利用之型態，亦牽繫著著作利用市場之利益分配，唯有著作權人得預見之市場

利益變動之著作利用行為，始符合著作權法之規範，相反地，於著作權人得預見範

圍之外的著作利用行為，皆屬於著作權人之排他權範圍內，皆須事前經著作權人之

授權或同意，本於此理念，法院遂發展出「新技術」、「新公眾」等補充判斷因子。

細繹 Svensson 及 Renckhoff 案間的差別可知，Svensson 案所涉及者為張貼可指向

該原始文章之超連結；Renckhoff 所涉及者為重新張貼著作內容，兩案之著作權人

雖皆授權著作張貼於特定網站中而供所有網路使用者皆得接觸，惟，著作權人當初

授權時僅考慮潛在公眾以「點選超連結」之方式接觸其著作，而未預見潛在公眾「在

其他網站中直接感知」其著作內容346。因此，Svensson 案中提供超連結之行為未創

造新公眾，然而，Renckhoff 案中重新於第三方網站中張貼著作內容本身之行為創

造出著作權人所未慮及之新公眾。惟另須注意的是，提供視框連結的行為同樣會產

生公眾「在其他網站中直接感知」著作內容之效果，但因著作內容本身所鑲嵌的廣

告並不會因視框連結而被改變，著作權人自著作利用市場中所應獲得之市場利益

未被變動，並不存在應判斷為侵權的經濟上理由，故歐盟法院在 BestWater 案中即

確認，即便視框連結將造成網路使用者認為著作乃位於提供超連結網站本身的錯

誤認知，仍不能因超連結之形式不同而有不同的法律評價。 

 研析歐盟法院關於向公眾傳達權的所有判決，可以發現歐盟法院針對向公眾

傳達權之三個立場，包括：一，採取權利最大保護的解釋原則；二，調和各國規範，

以確立向公眾傳達權之一致審查架構；三，考量權利人之市場利益，以達成資訊社

會指令之兩大規範目標：提供著作權人高程度的權利保護機制及促進內部著作市

場之統合347。 

 首先，就「採取權利最大保護的解釋原則」，為因應科技發展所產生的新型態

著作利用，並同時提供權利人最大程度的保護，法院不斷擴張解釋「傳達行為」要

件之範圍。舉例來說，就非網路時代的線性傳輸型態，法院要求須有傳輸或再傳輸

行為348，在網路時代的互動式隨選型態，法院放寬認定標準，只要系爭技術得以提

供公眾得以接觸著作之機會即足349，就干預此一補充判斷因子，如使用有別於先前

傳達所使用技術之「其他特定技術」，則毋庸再審查干預因子，如使用相同技術，

就干預因子之判斷，法院亦已明確放寬「干預」因子的客觀性要求，從原本邏輯上

的不可或缺程度，下降至實行面上的不可或缺程度350。就提供超連結之個案上，法

院一開始僅以「足以向公眾提供」為由，將超連結納入傳達行為中351，之後為將販

賣內載超連結之播放器的行為納入傳達行為中，法院復審查干預因子，將促進使用

                                                      
346 Warner Music & Ors v. TuneIn Inc., supra note 279, at ¶ 101.   
347 Justin Koo, THE RIGHT OF COMMUNICATION TO THE PUBLIC IN EU COPYRIGHT LAW 65 (Oxford: Hart 

Publishing, 2019).  
348 Case C-265/16, VCAST.  
349 Case C-610/15, Ziggo.  
350 Case C-610/15, Ziggo., at ¶ 26.; Case C-527/15, Filmspieler , at ¶ 41. 
351 Case C-466/12, Svensson.; Case C-348/13, BestWater.; Case C-160/15, GS Medi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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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侵權的行為亦納入傳達行為之範圍352。 

 次之，就「調和各國規範」，因資訊社會指令中第 3 條第 1 項並未針對向公眾

傳達權之要件、內涵予以定義，歐盟法院為統合各國就向公眾傳達權之法律規範與

見解，嘗試就向公眾傳達權之認定引入相關判斷因子，如：干預、新公眾、主觀知

悉、獲利目的等，然而，此一作法亦招致若干批評，包括歐盟法院採取司法積極主

義的做法，已溢脫指令文字，逾越司法機關之職責而將本屬於各國裁量立法的間接

侵權責任，導引至須受指令規範的直接侵權責任353，形成未經各會員國討論的黑箱

式調和規範354。然而，藉由創設新的補充判斷因子與要件，歐盟法院得以在現有規

範內納入認事用法上的彈性空間，以便在個案上做出符合歐盟政策需求之結論355。 

 最後，就「考量權利人之市場利益」，自法院創設「新技術」、「新公眾」及「以

獲利目的推定主觀知悉」標準來觀察，雖上開因子皆為協助判斷後續的傳達行為所

及之公眾是否溢脫於權利人當初授權利用時所預設的公眾範圍，但因主觀想法難

以探尋，且拘泥於實質的授權條款亦難以切合網路的運作實務，法院遂從權利人控

制其著作利用型態的角度、避免第三方藉由非法利用著作而獲利的角度，創設出上

開三項判斷因子。此外，以權利人市場利益的確保為侵權判斷之背後依據，一方面，

不僅能夠讓侵權判斷能夠及時因應新科技的發展，亦能調和各會員國之規範適用，

消弭因規範適用差異所產生交易成本，增進著作利用市場的效率，另一方面，亦能

夠確保著作權人持續創作之誘因，以達到資訊社會指令第 23 段及第 27 段前言所

揭示的有利權利人（pro-right holder）與有利內部市場運作（pro-internal market）的

規範要旨。   

二 間接侵權責任 

 綜觀德國及英國關於間接侵權責任之法制發展，可以歸納出三項共通點。 

 首先，網路服務提供者提供服務供第三人侵害他人著作權，關於該網路服務提

供者的間接責任論斷，德、英兩國皆回歸到侵權責任法（tort law）中的相關原理原

則，以作為責任論斷之法源基礎。著作權侵害係侵權行為態樣之一，且因各國著作

權法尚欠缺關於網路服務提供者侵權責任之相關理論，各國法院遂回歸到侵權行

為法制尋繹責任認定之理論基礎。而歐盟各國歧異性的侵權行為法規範，即導致各

國針對服務提供者侵害著作權的間接責任規範呈現歧異現象。舉例言之，德國著作

權法第 97 條即係法院實務將民法第 1004 條妨害人責任適用於著作權法制中後，

加以明文化之結果。 

                                                      
352 Case C-527/15, Filmspieler .  
353 A Ohly, The Broad Concept Of “Communication To The Public” In Recent CJEU Judgements And The 

Liability Of Intermediaries: Primary, Secondary Or Unitary Liability, 13 JIPLP 664, 670 (2018).; Jane 

Ginsburg, The Court of Justice of the European Union Creates an EU Law of Liability for Facilitation of 

Copyright Infringement: Observations on Brein v. Filmspieler  [C-527/15] (2017) and Brein v. Ziggo [C-

610/15] (2017), COLUMBIA LAW AND ECONOMICS WORKING PAPER NO 572, 2-4, available 

at https://ssrn.com/abstract=3024302. (last visited on Aug. 15, 2020).  
354 Irini A Stamatoudi, NEW DEVELOPMENT IN EU AND INTERNATIONAL COPYRIGHT LAW 436-37, 439-41 

(Netherlands : Kluwer Law International, 2016).  
355 T Rendas, Copyright, Technology And The CJEU: An Empirical Study, 49 IIC 153, 158 (2018).  

https://ssrn.com/abstract=30243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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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二，德國、英國實務皆聚焦在網路服務提供者的主觀要件之解釋，試圖將服

務提供者納入間接責任的責任體系中。德國法下，雖然妨害人責任並不問網路服務

提供者的主觀故意、過失，但共同侵權責任即要求行為人的故意造意及故意幫助。

然而，大多數的網路服務提供者並未基於故意造意及故意幫助他人侵權而提供服

務，且主觀上的故意亦難以探知，為將服務提供者亦能納入間接責任體系內，德國

下級法院有認為重大且持續地違反其審查侵權權通知之義務時，持續忽視侵權活

動之特定侵權通知，並未能採取防止侵權之舉措，即構成幫助故意。 

 英國法下的共同侵權責任，英國實務受到美國最高法院 Grokster III 案的影響，

認為不能以兼具有非法及實質合法用途之設備銷售行為，推論出直接侵權人與銷

售者之間的共同行為決意。此外，在「幫助及促進」類型的共同侵權責任中，英國

法院基於美國法上的 Grokster III 案中認為「意圖（intent）」係侵權行為法中限縮保

護他人權利的義務範圍之機制的見解，在「幫助及促進」類型的共同侵權責任中增

加「共同行為決意（common design）」的主觀要件，避免將幫助行為一律論以民事

責任，進而箝制他人從事合法商業活動之自由的結果，透過主觀要素之增加，控制

共同侵權責任之範圍，避免過度擴張。 

 最後，德國、英國皆朝向「通知暨壓制程序」之方向發展服務提供者之責任。

德國法下，於服務提供者之提供行為對他人著作權造成特別危險，且服務提供者於

可期待的範圍內，有採取必要、適當防範措施的可能性，卻仍不採取防範措施，任

由侵害事件發生時，其行為即具有違法性，而應按著作權法第 97 條負擔妨害者責

任。英國法下，服務提供者是否構成「授權」侵權責任之判斷，法院引入五情狀判

斷法：被控授權人與主要侵權人間之關係的性質、授權人所提供的設備服務是否具

有侵權用途、該設備服務是否不可避免地被用來侵權、授權人得以左右設備用途的

控制能力及程度、授權人是否已採取防止侵害之相關措施。其中，如服務提供者所

採用之防範措施未能有效終止及防止侵權，法院即認為相當於未採取措施，進而不

利於朝向未構成侵權之判斷，故形同要求服務提供者需採取防止被控侵權之內容

日後再度侵權的措施。 

第三節 美國法 

第一項 美國著作權法第 106 條 

 美國著作權法第 106 條第 4 項授予著作權人「於文學、音樂、戲劇、舞蹈著

作、默劇、電影及其他視聽著作之情形，公開表演其有著作權之著作356」之權利。

同條第 5 項授予著作權人「於文學、音樂、戲劇、舞蹈著作、默劇、及圖畫、圖形

或雕塑著作、包括電影或其他視聽著作之個別影像之情形，公開展示其有著作權之

                                                      
356 17 U.S.C. §106(4):” in the case of literary, musical, dramatic, and choreographic works, pantomimes, 

and motion pictures and other audiovisual works, to perform the copyrighted work publicl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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著作357」之權利。 

 其一，著作之「表演」指的是「直接或藉任何裝置或方法，將著作之內容朗誦、

發表、演奏、舞蹈，或演出（act）；或於電影或其他視聽著作之情形，以任何順序

（sequence）放映其影像或使伴隨聲音。358」此處指的任何裝置或方法，包括目前

已知或以後所發展的裝置與方法359。 

 其二，著作之「展示」指的是「直接或藉由軟片、幻燈片、電視影像，或其他

任何裝置或方法展出著作重製物；若涉及電影或其他視聽著作，則指各別非連續性

播放（show） 影像。」 

 其三，公開表演的「公開」則指「(1)於對公眾開放之地點，或任何其他通常家

庭關係及社交關係以外之多數人所聚集之場所表演或展示（又稱為「公共場合條

款」），或，(2)將著作之表演或展示，藉任何裝置或方法，傳輸（transmit）或傳達

（communicate）至向公眾開放之場所或公眾，供公眾得以於同地或異地，同時或

異時接收著作內容（又稱為「傳輸條款（the Transmit Clause）」）。360」此處所指的

傳輸專指藉任何裝置或方法，將表演或展示傳達至播送地以外之場所361。因此，無

論是公開表演或公開展示，皆包括具備距離要素（to the public），與不具備距離要

素（in public）之非實體著作利用型態，相較於伯恩公約的公開表演與公開展示，

美國著作權法的公開表演與公開展示的權利範圍更加寬廣。 

 散布權本質上屬於將著作內容「具體化」後的重製物，使之對外流通市場之權

利362，有別於重製權，著作權人不需要證明著作實際上被重製之事實，僅需證明受

著作權保護之著作之重製物被散布之事實即可363。著作權法第 106 條第 3 項規定

的散布權係指，「以其他移轉所有權之方式…對公眾散布其有著作權之著作之重製

物…」364、「重製物為…著作所附著之實體物」365，法條似要求行為人須將「經重

                                                      
357 17 U.S.C. §106(5):” in the case of literary, musical, dramatic, and choreographic works, pantomimes, 

and pictorial, graphic, or sculptural works, including the individual images of a motion picture or other 

audiovisual work, to display the copyrighted work publicly. “ 
358 17 U.S.C. §101:” To “perform” a work means to recite, render, play, dance, or act it, either directly or 

by means of any device or process or, in the case of a motion picture or other audiovisual work, to show its 

images in any sequence or to make the sounds accompanying it audible.” 
359 17 U.S.C. §101:” A “device”, “machine”, or “process” is one now known or later developed.”  
360 17 U.S.C. §101:” To perform or display a work “publicly” means— 

(1) to perform or display it at a place open to the public or at any place where a substantial number of 

persons outside of a normal circle of a family and its social acquaintances is gathered; or 

(2) to transmit or otherwise communicate a performance or display of the work to a place specified by 

clause (1) or to the public, by means of any device or process, whether the members of the public capable 

of receiving the performance or display receive it in the same place or in separate places and at the same 

time or at different times.”  
361 17 U.S.C. §101:” To “transmit” a performance or display is to communicate it by any device or process 

whereby images or sounds are received beyond the place from which they are sent.”  
362 沈宗倫，同前註 8，頁 43-44。 
363 JULIE E. COHEN, LYDIA PALLAS LOREN, RUTH L. OKEDIJI & MAUREEN A. O’ROURKE, COPYRIGHT IN A 

GLOBAL INFORMATION ECONOMY 346 (New York: Wolters Kluwer, 2015).  
364 17 U.S.C. §10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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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65 17 U.S.C. §101:“ “Copies” are material objects, other than phonorecords, in which a work is fixed 

by any method now known or later developed, and from which the work can be perceived, reproduced, or 

otherwise communicated, either directly or with the aid of amachine or device. The term “copies” includ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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製後」的「實體物」，以「實際交付」的方式對外散布，始足當之。然而，在數位

時代下著作之網路傳輸是否符合美國著作權法第 106 條第 3 項之「散布」定義，誠

有疑義。 

 最高法院已將傳統主從式架構下的數位傳輸認定符合「散布」定義，雖學說上

尚有爭議366，法條亦未針對散布為定義，但法院咸認為過度技術性的認定，將導致

散布權僅能規範到傳統有體重製物的散布，而無法因應數位傳輸的著作利用，反而

失其立法目的，因此，於數位傳輸中，散布權實同時包含重製行為及傳送行為。 

 另一有疑問者乃，拉播技術（pull technology，或稱互動式傳輸）中應如何認

定散布發生的時點？申言之，傳統的推播技術中，傳送端傳輸著作後（主動將著作

推送出去），即為完成散布行為，於拉播技術中，傳送端僅單純地將重製物置於公

眾可接觸的狀態，尚需待接收端主動下達接收指令後，重製物始會傳輸至接收端，

傳統意義的散布行為分別由傳輸端與接收端分工完成，遂生散布發生的時點應以

置於公眾可接觸的狀態，或是應以重製物實際傳輸至接收端的時點為準的爭議。此

一問題之解答應先討論「散布行為是否需有實際的著作傳輸行為？」此一命題。如

僅將重製物置於公眾得接觸的狀態是否仍屬於散布行為？「美國著作權法的散布

權是否包含 WCT 第 8 條所規範的向公眾提供權」之爭議油然而生，此議題於 P2P

軟體用戶僅單純將重製物置於分享資料夾中的事實，尤為重要，亦涉及本文是否需

針對散布權另為討論367。 

 部分法院認為，將重製物置於檔案分享系統中，讓重製物得以被公眾接觸、取

得的行為，不須實際的散布行為即符合著作權法的「散布」定義368，然而，亦有法

院持相反見解。第九巡迴法院於 Perfect 10, Inc. v. Amazon.com, Inc.認為，散布權需

以實際的散布行為為必要，再者，Napster 案中的 P2P 用戶的電腦硬碟中實際存有

                                                      
the material object, other than a phonorecord, in which the work is first fixed.”  
366  散布權為著作權人就實體重製物的流通所具有的排他性控制權，即便法院已認為重製物(copy)

不限於有體物（如著作本身乃以程式碼的形式儲存於電腦記憶體中，亦屬於重製物 See MAI Systems, 

Corp. v. Peak Computer, Inc., 991 F.2d 511 (9th Cir. 1993).；自資料庫下載儲存其中的報紙文章，該報

紙文章的電子檔亦屬於重製物 see N.Y. Times Co. v. Tasini, 121 S.Ct 2381 (2001)），散布權的範圍亦

應僅止於「該」重製物的對外流通。數位傳輸過程中，就技術面觀察，接收端電腦所接收的檔案並

非傳輸端電腦記憶體中所儲存之「該」重製物，而是接收端電腦另行複製的「新」重製物，並不符

合美國著作權法關於散布之定義。See RAYMOND T. NIMMER, LAW AND COMPUTER TECHNOLOGY, §15:6, 

at 7. 
367 本文之討論標的為我國著作權法第 3 條第 1 項第 10 款之公開傳輸權，誠如本文第二章第一節

之分析，我國之公開傳輸權內涵為 WCT 第 8 條後段之「向公眾提供權」，因此，如美國法的散布

權未包含「向公眾提供權」，美國法的散布權即非本文比較法討論之標的。 
368 第十巡迴法院探求「散布」之字典定義，並以自助加油站為比喻，認為 P2P 業者雖未主動將兒

童色情圖片推送給用戶，但透過免費供用戶取得圖片之管道，並公然地邀約用戶下載、取得圖片之

行為，相當於自助加油站，透過公路旁的指示引導民眾進入加油站消費，雖加油過程皆由消費者自

行為之，但自助加油站之經營者仍會被認為其為分配、傳送、輸送、散布汽油的業者，同理可知，

檔案交換的過程雖皆由用戶自行完成，但 P2P 業者仍會被認為屬於分配、傳送、散布檔案的經營

者，此亦符合字典中關於「散布」之定義，因此，將重製物置於分享資料夾中的行為當屬於散布行

為。See U.S. Shaffer, 472 F.3d 1219 (10th Cir. 2017).、若干嗣經最高法院駁回上訴的案子亦指出，單

純將檔案置於分享資料夾中的行為屬於散布行為。See U.S. v. Sewell, 513 F.3d 820 (8th Cir. 2008), cert. 

denied, 128 S. Ct. 2517 (2008).; U.S. v. Richardson, 713 F.3d 232 (5th Cir. 2013), cert. denied, 134 S. Ct. 

230 (2013).; U.S. v. Chiaradio, 684 F.3d 265 (1st Cir. 2012).; cert. denied, 133 S. Ct. 589 (20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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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製物檔案，而本案中的 Google 圖片搜尋並未持有原尺寸的著作重製物，亦未有

實際傳輸著作內容，基於兩案之事實差異，本院先前於 Napster 案，將重製物置於

分享資料夾中的行為，認定為散布行為的見解（the deemed distribution rule），並不

能適用於本案369。部分法院亦認為，美國著作權法的散布權並未包含「向公眾提供

權」，否則將違反著作權法第 106 條第 3 條關於散布之文義370，即便多數法院否認

或未解答散布權是否包含「向公眾提供權」之爭議，多數法院仍嘗試解釋法條，以

符合目前檔案交換為重製物傳播常態的科技發展現勢。 

 學者 Peter S. Menell 從著作權法的修法歷程觀察，自國會於 1971 年錄音物修

正草案中的文字，可知當時的立法者有意將「向公眾提供權」納入著作權法中以解

決數位盜版錄音物的問題，並擴張出版（publication）之定義，出版權後於 1976 年

更名為散布權，立法者一方面為解決法院發展出的保護性出版（investive publication）

與非保護性出版（divestive publication）區分原則的混淆，另一方面「散布」一詞

能夠包含出版與提供銷售之意涵，因此，散布權之解釋不僅應參酌著作權第 101 條

關於「出版」之定義，散布權規範文字的寬泛（in broad terms），亦可反映立法者

為確保著作權人之權利能夠因應科技進步的發展，在不可預期的技術發展之下仍

能保持權利人就著作經濟利用的控制力與價值的立法意圖371。 

 2016 年美國著作權辦公室出版的報告指出，「向公眾傳達權」之內涵已包括在

美國著作權法第 106 條所規範的各項排他權中，因此，國會於 WCT 與世界智慧財

產權組織表演與錄音物條約（簡稱 WPPT）通過後僅針對科技保護措施另行制定美

國千禧年著作權法，而未針對 1976 年著作權法另行修正。此外，於特定下載的個

案中，即便未有完成傳輸的證據，散布權亦足以將此類型「提供接觸管道（offers 

of access）」的行為認定為散布行為。於網路串流及展示圖片於網路的個案中，特別

是互動式傳輸的類型，「向公眾提供」行為亦分別為公開表演權及公開展示權所規

範372。 

 然而，即便在特定個案中已承認散布權包含向公眾提供行為，且部分個案亦將

散布權之範圍擴張至數位化非實體的著作，然此究非美國實務之穩定見解，且依我

國實務多數見解及立法文字，我國法上散布權之範圍仍侷限在著作原件或其重製

物等有體物之著作內容傳播，尚不包括不具備有體物散布形態之著作內容傳輸373，

因此，在我國法脈絡下，散布權實與公開傳輸權為兩個不同之權利概念，基於比較

法研究之實益而觀，實無必要針對美國法上之散布權為討論。再者，本文所討論之

類型化個案中會觸及散布權者僅有「提供 P2P 軟體」及「提供個人雲端空間」之個

                                                      
369 Perfect 10, Inc. v. Amazon.com, Inc., 508 F.3d 1146, 1162 (9th Cir. 2007).  
370 London-Sire Records, Inc. v. DoE 1, 542 F. Supp. 2d 153 (D. Mass. 2008); Atlantic Recording Corp. v. 

Howell, 554 F. Supp.2d. 976 (D. Ariz. 2008); Capitol Records, Inc. v. Thomas, 579 F. Supp. 2d. 1210 (D. 

Minn. 2008).  
371 Peter S. Menell, In Search Of Copyright’S Lost Ark: Interpreting The Right To Distribute In The Internet 

Age, 59 J. COPYRIGHT SOC’Y U.S.A. 201, 266-67 (2012).  
372 U.S. COPYRIGHT OFFICE, THE MAKING AVAILABLE RIGHT IN THE UNITED STATES: A REPORT OF THE 

REGISTER OF COPYRIGHTS 73-9 (Feb. 23, 2016).  
373 羅明通，同前註 7，頁 658-62；蕭雄淋，同前註 15，頁 1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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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類型，又我國關於公開傳輸權之實務爭議係為服務提供者之責任，接收並利用服

務而為著作內容傳輸之用戶本身的責任並非爭議點，然而散布權之直接侵權者為

接收並利用服務的用戶本身，此非屬本文之討論之列，故本文不特別另針對侵害散

布權之直接責任的審查為討論。 

第二項 類型化案例 

第一款 超連結 

一 搜尋引擎：Perfect 10, Inc. v. Amazon.com, Inc., 508 F.3d 1146 (9th Cir. 2007). 

 Perfect 10 為一色情圖片網站，只提供給付費會員線上觀覽，網站上圖片皆以

會員登入密碼的方式保護。Google 利用爬蟲程式蒐集所有網站上之內容，並以縮

小尺寸、低解析度的格式將網站中的圖片儲存在 Google 伺服器中，當使用者下達

搜尋指令時，Google 資料庫會從其資料庫中搜尋相應圖片，以縮圖方式呈現搜尋

結果，並提供全尺寸之原圖片所在位址的超連結。此外，Google 尚利用快取技術

（cache），將所有網頁內容以 HTML 的格式儲存在 Google 伺服器中，但該網頁內

容為 Google 快取網頁當下之舊頁面，當網頁架設者變更頁面內容，除非 Google 重

新快取網頁，否則 Google 搜尋所呈現之搜尋結果仍會是舊的快取頁面。搜尋結果

之頁面切割成兩部分，上半部為 Google 伺服器內部所儲存的縮圖，並附註相關文

字說明，下半部為 Google 預先快取儲存之網頁。再者，Google 另一項服務—AdSense，

網頁架設者得註冊成為 AdSense 夥伴，並提供給 AdSense 其網頁之 HTML，透過

演算法計算，Google 伺服器會相應地於搜尋結果中推播 AdSense 夥伴之廣告，使

用者透過 AdSense 推播廣告所提供之連結所為之消費，其所生之利潤將部分分享

給 Google。Amazon.com 為一搜尋引擎，其向 Google 購買搜尋引擎服務，使用者

使用 Amazon.com 為搜尋，其所產生的搜尋結果實係以內線連結（in-line linking）

技術將 Google 產生的搜尋結果置放於 Amazon.com 之頁面中，讓使用者產生

Amazon.com 提供搜尋服務錯誤認知374。 

 本案中，因網友將 Perfect 10 專屬會員觀覽的圖片違法地重製於第三方網站，

讓非 Perfect 10 會員之網友得以透過 Google 及 Amazon.com 圖片搜尋服務觀覽到

Perfect 10 圖片，Perfect 10 遂分別於 2001 年 5 月及 2004 年 11 月向 Google 及

Amazon.com 起訴主張搜尋結果呈現的縮圖及超連結構成公開展示權之直接侵害。

2005 年 11 月加州中區聯邦地方法院同時向 Google 及 Amazon.com 核發暫時禁制

令（preliminary injunction），禁止 Google 及 Amazon.com 再提供 Perfect 10 圖片之

縮圖及超連結。因 Google 及 Amazon.com 皆向第九巡迴法院針對禁制令裁決提起

                                                      
374 Perfect 10, Inc. v. Amazon.com, Inc., supra note 369, at 1155-1157.  



‧
國

立
政 治

大

學
‧

N
a

t io
na l  Chengch i  U

niv

ers
i t

y

DOI:10.6814/NCCU202001391

89 

上訴375。 

 就提供圖片縮圖部分，地方法院以伺服器中是否實際存有系爭侵權圖片為公

開展示權侵害之判斷標準，稱為「伺服器基準（server test）」。第九巡迴法院肯定地

院之見解，伺服器標準符合公開展示權之規範文字。系爭侵權圖片屬於著作之重製

物，要求重製物需儲存在被控侵權人所有的伺服器中的要求，亦符合著作權法第

101 條「重製物（copies）」之定義，以固著於伺服器中的實體媒介，且此一固著程

度足以永久並穩定地被使用者感知、重製或其他方式傳達著作內容。而搜尋引擎之

功能讓縮圖出現在使用者的電腦螢幕中，即屬於第 101 條所規定的「展示（display）」

定義；以其他「裝置或程序」顯示著作重製物中的程序。因此，第九巡迴法院認為

顯示縮圖之功能直接侵害公開展示權376。 

 就提供原圖片所在位址之超連結部分，第九巡迴法院認定不構成公開展示權

之侵害。首先，Google 伺服器中並未存有原圖片，僅是提供使用者電腦得以連結

至第三方網站之「地址」，不符合伺服器基準，此外，提供超連結與顯示著作重製

物不同，超連結僅是一連串文字而非圖片，造成著作重製物出現在使用者螢幕的真

正原因為存有侵權圖片原圖的第三方網站伺服器，並非 Google 的搜尋服務，Google

僅是促成使用者得以侵權圖片的協力者，至多僅論間接侵權責任。即便 Google 搜

尋功能所提供的協力造成使用者錯誤認知侵權圖片之提供者，亦不影響侵權判定，

蓋著作權僅保護著作權人對於著作物流通、呈現方式等控制力，並非如商標具有保

護消費者免於混淆誤認之功能。真正直接侵害公開展示權之人乃超連結所連結至

的第三方網站之架設者377。 

 就直接侵害散布權之指控，雖然非實體物的電子重製物仍屬於散布權的規範

客體，且 Napster 案亦已認為將著作重製物置於公眾得接觸的狀態，得擬制為散布

行為（deemed distribution），然法院以本案與 Napster 案間存在若干事實差異（Google

搜尋引擎之使用者並未持有侵權重製物）而不得援用該 Napster 見解為由，認定侵

害重製權者為第三方侵權網站架設者，而非搜尋引擎378。 

二 於網頁中張貼著作所在之超連結 

（一） Leaders Institute LLC et al v. Jackson et al (N.D. Tex. 2017). 

 Perfect 10 判決所提出的「伺服器標準（Server Test）」，雖然廣受實務及學說引

用，作為提供超連結行為不構成著作權侵害之主要論據，但自 2017 年伊始，實務

立場開始轉變379。 

                                                      
375 Id., at 1157.  
376 Id., at 1159- 60.  
377 Id., at 1161.  
378 Id., at 1162-63.  
379 Jane C. Ginsburg & Luke Ali Budiardjo, Embedding Content Or Interring Copyright: Does The Interne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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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7 年 11 月，在一場關於營業秘密的侵權訴訟中，被告 Magnovo 公司提出

反訴主張，原告 TLI 公司之網站以視框連結的方式，將 Magnovo 公司已登記註冊

著作權的 Bicycle-Team-Building-Events.com 嵌入 TLI 網站中，侵害其公開展示權
380。原告援引第九巡迴上訴法院 Perfect 10, Inc. v. Amazon.com, Inc.的判決，主張提

供視框連結之行為不構成公開展示權之侵害，但德州北區聯邦地方法院（簡稱德州

地方法院）未採納上開主張。德州地方法院首先認為，Google 圖片搜尋利用視框

連結的方式顯示搜尋結果得到的縮圖，係提供超連結供使用者點選入原始圖片所

在的第三方網站，但本案中的 TLI 網站於任何人點擊進入 TLI 網站時，必然直接

觀覽到 Magnovo 公司已註冊著作權的系爭著作內容，並非僅提供使用者超連結，

而是讓使用者有系爭著作內容位於 TLI 網站之錯誤認知。基於兩案之個案事實之

差異，Perfect 10 案的「伺服器標準」並不能直接適用於本案。退步言之，即便兩

案事實相仿，德州地方法院亦認為 Perfect 10 案的「伺服器標準」見解不符合美國

著作權法，而拒絕適用之。著作權法第 106 條第 5 項之法條文字並未以行為人「實

際持有（make actual possession）」受著作權保護之內容本身為侵權成立之前提，法

條僅要求行為人傳輸及傳達受著作權保護之內容即足381。本案中，TLI 公司利用視

框連結之技術，於使用者造訪 TLI 網站時，引導使用者的網頁瀏覽器顯示 Bicycle-

Team-Building-Events.com之網頁內容，符合著作權法第 101條關於「展示（display）」

的定義：以其他「程序」顯示著作物的重製物（copy）。又，TLI 公司引導使用者

的網頁瀏覽器顯示 Bicycle-Team-Building-Events.com 之網頁內容於所有網友皆可

自由造訪（public-accessible）的 TLI 網站中，符合著作權法第 101 條關於「公開

（publicly）」的定義：「向公眾」傳輸著作內容382。故，德州地方法院認為，TLI 公

司提供視框連結之行為侵害 Magnovo 公司的公開展示權。 

（二） Goldman v. Breitbart News Network, LLC, 302 F. Supp. 3d 585, 590 

(S.D.N.Y. 2018).  

 誠如上開 2017 年的判決，2018 年 2 月，紐約州南區聯邦地方法院（簡稱紐約

地方法院）在 Goldman v. Breitbart News Network, LLC 判決，亦明確表示使用視框

連結嵌入他人著作之行為構成公開展示權之侵害，並排除適用「伺服器標準」。原

告 Justin Goldman 為一名職業攝影師，於 2016 年 7 月拍攝 Tom Brady 與 Danny 

Ainge 於街區並肩其行的照片（簡稱系爭照片），並上傳於至社群軟體 Snapshot 的

個人限時動態上，該照片輾轉流通於各式社群平台，並被數名網友上傳至 Twitter。

被告包括 Breitbart News Network、Time、Yahoo 等數家網路媒體，利用視框連結技

                                                      
Need “The Server Rule” ?, 42 COLUM. J. L. & ARTS 417, 427 (2019).  
380 The leader’s institute, LLC v. Jackson, 2017 WL 5629514 (N.D. Tex. Nov. 22, 2017), at *3.  
381 Id., at *11.  
382 Id., at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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術將含有系爭照片的推文（Tweet）嵌入（embedding）其報導文章中。原告並未授

權他人使用系爭照片，被告亦未下載或重製系爭照片至自己的伺服器，而僅提供連

結至儲存在 Twitter 伺服器中的系爭照片的超連結383，而此等提供視框連結之行為

是否侵害原告的公開展示權，即為本案爭點。 

 在網頁中「嵌入」影像，乃是網頁工程師有意地將特定「嵌入碼（embed code）」

輸入 HTML 語言指令碼中，該嵌入碼會指引網頁瀏覽器至儲存該影像之第三方伺

服器中抓取影像384，以達成將置於第三方伺服器中的影像無縫整合至網頁中的結

果。現今大多數的社群網站，如：Facebook、Twitter、YouTube，皆提供自動生成

嵌入碼的功能，讓使用者能夠輕易地透過複製嵌入碼的方式，將社群網站中的內容

嵌入網頁中。然而，上開技術有別於 Google 圖片搜尋，網頁造訪者並不需點選超

連結，亦不須下達任何指令，只要一進入刊登報導文章的網頁中，即可直接觀覽

Tom Brady 與 Danny Ainge 於街區並肩其行的原始圖片。 

 本於上開技術分析，紐約地方法院本於三項理由，認為被告以視框連結將系爭

圖片嵌入網頁中的行為侵害原告的公開展示權。首先，法院認為，Perfect 10 所建

立的「伺服器標準」並不符合著作權法第 106 條第 5 項之規定，亦尚未形成判例

法。著作權法第 106 條第 5 項之法條文字並未以行為人「實際持有（make actual 

possession）」受著作權保護之內容本身為侵權成立之前提385之外，著作權法第 110

條第 5 項第 A 款規定，將提供私人接收訊號之設施，並打開視聽設備供私人感知

著作內容的行為「豁免」於侵權責任，自該規定可知，著作權法並未要求展示行為

之成立須有重製或是儲存重製物的要件386。自立法沿革觀察，立法者亦有意將任何

足以將影像傳輸至遠端的所有傳達行為納入權利範圍之內，以因應新科技所產生

的新型著作利用方法及產業387。紐約地方法院更進一步認為，「伺服器標準」僅在

第九巡迴法院的判決中被廣泛引用，關於公開展示權之侵權判斷，歷年來僅有三個

判決曾經提及過，但僅有一案接受伺服器標準以認定輔助侵權責任，基此，法院認

為「伺服器標準」尚未形成美國判例法，該原則亦與著作權法相牴觸，不應將他案

的法律見解擴張適用於本案中。 

 退步言之，即便認為「伺服器標準」符合著作權法第 106 條第 5 項之立法文

字，基於 Perfect 10 與本案之事實差異，本案亦不應適用「伺服器標準」，而應回歸

                                                      
383 Goldman v. Breitbart News Network, LLC, 302 F. Supp. 3d 585, 586-7 (S.D.N.Y. Feb. 15, 2018).  
384 Id., at 587. (“Embedding” an image on a webpage is the act of a coder intentionally adding a specific 

“embed ” code to the HTML instructions that incorporates an image, hosted on a third-party server, onto a 

webpage. […] this code directs the browser to the third-party server to retrieve the image.) 
385 17 U.S.C.§101: “To “display” a work means to show a copy of it, either directly or by means of […] 

any other device or process”. ;  

17 U.S.C.§101: “to transmit or otherwise communicate a […] display of the work to a place specified by 

clause (1) or to the public, by means of any device or process”.  
386  17 U.S.C.§110(5)(A): “Notwithstanding the provisions of section 106, the following are not 

infringements of copyright: […] except as provided in subparagraph (B), communication of a transmission 

embodying a performance or display of a work by the public reception of the transmission on a single 

receiving apparatus of a kind commonly used in private homes, unless— 

(i) a direct charge is made to see or hear the transmission; or 

(ii) the transmission thus received is further transmitted to the public ”.  
387 Goldman v. Breitbart News Network, LLC, supra note 383, at 5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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著作權法關於公開展示權之定義為判斷。相較於德州地方法院以使用者之使用體

驗為觀察，紐約地方法院更進一步指出，在 Google 圖片搜尋，使用者須主動點擊

縮圖才會顯示原始圖片，Google 圖片搜尋的公開展示行為需要使用者之行為配合

始能完成，但本案中，於任何人點擊進入文章所在的網站時，必然直接觀覽到系爭

照片的原始圖片，使用者並無須有任何積極行為之介入。 

 最後，法院援引 Aereo 案之法律論理：「對於使用者實際體驗並無差異的單純

技術性特徵，不應作為著作權責任判斷之關鍵因素388」，於 Aereo 案中，Aereo 僅

係單純地提供訊號之天線，並於訂閱者發出播放的指令後始被動地傳輸訊號，

Aereo 被動式地參與既已被認定屬於公開表演行為，基於舉輕以明重，網路媒體主

動、有認識地將推文嵌入文章報導中的行為，更可能負擔直接侵權責任。即便被告

抗辯其並未複製亦未將系爭照片儲存於自身的伺服器中，但該等技術上差異屬於

對於使用者體驗毫無影響的技術性特徵，不應該作為免除責任的主要論據389。因此，

紐約地方法遂做成准許原告主張的部分簡易裁決（partial summary judgement），部

分被告雖已就公開展示權侵權之部分提起中間上訴（interlocutory appeal），嗣經第

二巡迴法院駁回，案件回歸地方法院續行庭審（for trial）的期間390，雙方後於 2019

年 5 月達成和解並撤訴391，案件終結而沒有機會觀察第二巡迴法院就伺服器標準

之看法。 

（三） Free Speech Sys., LLC v. Menzel, 390 F. Supp. 3d 1162 (N.D. Cal. 2019).  

 除了 Goldman v. Breitbart News Network, LLC 判決之外，加州北區聯邦地方法

院（簡稱加州地方法院）亦明確拒絕將 Perfect 10 案所建立的「伺服器標準」適用

於搜尋引擎以外之個案上。 

 Peter Menzl 為一名攝影師，並將其系列攝影作品刊登在其網站及名為 Hungry 

Planet: What the World Eats，每一張在網站及書中的照片皆附有標註 Peter Menzel

為作者與著作權人的文字，在照片檔案中亦附有標註 Peter Menzel 為作者與著作權

人等資訊的中繼資料（metadata）。FSS 公司經營一家名為 InfoWars 的新聞評論網，

於 2012 年 4 月 30 日，於未經 Menzel 同意下刊登一篇以 Menzel 的 Hungry Planet

一書為討論主題的評論，文章中並載有九張來自 Hungry Planet 書中的照片，當使

                                                      
388  Id., at 595. (mere technical distinctions invisible to the user should not be the lynchpin on which 

copyright liability lies—apply with equal vigor here.) 
389 Id., at 594-95.   
390  Kai Falkenberg, Settlement Of Suit Over Tom Brady Photo Leaves Major Online Copyright Issue 

Unresolved, FORBES (May 29, 2019), available at 

https://www.forbes.com/sites/kaifalkenberg/2019/05/29/settlement-of-suit-over-tom-brady-photo-leaves-

major-online-copyright-issue-

unresolved/?fbclid=IwAR0Aui74Lt2Re4Ccz7uloEyphasr9nkz1itpURAEsE6EQYXFYcPxMRgk0t8#713

39cf15695. (last visited on Aug. 15, 2020). 
391 Justin GOLDMAN, Plaintiff. v. BREITBART NEWS NETWORK LLC; Heavy, Inc.; Time, Inc.; Yahoo, 

Inc Vox Media, Inc.; Gannett Company INC Herald Media, Inc.; Boston Globe Media Partners, LLC: New 

England Sports Network, Inc., Defendants., 2019 WL 5857979 (Verdict, Agreement and Settlement) 

(S.D.N.Y. Mar. 27, 2019).  

https://www.forbes.com/sites/kaifalkenberg/2019/05/29/settlement-of-suit-over-tom-brady-photo-leaves-major-online-copyright-issue-unresolved/?fbclid=IwAR0Aui74Lt2Re4Ccz7uloEyphasr9nkz1itpURAEsE6EQYXFYcPxMRgk0t8#71339cf15695
https://www.forbes.com/sites/kaifalkenberg/2019/05/29/settlement-of-suit-over-tom-brady-photo-leaves-major-online-copyright-issue-unresolved/?fbclid=IwAR0Aui74Lt2Re4Ccz7uloEyphasr9nkz1itpURAEsE6EQYXFYcPxMRgk0t8#71339cf15695
https://www.forbes.com/sites/kaifalkenberg/2019/05/29/settlement-of-suit-over-tom-brady-photo-leaves-major-online-copyright-issue-unresolved/?fbclid=IwAR0Aui74Lt2Re4Ccz7uloEyphasr9nkz1itpURAEsE6EQYXFYcPxMRgk0t8#71339cf15695
https://www.forbes.com/sites/kaifalkenberg/2019/05/29/settlement-of-suit-over-tom-brady-photo-leaves-major-online-copyright-issue-unresolved/?fbclid=IwAR0Aui74Lt2Re4Ccz7uloEyphasr9nkz1itpURAEsE6EQYXFYcPxMRgk0t8#71339cf156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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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者點選文章中的九張照片392，便會連結至儲存系爭照片的第三方侵權網站：

naturalsociety.com393，該文文末並註有本文首次刊登於 naturalsociety.com 等字樣。

雖判決未明文指出 FSS 公司貼文所使用之技術，但自上開技術描述可知，應屬於

將第三方侵權網站中的貼文嵌入 InfoWars 網站頁面的視框連結。2019 年 1 月 10

日，FSS 公司應 Menzel 要求而移除貼文，雙方並於同年同月的 22 日達成庭外和

解， FSS 公司嗣於 2 月 8 日向加州地方法院提起確認之訴，請求法院確認 FSS 公

司於 2012 年 4 月 30 日之貼文並不構成對 Menzel 的公開展示權的侵害。 

 FSS 公司援引 Perfect 10 所建立的「伺服器標準」，主張其行為僅是提供使用

者連結至第三方侵權網站之指引，其本身伺服器中並未存有 Menzel 的系爭照片，

法院首先認為，FSS 公司未能提出將伺服器標準適用於非屬搜尋引擎個案的判決，

且已有包括 Goldman v. Breitbart News Network, LLC、Leaders Institute LLC et al v. 

Jackson et al 兩個地院判決明確拒絕將「伺服器標準」適用於非搜尋引擎的個案上。

此外，法院認為展示之判斷重點並非在於網站伺服器中是否存有系爭照片，而是在

瀏覽器讀取的頁面上（固著媒介）是否呈現系爭照片，如超連結所指向的著作內容

已被整合成為瀏覽器讀取的網頁內容，則構成公開展示行為，此稱為「整合標準

（the doctrine of incorporation）」394。基此，法院認為 FSS 公司之貼文構成公開展

示權之直接侵權。 

 就間接侵權部分，因主張者於書狀中並未明確指出直接侵權之行為人，法院遂

駁回被告之主張395。 

（四） Sinclair v. Ziff Davis, LLC et al. (S.D.N.Y., April 13, 2020). 

 Stephanie Sinclair 為一名專業攝影師，將其擁有著作權保護的攝影著作的重製

物張貼於其公開的 Instagram 帳號中，供大眾搜尋、造訪並閱覽，媒體及娛樂平台

Mashable下的一名員工，於 2016年3月11日連絡Sinclair請求其將張貼在 Instagram

公開帳號的 A 照片授權給 Mashable 刊登在網站中，經 Sinclair 拒絕後，同年同月

16 日，Mashable 利用 Instagram 提供的 API 功能（application programming interface, 

API），將 A 照片嵌入其網站中予以刊登。2018 年 1 月 19 日，Sinclair 要求 Mashable

撤下該視框連結，Mashable 拒絕後，Sinclair 遂於 29 日於紐約州南區地方法院控

告 mashable 未經同意刊登 A 照片的行為侵害其著作財產權396。本案雖與 Goldman 

v. Breitbart News Network, LLC 案同是討論「未經著作權人同意以視框連結技術公

開展示他人的著作」，但不同的是，本案係由權利人同意將著作張貼於 Instagram 公

開帳號中，Goldman v. Breitbart News Network, LLC 則係由未經權利人同意由網友

自行重製張貼於 Twitter 公開帳號中，因此，法院並未討論「視框連結」行為本身

是否構成公開展示行為，而是討論被告是否有權以視框連結的方式分享原告擁有

                                                      
392 Free Speech Sys., LLC v. Menzel, 390 F. Supp. 3d 1162, 1166 (N.D. Cal. 2019).  
393 Id.,at 1173.  
394 Id.,at 1172.  
395 Id.,at 1173.  
396 Sinclair v. Ziff Davis, LLC et al., at 1 (S.D.N.Y., April 13, 20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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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著作。 

 法院基於原告 Sinclair 已同意 Instagram 的使用條款：「於符合 Instagram 的隱

私權政策的前提下，同意將其張貼在 Instagram 帳戶的內容授權給 Instagram 一『非

專屬、全額支付、免授權金、可轉讓』的全球性轉授權（sub-license）397權利」，且

基於隱私權政策第 2 條規定：「當用戶選擇將帳號設定為公開，則其上傳的所有內

容皆得供用戶透過 Instagram 的 API 功能398為利用」，本案中的原告將 A 照片上傳

於 Instagram 公開帳號中，即已同意 Mashable 以 Instagram 的再被授權人身分將 A

照片嵌入網站中399，故被告 Mashable 以視框連結技術將他人著作嵌入網站中的行

為屬於被再授權人之正當權利行使，未侵害原告 A 照片的著作財產權。 

第二款 其服務被第三人用以侵害著作權之服務提供 

一 提供 P2P 軟體及其平台 

（一） A&M Records, Inc. v. Napster, Inc., 239 F.3d 1004 (2001). 

 Napster 為一提供網友檔案交換平台之業者，於其所經營的 Napster.com 上提

供用戶免費下載 MusicShare 軟體，以 P2P 技術傳輸著作，並設有「搜尋索引（search 

index）」，供用戶得以搜尋其他用戶的個人電腦硬碟內的「使用者目錄（user library 

directory）」，進而得以直接連結至各該用戶的電腦互相傳輸著作內容。著作權人

A&M Records, Inc.遂主張，Napster 提供 P2P 軟體及平台，供用戶於未經授權下違

法傳輸 A&M Records, Inc.之著作，構成著作權之輔助及代理侵權之著作權責任，

並向加州北區聯邦地方法院（簡稱加州地方法院）請求核發暫時禁制令（preliminary 

injunction）。2000 年 7 月 26 日，加州地方法院准許原告請求，命 Napster 停止提供

違法交換原告受保護著作之服務。被告 Napster 遂就對其不利部分提起上訴。第九

巡迴法院於 7 月 28 日作出裁決，暫停該禁制令之執行400，並就服務或裝置提供者

的間接侵權之著作權責任為判斷，最後，巡迴法院肯定地方法院之見解，認定

Napster 的服務提供構成重製權與散布權的輔助侵權與代理侵權。 

 就輔助侵權責任，第九巡迴法院首先區分 Napster 的系統架構（the architecture 

of the Napster system）及因其系統運作權限所得為之行為（Napster’s conduct in 

relation to the operational capacity of the system），並進一步產闡述 Sony 案關於「知

悉」的見解，認為行為人必須應知而未知（with constructive knowledge of ）其所銷

                                                      
397 授權，係指著作財產權人以契約許諾被授權人利用其著作之全部或部分，但授權人自身仍保有

著作財產權而言。再授權，則指被授權人將其被授與之權利，再轉授權第三人利用。參羅明通，同

前註 46，頁 39、46。 
398 API 功能即是供用戶得將 Instagram 公開帳號上的內容嵌入其網站中的技術。 
399 Sinclair v. Ziff Davis, LLC et al., supra note396, at 2-3 (S.D.N.Y., April 13, 2020). 
400 A&M Records, Inc. v. Napster, Inc., 239 F.3d 1004 (9th Cir. 2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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售之設備可能會被消費者用來為違法的重製用途，始須負著作權責任401，亦即，聯

邦最高法院認為，不能僅憑行為人知悉其所提供之設備得以用作侵權或實質非侵

權用途，而令其負擔著作權責任。第九巡迴法院肯認 Sony 案上開之見解，因而認

為不能僅因 MusicShare 軟體得被為侵權使用，即認 Napster 符合知悉要件。然而，

地方法院著重判斷 MusicShare 軟體的現在用途（current uses），忽略 MusicShare 軟

體的潛在用途（capabilities），將判斷重點聚焦於 MusicShare 軟體現在用途的實質

非侵權目的使用的比例，而未將現在與未來用途作比較。即便如此，巡迴法院並不

問 MusicShare 軟體的侵權用途與非侵權用途間的比例，而以卷內資料已足資證明

被告已明確知悉其平台上可以取得若干特定的侵權重製物，卻未採取任何措施阻

斷用戶的取得管道，因而認定被告具備明知（actual knowledge）或推定知悉

（constructive knowledge）的要件402。因此，本案之判斷重點在於，被告是否明確

知悉用戶利用其軟體為直接侵權，而非該軟體是否具備「實質非侵權使用目的

（substantial noninfringing uses）」。Sony 案之所以會以實質非侵權使用目的為判斷

重點，乃因為 Sony 所販售者為家用錄影機，機器一經販售即無從知悉消費者實際

使用的情形，而本案之 Napster 所提供者為 P2P 傳輸服務，其與用戶之關係非如

Sony 販售錄影機的「一次性」關係，而是「繼續性」關係，Napster 對於使用者是

否有侵權行為是可能知情的，因此，本案之判斷重點在於被告是否實際知悉用戶的

侵權行為403。此外，就「實質貢獻（material contribution）」要件，巡迴法院肯定地

方法院之判斷，認為如無 Napster 提供網站及軟體，用戶即無法輕易地搜尋、並下

載到其所需求的音樂，Napster 所提供的服務已實質促成用戶為侵權404。故，Napster

構成輔助侵權的著作權責任。 

 就代理侵權責任，巡迴法院認為，Napster 的未來收益倚靠軟體用戶數，可得

音樂數量與品質將隨著用戶增長而提升，因此 Napster 對於用戶的侵權行為具有

「直接的財務利益」。此外，Napster 使用條款中規定，如 Napster 認為用戶有違法

之情事，Napster 得隨時終止該用戶之使用權限，雖 Napster 的監管能力受制於用戶

對於所下載檔案之命名，檔案名稱不見得會與其著作內容相吻合，但就 Napster 的

運作實務而觀，用戶搜尋檔案皆須仰賴用戶對於檔案名稱的正確命名，如無正確命

名，則其他用戶亦無從搜尋並下載到該檔案，因此，基於 Napster 的得監管範圍與

用戶得接觸檔案之範圍相同，而得認 Napster 對於用戶的侵權行為仍具有監督管理

的權力及能力。故，Napster 構成代理侵權的著作權責任。 

（二） Metro-Goldwyn-Mayer Studios Inc. v. Grokster, Ltd., 545 U.S. 913 

                                                      
401 Sony stated that if liability “is to be imposed on petitioners in this case, it must rest on the fact that they 

have sold equipment with constructive knowledge of the fact that their customers may use that 

equipment to make unauthorized copies of copyrighted material.” 
402 A&M Records, Inc. v. Napster, Inc., supra note 400, at 1021-22.  
403 魏序臣，網路資訊交換與著作權相關責任之研究，天主教輔仁大學法律學系碩士論文，2010 年

1 月，頁 37。 
404 A&M Records, Inc. v. Napster, Inc., supra note 400, at 10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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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5). 

 Grokster 有別於 Napster，其所提供者為分散式的 P2P 傳輸服務，並未設置伺

服器來執行檔案名稱或索引之管理，而是軟體指定某些用戶電腦作為超級連結點

（supernode），或稱為索引電腦（indexing computer），來搜尋可取得的檔案名稱405，

Grokster 與 StreamCast 僅得知悉用戶可接觸之檔案名稱，並無法得知哪些檔案實際

上被用戶下載，亦無法得知其所提供的軟體被用戶用來違法下載檔案之頻率為何。

一群著作權人（簡稱 MGM）向加州中區聯邦地方法院起訴主張，Grokster 與

StreamCast免費提供用戶P2P軟體及平台供交換檔案的行為侵害原告之著作權406。

 一二審法院援引 Sony 案，認為銷售或散布一具有實質非侵權用途之商品，原

則上並不構成輔助侵權責任，除非散布者於促成侵權發生的當下明確知悉侵權之

具體事件，且知情後無所作為。因此，第九巡迴法院維持地院之見解，認為被告所

提供的軟體具備實質非侵權用途，且被告對於侵權具體事件並不知情。此外，被告

僅一開始提供軟體，接下來即由用戶自己使用該軟體搜尋、接收和儲存侵權檔案，

被告並無介入。巡迴法院認定被告不構成輔助侵權之著作權責任。就代理侵權責任，

巡迴法院認為被告不僅無法控制用戶對該軟體的實際使用，用戶亦無同意讓其監

督，在沒有能力及權力監督軟體使用的情況下，巡迴法院認定被告亦不構成代理侵

權之著作權責任。本案上訴至聯邦最高法院，最高法院多數一致通過認定被告構成

誘引侵權，並由 Souter 法官撰寫多數意見。 

 就本案涉及可供作合法與非法用途之產品，在何種情況下產品散布者是否須

就使用者利用產品所為的侵權行為負責的問題，Souter 法官認為此牽涉兩個價值間

的衝突，一為透過著作權保護支持創作，另一為限制著作權侵權責任以鼓勵通訊科

技之創新。本案中，使用 Streamcast 及 Grokster 軟體違法下載檔案的每日流量龐

大，而不可能針對所有直接侵權的軟體用戶為責任追訴，唯一可行之作法為針對軟

體服務的提供者為間接侵權之責任追訴。雖然美國著作權法並未有關於間接侵權

之任何明文規定，但自普通法發展而來並確立的間接侵權責任原則，可適用於著作

權法領域中。美國法上僅有一案處理著作權法的間接侵權責任—Sony 案。在 Sony

案中，Sony 公司生產並販售家用錄影機，著作權人控告 Sony 公司其所提供的家用

錄影機讓消費者得以錄製受著作權保護的電視節目，並主張 Sony 公司因提供消費

者侵權之工具，且主觀上應「推定知悉」侵權活動之發生，故應就消費者之侵權行

為負擔輔助侵權責任。 

 最高法院在當時認為，家用錄影機的主要用途為時間移轉（time-shifting），而

屬於合理使用，且在沒有其他證據得以證明 Sony 公司具有推廣產品侵權用途的主

觀意圖之下，原告所持構成輔助侵權之認定依據，較可採者只剩下 Sony 公司於銷

                                                      
405 StreamCast 之技術不需要索引電腦作為中介，用戶可直接搜尋到所需資源所在的電腦並下載資

料。 
406 Metro-Goldwyn-Mayer Studios Inc. v. Grokster, Ltd., 545 U.S. 913, 913 (20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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售家用錄影機時，知悉消費者可能會用來違法錄製電視節目。但最高法院認為，因

家用錄影機能被用作實質非侵權用途，故並不能僅以 Sony 公司散布家用錄影機的

行為即令其負責。Souter 法官認為，上開見解源自於專利法上「一般商品原則（staple 

article of commerce doctrine）」，並規定於美國專利法第 271 條第 c 項，製造或銷售

一元件，且該元件經特別改造以用來侵害該項專利權，可以推定該製造或銷售行為

人具有意圖該元件供作侵權用途之意圖。相反地，如一產品兼具有實質合法及非法

用途，則將輔助侵權責任之認定標準限縮到相較於單純知悉產品可能被違法使用

來地更為嚴重的情形。Souter 法官認為審理本案之第九巡迴法院錯誤地理解 Sony

案，Sony 案僅揭示，不能僅憑具有實質合法用途的產品的設計或散布，即推定行

為人具有促成侵權的意圖。而第九巡迴法院卻錯誤地將 Sony 案擴張解釋為，除非

行為人於散布產品的當下明確知悉侵權行為之發生，且知悉後未能採取行動，否則，

當任何具有實質合法用途的產品為消費者非法使用，即便獨立於產品設計與散布

行為以外之證據已指出行為人確實有造成侵權用途的目的，散布產品之人原則上

仍不須為消費者之實際侵權行為負擔輔助侵權責任407。簡言之，依第九巡迴法院之

觀點，當一產品能夠被用為實質合法用途，產品製造人絕不用為第三人之侵權行為

負擔輔助侵權責任408。 

 第九巡迴法院便以 Streamcast 及 Grokster 並未設有中央伺服器儲存檔案名稱

及持有檔案之用戶名稱，以無從知悉各用戶之特定侵權活動為由，認定 Streamcast

及 Grokster 毋庸負擔輔助侵權責任。Souter 法官認為，既然巡迴法院錯誤地理解

Sony 案，且何謂 Sony 案中的「實質」非侵權使用，尚須有量化的判斷標準，並涉

及支持創作與鼓勵科技兩價值間的權衡，Streamcast 及 Grokster 是否能適用 Sony

案之見解而免除責任，尚有疑義，且僅因 Streamcast 及 Grokster 未設有中央伺服器

之技術特徵而逕認其不構成輔助侵權責任，亦不妥適，為解決難以向非集中式架構

之 P2P 軟體之提供者或經營者問責之困境，Souter 法官遂改以普通法所發展來的

誘引侵權為討論，並將誘引侵權引入著作權法中：當一人散布裝置，並透過明示或

採取其他促進侵權的積極手段（as shown by clear expression or other affirmative steps 

taken to foster infringemnet），來表達其欲推廣該裝置侵權用途的目的時，該行為人

即須為第三人利用其裝置為侵權行為之事負責。為避免將一般商業行為或阻礙具

有潛在非法與合法用途的科技發展，行為人必須具備故意、可歸責的言論或行為，

始令其負責。 

 然而原告 MGM 所提出之三項證據，已足證明被告存在促進他人侵權之非法

意圖。一，Napster 因遭法院判定侵權而關閉系統，為滿足大量前 Napster 用戶違法

下載影音之需求，被告不僅以之作為行銷對象，其所提供的 P2P 軟體亦能與 Napster

                                                      
407 “it read the rule as being this broad, even when an actual purpose to cause infringing use is shown 

by evidence independent of design and distribution of the product, unless the distributors had “specific 

knowledge of infringement at a time at which they contributed to the infringement, and failed to act upon 

that information.”, id., at 934.  
408 “the ninth court has read Sony’s limitation to mean that whenever a product is capable of substantial 

lawful use, the producer can never be held contributory liable for third parties’ infringing use of it.”, 

id., at 9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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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統相容。二，被告並未針對用戶利用其軟體為侵權一事，試圖研發相關工具或機

制以降低用戶的侵權活動。三，因被告係以銷售廣告欄位，並將之推播給用戶的方

式營利，軟體使用的流量即決定被告的收益，於大部分的用戶流量多為侵權使用，

且被告致力於擴增使用流量以創造收益的整體情況而觀，被告應具有促進他人侵

權之非法意圖。構成誘引侵權之前提，除了須證明被告具有促進他人侵權之非法意

圖及散布裝置的行為之外，尚須證明裝置之接收者有實際侵權之活動，本於 MGM

已提供被告用戶大規模侵權之證據，最高法院遂認定被告 Streamcast 及 Grokster 構

成誘引侵權責任，並撤銷發回原審判決，要求巡迴法院進一步就侵權補償金及禁制

令部分為審理409。 

 Ginsburg 法官贊成最高法院的見解，除認為巡迴法院錯誤理解 Sony 案之外，

並進一步補充說明本案與 Sony 案之間的事實差異，即便以 Sony 案的「一般商品

原則」為判斷，本案亦因不具備「實質非侵權之使用用途」而仍應負擔輔助侵權之

著作權責任。Ginsburg 法官指出，被告所提出的證據多屬於與科學證據相對的軼事

證據（anecdotal evidence）與關於 P2P科技優點的泛述，即便在 Streamcast及Grokster

平台上流通交換的合法檔案的數量龐大，但就整體平台上檔案交換的總數而言，亦

僅是九牛一毛。此外，地方法院與巡迴法院亦未嚴格區分一般 P2P 科技的使用概

況與本案 P2P 軟體之使用概況，將一般 P2P 科技的使用概況作為支持本案軟體使

用情形之證據，並未妥適。就本案軟體的未來潛在合法用途部分，依目前軟體的使

用狀況多屬於侵權用途，且大規模侵權用途所造成的使用流量亦創造被告龐大的

經濟收益，難以合理期待本案軟體將來會隨著時間發展出實質合法用途，基此，

Ginsburg 法官認為，Streamcast 及 Grokster 所提供的服務並不具備實質非侵權之使

用用途，並建議巡迴法院於未來應重新審酌針對 Sony 案所建立的標準所為之解釋
410。 

 然而，Breyer 法官並不認同 Ginsburg 法官針對 Sony 案標準所為之嚴格解釋，

其不僅認為 Streamcast 及 Grokster 所提供的服務具備「實質非侵權之使用用途」，

亦認為 Sony 案標準之解釋並無調整之必要。在 Sony 案中，當時的最高法院基於

支持創新與鼓勵科技發展兩價值間的權衡之下，僅要求產品能夠（merely be capable 

of）作為實質非侵權之用即足，而相關報告顯示消費者利用 Sony 公司所販賣的家

用錄影機，合法錄製電視節目的比例僅佔總體使用的 9%，而該合法使用中的一部

分屬於節目製作者之授權錄製，此部分的授權規模重大（significant），此情形已足

以單獨構成「實質（substantial）」非侵權之使用市場。此外，多數非授權錄製之情

形亦屬於時間移轉的合理使用。自上開見解可知，當時的最高法院認為，產品「能

夠（capability）」作為實質合法用途，不僅包括產品現階段的使用狀況，亦包括未

來潛在的使用狀況。9%雖不足以證明產品「現在」「能夠」作為實質合法使用，但

已足以「合理預期」該產品的合法用途將隨著時間推移而擴張（a reasonable prospect 

of expanded legitimate uses over time），因此，最高法院認為，即便家用錄影機的合

                                                      
409 Id., at 939-40. 
410 Id., at 942-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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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使用比例僅佔總使用的 9%，但仍認定 Sony 公司所提供的家用錄影機具備實質

合法用途411。 

 回歸本案，Grokster 平台上約有 10%左右之檔案交換屬於經合法授權者，與

Sony 案中的 9%相當，且目前有越來越多未受著作權保護的檔案以「可交換的檔案

形式（in swappable form）」為儲存，亦有許多供大眾免費合法利用的檔案，包括研

究資訊、公領域影片、歷史紀錄與教育用材料、使用者創作內容（user-created 

content）、創用 CC 社群所集結的所有免費公開內容等，於網路上流通，亦即，此

等未受著作權保護或可供免費利用的檔案亦能透過 P2P 軟體為檔案交換，此意味

著未來 P2P 軟體的合法用途將擴大。上述未來的潛在合法利用與現階段 10%的合

法著作交換，已足以證明被告所提供的服務構成實質非侵權之使用目的412。 

 Breyer 法官認為，本案之真正問題並非在於本案之案內卷證是否符合 Sony 案

標準，而在於 Sony 案標準之解釋是否有調整之必要，而調整之必要性須考量三個

問題：一，Sony 案標準之操作是否保護新科技？；二，如果前述答案為是，調整

Sony 案標準之解釋或是從嚴解釋，是否會嚴重減損對於新科技的保護？；三，如

果前述答案為是，調整解釋後帶來（對於著作權人）的新效益是否超過其所產生（對

於新科技保護）之損害？413 

 首先，Sony 案標準具有強烈的科技保護色彩。除非該產品大多專作侵權用途

之外，否則於 Sony 案標準之下，當行為人散布兼具侵權與非侵權雙重用途之產品，

並不會被課予間接侵權責任，並彰顯著作權法不欲箝制新科技之發展的精神，尤其

是那些能夠促進資訊傳播、增進思想散播效率的新科技。此外，Sony 案標準強調

產品能夠為實質非侵權用途之能力（capacity），亦顯示出 Sony 案標準已考量到產

品市場會隨著時間推移而變化的因素，將產品實際用途的光譜從現階段的市場應

用，擴展到未來的市場應用，雖然法官因非技術領域之專才，而未必能回答以上問

題，且著重於產品隨時間發展之面向，或是著重行為人散布產品的當下之面向所為

之判斷，答案亦有所不同。基於 Sony 案標準之此種特性，因此近 20 年來針對散

布行為所為之輔助侵權判斷的訴訟案並不多414。 

 次之，調整 Sony 案標準之解釋或是從嚴解釋 Sony 案標準，將會減損 Sony 案

標準原可提供的對新科技的保護。如依照 Ginsburg 法官於其協同意見書中所要求

的嚴格解釋程度，被告將須負擔更重的舉證責任，訴訟之辯論重點將聚焦於可被用

來侵權的新科技的產生與發展上，不僅增加訴訟結果的不確定性，亦將造成研發新

科技的企業家恐因新科技背後的潛在訴訟風險而怯於投入，進而限制新科技之發

展415。 

 最後，就調整解釋後所帶來的新效益與其所產生的損害間的權衡，Breyer 法官

認為，即便目前傾向保護新科技的解釋方法會造成著作權保護的減損，該減損亦非

                                                      
411 Id., at 950-52.  
412 Id., at 953-55.  
413 Id., at 956-57.  
414 Id., at 956-59.  
415 Id., at 959-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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實質。有研究指出，檔案交換僅造成創作產業些微之影響，另有研究指出，即便認

為 P2P 檔案交換系統已取代唱片市場，創作者的實際收益並未因而減少，此外，

隨著近期越來越多的著作權侵權訴訟，研究發現侵權活動隨之減少，即便 Sony 案

所建立的輔助侵權標準不利於著作權人，現有的誘引侵權主張亦足以有效嚇阻侵

權活動416，此外，著作權人亦有若干科技保護措施以事前防堵侵權，包括數位指紋

（digital fingerprints）、浮水印（watermarking）、禁止複製的加密保護等。隨著科技

的進步，合法重製著作之成本越趨便宜且容易，調查發現，當合法重製著作所需的

成本下降，且與非法重製著作一樣同享簡易、便利及彈性等優點時，目前一年內合

法下載著作之用戶已從 24%上升至 43%，因此，合法下載著作之軟體服務正在持

續發展中，並為著作權人帶來更多的收益417。基於現階段的法律主張及科技保護措

施已足以保護著作權人之權益，且維持 Sony 案標準之解釋，除了能夠促進新科技

之發展外，新科技之發展亦能帶動合法下載著作之軟體發展，為著作權人創造更多

的經濟利益，實無必要調整 Sony 案標準之解釋418。 

 綜上所述，Breyer 法官認為目前 Sony 案標準之解釋並無調整之必要，但誠如

Sony 案中當時最高法院所陳，新科技所必然產生的利益衝突，相較於司法機關，

利益間的取捨與排序任務更適於立法機關予以處理。 

（三） Columbia Pictures Industries, Inc. v. Fung, 710 F.3d 1020 (2013). 

 被告 Gary Fung 和其公司（簡稱為 Fung），蒐集、管理 torrent 檔案，並提供

torrent 檔案檢索之服務，其所管理之三個網站：IsoHunt 及 Torrentbox、Podtropolis，

前網站會自動將用戶所所上傳的 BT 檔內添加備用追蹤器（backup tracker），避免

原 tracker 服務器失效，增進用戶接觸有效 torrent 檔之穩定性；後者之兩網站，除

了供用戶上傳或下載 torrent 檔外，尚營運 tracker 服務器，亦即，其能夠蒐集來自

其他 P2P 網站上的 torrent 檔，供用戶能夠透過其網站之路口，直接接觸到他網站

上的 torrent 資源419。 

 Grokster III 案420透過專利法上的「一般商品原則」發展出適用於著作權法案件

的「誘引侵權原則」，並具四項要件：1. 散布設備或產品；2. 直接侵權行為之存在；

3. 出於推廣其商品或設備之侵權用途的目的；4. 因果關係。第九巡迴法院即針對

四項要件逐一檢視。 

 就第一個要件，Fung 提供的跨網站間的 BT 檔案檢索服務，是否構成第一個

要件所稱的「設備或產品」？詳言之，Grokster III 案中的被告 Grokster 自己研發並

散布供用戶違法下載檔案之軟體，但 Fung 並未研發並散布供用戶違法下載之技術

或軟體，其僅係整合各 P2P 網站中的 BT 檔案，提供用戶更便捷的搜尋。對此，第

                                                      
416 Id., at 960-63.  
417 Id., at 964.  
418 Id., at 965.  
419 Columbia Pictures Industries, Inc. v. Fung, 710 F.3d 1020, 1028-9 (9th Cir. 2013).  
420 Grokster III 案係指 Metro-Goldwyn-Mayer Studios Inc. v. Grokster, Ltd., 545 U.S. 913 (2005)，下述

提及 Metro-Goldwyn-Mayer Studios Inc. v. Grokster, Ltd., 545 U.S. 913 (2005)時，皆以「Grokster III

案」簡稱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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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巡迴法院認為，不同於專利法，著作權係保護傳達，只要行為故意導致受著作權

保護之概念的重製，無論該行為之涉入性質是否與提供設備、產品有關，仍該當第

一個要件。且 Grokter III 案的論理中，係採用概括性的「服務或商品」之字眼，第

九巡迴法院的過往判例亦明白承認 Grokster III 案所發展出的誘引侵權原則亦適用

於網路中可得之服務421。 

 就第二個要件，Fung 網站中的 BT 檔案中約有 90-96%的內容已證實或很高可

能為侵權，即便切確數字存在爭議，但此屬損害賠償數額的問題，無礙被告已該當

第二個要件的事實422。 

 就第三個要件，Grokster III 案所指的「透過明示或採取其他促進侵權的積極手

段，顯示出被告推廣其設備或商品之侵權用途的目的423」，「明示或採取其他促進侵

權的積極手段」並非獨立要件，而是被告非法意圖的證明度要求，為避免箝制巧合

性地導致侵權發生的合法商業行為，致阻礙商業活動及技術創新，遂有此高證明度

之要求。就積極手段之證據，已顯示 Fung 積極鼓勵其用戶上傳受著作權保護之檔

案，舉例而言，在其管理的 isoHunt 網站中設有院線片專區，收錄當時前二十名最

高票房的電影，當用戶點擊電影片名，系統便會跳出請用戶上傳該電影之 BT 檔案

的邀請，此外，Fung 於 isoHunt 論壇中張貼多則請求用戶上傳特定電影的貼文，並

於其他貼文中提供院線片下載之連結，並呼籲用戶下載。第九巡迴法院認為，此一

引誘用戶下載之貼文，係出於促進用戶侵害著作權而張貼，可高度證明被告之非法

意圖。就明示之證據，Fung 往返之訊息中顯示，其針對用戶關於如何上傳顯為受

著作權保護之 BT 檔案、搜尋特定受著作權保護之電影或節目、盜版影片之播放、

燒錄成 DVD 等問題，親自回覆並提供協助。更甚者，Fung 並未有任何研發過濾工

具，或降低侵權發生機制的行動，且 Fung 的主要收益來源為用戶的侵權活動創造

出的高流量所帶來的廣告收益。綜合上開所有證據，第九巡迴法院認為已足以證明

Fung 欲積極推廣其服務的侵權用途之非法意圖424。 

 就第四個要件，第九巡迴法院接受原告之主張，認為因果關係指的是被告所提

供之服務或設備被用戶使用，並造成侵權結果。然而，在網路時代中，此一因果連

結十分寬廣，尤須留意不能因寬鬆的因果要求而過度擴張著作權之排他效力，致阻

礙正常的商業活動。Grokster III 案及 Sony 案並未特別討論因果關係，係因市場上

僅有 Sony 一家公司提供家用錄影機、僅有被告 grokster 和 streamcast 公司散布其

旗下開發的 P2P 軟體，因此，在條件因果關係之檢驗下，必能滿足因果關係之要

求，故 grokster III 案和 Sony 案並未特別討論因果關係，基於假定因果關係當然滿

足之前提下為討論，但是本案中，Torrentbox 追蹤器所追蹤之 BT 檔案，絕大多數

皆不屬於其網站上之內容，而是置於其他 P2P 網站上，且 Fung 係整合眾多 P2P 網

站之 bt 檔案，提供用戶整合性的搜尋服務，因此，並不能將特定 BT 檔案被下載

之結果全部歸由 Fung 所承擔，而需進一步考量用戶是否利用 Fung 所控制的追蹤

                                                      
421 Id., at 1033.  
422 Id., at 1034.  
423 Metro-Goldwyn-Mayer Studios Inc. v. Grokster, supra note 406, at 936-7.  
424 Id., at 103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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器而為下載，但是在確實已有用戶利用 Fung 所控制的追蹤器下載檔案的基礎上，

因果關係的細繹係 Fung 之損害賠償責任計算的問題，第九巡迴法院認為此乃地方

法院決定之問題，故未進一步討論425。 

二 提供網路連線服務，供用戶使用 P2P 軟體交換檔案 

（一） BMG Rights Mgmt (US) LLC v. Cox Communications Inc., 881 F.3d 293 

(4th Cir., 2018). 

 Cox Communications（簡稱 Cox）為一家連線服務提供者，提供用戶高速的網

路連線，部分用戶便會利用其所提供之高速網路來使用 P2P 軟體違法交換檔案。 

在 Cox 與用戶簽訂之使用協議中，當用戶利用 Cox 之服務違法張貼、重製、傳輸

或散布著作時，Cox 保有暫停或終止用戶使用服務的權利。此外，Cox 亦設有處理

著作權人侵權通知之自動系統，系統將依照十三振政策（thirteen-strike policy）426

而對侵權通知為相應之處理。然而，十三振政策因囿於若干限制，導致無法有效防

堵用戶之侵權活動，包括：每一著作權人每日所得發出的侵權通知設有數量限制、

無論用戶每日收到多少侵權通知，其每日至多僅計一次，且用戶之累計受侵權通知

次數，每六個月歸零計算。BMG Rights Management（簡稱 BMG）為音樂出版商，

其委任 Rightscorp, Inc.（簡稱 Rightscorp）來偵測 BitTorrent 活動，當其發現違法的

檔案交換時，Rightscorp 會將侵權警告電郵給連線服務提供者，警告內容包括著作

權人姓名、被控侵權之著作名稱、被控侵權者之網域位址等資訊，並要求連線服務

提供者將上開警告資訊轉寄給該被控侵權之用戶，並附上庭外和解條件。2011 年

春，Cox 收到 Rightscorp 的侵權警告信函，並要求其移除和解條件，否則不將信函

轉寄給受指控之用戶，但 Rightscorp 拒絕，且 Cox 亦未採取其他方式通知其用戶，

期間中 Rightscorp 持續寄發大量的侵權通知，2011 年秋，Cox 將 Rightscorp 列為黑

名單，直接排除所有來自於 Rightscorp 所寄發的侵權警告，2011 年 12 月，BMG 始

委任已被 Cox 列為黑名單之 Rightscorp，換言之，Cox 從未收過 Rightscorp 代表

BMG 所寄發的侵權通知。2014 年 11 月，BMG 起訴控告 Cox，主張提供侵權用戶

                                                      
425 Id., at 1038-9.  
426 十三振政策泛指自動處理系統針對著作權人所發出的侵權通知，依照各用戶被指控侵權之累積

次數所為之相應處理政策。收到該用戶之第一次侵權通知，Cox 並不會有任何作為；第二次至第七

次侵權通知，Cox 會向該用戶寄出警告郵件；第八次至第九次侵權通知，Cox 會將用戶之網路連線

限制在內有警告內容的單一網頁中，用戶得以透過點擊確認知悉的按鈕，重新啟動網路連線服務；

第十次至第十一次侵權通知，Cox 將暫停連線服務之提供，並要求用戶致電與 Cox 之技術人員，技

術人員並會建議用戶移除侵權著作內容，並重新啟動網路連線服務；第十二次侵權通知，Cox 將再

度暫停連線服務，並由專門技術人員聯絡用戶，請求其停止侵權活動後，再度重新啟動網路連線服

務；第十三次侵權通知，Cox 將再度暫停連線服務，並「第一次考慮」針對該用戶終止連線服務。

因此，Cox 所設置的自動處理系統並不會自動終止一用戶的網路連線，一用戶須累計收到十三次侵

權通知，Cox 才會正式考慮是否終止其網路連線。See BMG Rights Mgmt (US) LLC v. Cox 

Communications Inc., 881 F.3d 293, 299 (4th Cir., 20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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網路連線服務的行為構成輔助侵權及代理侵權責任427。 

 維吉尼亞州東區聯邦地方法院判決 Cox 構成輔助侵權，惟不構成代理侵權，

經 Cox 上訴至第四巡迴法院主張重審（motion for a new trial）428。 

 就輔助侵權部分，Cox 主張其所提供的網路連線服務符合 Sony 案標準：「其科

技能夠用作實質非侵權之用途」，而不會被課予輔助侵權責任。巡迴法院援引最高

法院於 Grokster III 案中所為之解釋，重申 Sony 案標準之內涵：即便行為人了解其

產品可能會被濫用，亦不能從兼具實質合法與非法用途的產品銷售行為，推定行為

人具有侵權之意圖429。因此，判斷重點並非 Cox 所提供的連線服務是否具備實質

合法用途，而在於 Cox 提供服務的當下是否具有造成侵權結果的意圖。 

 造成侵權結果的意圖判斷，法院認為此一知悉要件得從相關客觀事實推論之，

且與明確知悉相較，知悉程度較低的「蓄意視而不見」亦該當輔助侵權所要求的主

觀要件。就得從相關客觀事實推論的部分，法院回顧 grokster III 最高法院的見解，

基於普通法上「當行為人十分確定或大致上確定其行為能夠導致特定結果仍執意

為之，該行為人應在法律上評價為對該結果之發生具有故意」的原則，當一商品僅

具有侵權用途，則銷售人於知悉該商品的侵權性質而仍販賣者，則可認定該銷售人

具有侵權意圖。Grokster 案並援引過去最高法院關於輔助侵害專利權之案件見解：

「即便該商品具有合法用途，但銷售人知悉消費者購買的目的為侵權用途，且大致

確定其銷售行為會導致侵權結果的發生，亦可認定銷售人的侵權意圖」。本案中的

被告係連線服務提供者，其所提供的連線服務並非一次性，而是屬於繼續性關係，

有別於商品賣出之後銷售者難以追蹤日後商品的使用情形，本案的被告係持續性

供給用戶連線服務，對於用戶就服務的使用狀況的瞭解程度自較一般商品販售的

個案來地高，本案被告的知悉要件可能得以自該客觀的服務提供行為來推斷。另外，

在過往關於專利法的輔助侵權事件，最高法院表示，蓄意視而不見（willful blindness）

符合知情要件，重大過失（recklessness）及過失（negligence）則否，且當行為人欠

缺對於違法性之認識，即便其應知而未知，仍不能令其負擔輔助侵權責任430。刑法

幫助犯與教唆犯之認定，僅有人積極參與犯罪行動，並完全知悉被控犯罪的情狀，

其犯罪意圖始能被推定，與輔助侵權相對應的刑法尚嚴格要求行為人主觀知悉的

要件，舉重以明輕，僅屬民事責任的輔助侵權之主觀知悉邀要件，亦應為相同之解

釋，將責任限定於可歸責（culpable）行為，亦不會造成行為人因著法律風險而怯

於發展科技的疑慮。原審判決所持之標準「知悉或應該知悉（knew or should have 

known）」中的應該知悉既屬於重大過失之程度，因此，地方法院之判決違誤，巡迴

                                                      
427 Id., at 298-300.  
428 維吉尼亞地方法院作成准許原告請求駁回被告安全港抗辯之簡易判決。被告亦針對此簡易判決

為上訴，因此涉及侵權責任之豁免，屬於第四章之範疇，本文先暫不討論，留待第四章說明。 
429  The Grokster Court explained that under Sony, intent to infringe will not be presumed from “the 

equivocal conduct of selling an item with substantial lawful as well as unlawful uses,” even when the seller 

has the “understanding that some of [his or her] products will be misused.” , BMG Rights Mgmt (US) LLC 

v. Cox Communications Inc., supra note 426, at 306.  
430 Id., at 307-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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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院就此部分發回重審431。 

 就輔助侵權所要求的知情程度，巡迴法院認為即便是蓄意視而不見，被告亦須

達到有意識地避免得知特定用戶下載特定著作之「特定的侵權活動（specific 

instances of infringement）」，而非僅是避免確認通案性的侵權情形。巡迴法院肯定

Cox 之主張，而認定原審裁判之法律見解有誤，然而原審卷內證據已指出，Cox 拒

絕接收超過一百萬筆來自 BMG 代表的侵權通知，已足以證明 Cox 蓄意針對特定

侵權活動視而不見，因此，仍認為 Cox 知情特定侵權活動432。 

（二） UMG Recordings, Inc. et al v. Grande Communications Networks LLC et 

al, 2018 WL 1096871 (W.D. Tex. 2019) 

 另一與上一案事實相同之 UMG Recordins, Inc. v.  Grande Communications，

則分別涉及證明第三者直接侵權之「證據度」為何、UMG 是否採取「積極作為（active 

steps or affirmative conducts）」以鼓勵或促進用戶利用其網路連線為直接侵權、

Grande 是否從用戶之侵權活動獲得「直接的經濟利益」，此三項爭點。就直接侵權

之證明度部分，德州西區聯邦地方法院（簡稱德州地方法院）433認為，並不要求直

接證據以證明用戶侵害散布權，而得以透過情況證據或鑑定報告來合理推論發生

違法下載之情，即足認確實存在用戶的直接侵權。因此，即便 Rightscorp 的監測系

統不能辨識出特定用戶交換特定檔案的特定侵權事實，而僅辨識出 grande 用戶個

人電腦中的檔案，亦即 grande 用戶向他用戶提供可供交換的檔案（making available）

及各該檔案曾經被交換過的相關資訊，德州地方法院認為上開間接證據亦足以證

明 grande 用戶構成散布權的直接侵權434。 

 就構成輔助侵權之積極作為要件，兩造所爭執者實為網路連線提供者知悉特

定用戶持續且頻繁地違法交換檔案，其未能或拒絕採取積極行動以阻止用戶的違

法下載，此「不作為」是否屬於對於用戶直接侵權行為有實質貢獻的「積極行為

（active steps or affirmative conducts）」？德州地方法案認為，本於第四巡迴法院於

BMG Rights Mgmt. v. Cox Communications 中認為蓄意視而不見之不作為已足以證

明被告之侵權意圖，基此，grande 具有侵權意圖之不作為已足認具有實質貢獻的積

極行為，構成輔助侵權責任435。 

 就構成代理侵權之直接經濟利益要件，第九巡迴法院曾認為，當（該產品或服

務之提供）可扮演利用侵權著作用途以吸引消費者之拉力，而非僅是附加價值436，

                                                      
431 Id., at 309-10.  
432 Id., at 311-2.  
433 以下內容援引自 Andrew 治安法官之判決報告，該報告嗣經 Yeakel 法官確認，並按照治安法官

所提出的報告為判決。 
434 UMG Recordings, Inc. et al v. Grande Communications Networks LLC et al, at *4-5, 2018 WL 1096871 

(W.D. Tex. 2019).  
435 Id., at *8-9.  
436 “There are ... cases in which customers value a service that does not ‘act as a draw.’ ... [T]he central 

question of the ‘direct financial benefit’ inquiry ... is whether the infringing activity constitutes a draw for 

subscribers, not just an added benefit.” Ellison v. Robertson, 357 F.3d at 1072, 1079 (9th Cir. 20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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則認該（產品或服務之）提供者具有經濟利益437，亦即，用戶之直接侵權行為與產

品或服務的提供者所獲取的經濟利益之間，具有因果關係。德州地方法院認為，以

下載侵權著作為用戶吸引力者為 BitTorrent 軟體，並非作為連線媒介的網路，用戶

欲從事 P2P 違法下載檔案之行為，並不須專屬透過被告所提供之服務，任何能夠

提供網路連線之通訊公司皆可，因此被告所提供的網路連線服務並不該當直接經

濟利益要件，不構成代理侵權責任438。 

（三） Warner Bros. Records Inc. v. Charter Communications, Inc.,2019 

WL5387099 (D. Colo., 2019). 

 然而，科羅拉多州聯邦地方法院（簡稱科州地方法院）針對代理侵權的直接經

濟利益要件判斷，有別於先前法院之見解。科州地方法院雖認同過往法院對於直接

經濟利益的標準：如果侵權著作之可取得性對於產品或服務之消費者而言，屬於具

有消費吸引的拉力（a draw），則認該產品或服務之提供具有直接的經濟利益。雖

charter 公司與先前兩案之 Cox 及 grande 公司皆屬於網路連線服務提供者，過往法

院以用戶訂閱網路連線服務並非以從事違法 P2P 傳輸為由，而認定通訊公司對於

用戶的直接侵權活動不具有直接的經濟利益。但是，科州地方法院卻認為，被告就

其網路連線服務的推銷廣告詞為：能夠讓用戶享三秒內下載完八首歌、標榜高速網

路，且自 2012-2015 年已有數十萬件 charter 用戶違法下載之侵權活動，且被告接

獲原告之侵權通知而未採取任何防堵用戶侵權之措施，被告用戶一旦明白 charter

放任用戶侵權，將會購買更多頻寬以違法下載著作，charter 之收益因而增加439，基

此，被告放任用戶侵權之不作為及廣告文宣足證其對於用戶的直接侵權活動具有

直接的經濟利益。 

三 提供雲端儲存空間 

（一） American Broadcasting Companies, Inc. v. Aereo, Inc., 134 S.Ct. 2498 

(2014). 

 自 2008 年第二巡迴法院作成 Cartoon Network v. CSC Holdings 判決之後，2014

                                                      
437 A “[f]inancial benefit exists where the availability of infringing material acts as a draw for customers.”, 

id., at 1078.  
438 UMG Recordings, Inc. et al v. Grande Communications Networks LLC et al, supra note 434, at *10.  
439 Warner Bros. Records Inc. v. Charter Communications, Inc.,2019 WL5387099, at *5 (D. Colo., 20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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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聯邦最高法院針對網路串流影音作成指標性判決。Aereo 公司提供用戶無線電視

網路轉播服務，Aereo 系統並由伺服器、轉碼器（transcoders）、置放於中央機房的

數千個微型天線所組成。用戶可至 Aereo 網站點選欲觀看之節目，Aereo 伺服器接

收到用戶的請求後，會於該節目播放期間指定一個專屬該用戶的天線，並將該天線

調整成該節目之頻道並接收該節目之訊號，再透過轉碼器將訊號轉換成網路可傳

輸的資料，伺服器再將之儲存於 Aereo 中央硬碟內專屬於該用戶的資料夾中，於資

料儲存完畢後，伺服器便會將該專屬於該用戶的「個人複製檔（subscriber-specific 

copy）」透過網路串流播放至用戶的行動裝置，用戶可以同時或於各自選定的時間

觀看440。因此，當節目播放的當下，如同時有數個用戶點選相同節目，各用戶皆會

有獨立的天線接收訊號、各自透過轉碼器轉譯成數位檔案，並各自儲存於中央硬碟

中的專屬資料夾中，每位用戶所收看的節目內容雖相同，但皆由不同的個人複製檔

所串流播放。 

 本案涉及的爭點有二：一，Aereo 提供上開服務的行為是否構成著作權法的「表

演」？；二，如認為其行為構成表演，則該表演行為是否「公開」？441就表演之認

定，早期法院認為社區天線電視（community antenna television, CATV）之業者裝

設天線、使用同軸電纜（coaxial cables）承載訊號至家用電視機等行為僅是放大

（amplify）及調變（modulate）訊號以擴大訊號之傳輸範圍及效能，並未編輯及產

生節目內容（亦即，並未變更或提供新訊號）442，角色上屬於被動的閱聽者（viewer）
443而非主動的廣播者（broadcaster），故非著作權法規範的表演行為。然而，1976 年

國會修改著作權法，明確將諸如 CATV 業者等有線電視系統所為的傳輸訊號行為

納入著作權法規制的範圍。一，國會不再採取過往最高法院以閱聽者、廣播者的功

能性地位來區分表演的見解，而規定「表演視聽著作指的是，以任意順序放映影像

或使附隨之聲音可供聆聽之行為」。二，國會亦增訂傳輸條款（transmit clause），將

公開表演規定為，向公眾「傳輸」演出的行為，另規定傳輸指的是「以傳輸或以其

他裝置或程序為傳達之方式遠端表演，使公眾得接觸著作」。因此，公開表演的概

念不再限於初次演出與放映，並包括將該初次演出與放映再為傳輸或傳達給公眾

的進一步行為444。雖然 CATV 的主要目的僅是增強訊號接收的品質，但其增強訊

號的手段—將原始傳輸的訊號再為傳輸，亦屬於著作權法中表演的範圍。 

 Aereo 系統之運作雖與傳統的 CATV 有些微之差異，包括 Aereo 系統只有在用

戶發出指令後才為傳輸行為，CATV 則是隨時收訊隨時再為傳輸，此外，由用戶指

                                                      
440 American Broadcasting Companies, Inc., et al. v. Aereo, Inc.,fka Bamboom Labs, Inc., 134 S.Ct 2498, 

2503 (2014).  
441 Id., at 2504.  
442  “the CATV provider makes an initial choice about which broadcast stations to retransmit, but then  

‘simply carr[ies], without editing, whatever programs [it] receive[s].’”, see Fortnightly Corporation,  

V. United Artists Television, Inc., 88 S.Ct. 2084, 2089 (1968).  
443 “The reception and rechanneling of [broadcast television signals] for simultaneous viewing 

is essentially a viewer function.” see Teleprompter Corp. v. Columbia Broadcasting System, Inc., 94 S.Ct. 

1129, 1131 (1974).  
444 The concept of public performance ... covers not only the initial rendition or showing, but also any 

further act by which that rendition or showing is transmitted or communicated to the public. , see 

American broadcasting companies, inc., et al. v. AEREO, Inc.,supra note 440, at 25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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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好節目，Aereo 方依照用戶之指定傳輸該節目之特定訊號，CATV 則是將所有節

目之訊號隨時地再傳輸至用戶端，然而，最高法院認為上開技術性差異對於用戶體

驗並無影響，對於用戶而言，其皆得自主性地選擇收視節目（在 CATV 系統，用戶

打開電視機利用遙控器選擇節目；在 Aereo 系統，用戶透過網站點選節目），故上

開不重要的技術差異並不會改變 Aereo 系統之法律評價445，Aereo 與 CATV 系統皆

屬於著作權法所規範的表演範圍。 

 就上開表演是否「公開」此一問題，最高法院首先究明 Aereo 公司所傳輸之表

演為何？法院認為 Aereo 公司再傳輸訊號的行為本身即創造了有別於原始訊號傳

輸的新表演，此外，一表演之傳輸可透過多次、各自獨立的傳輸行為完成，因此，

不論行為人分次寄送同一內容之郵件給不同人，或是同時將一封郵件一次寄給不

同人，皆屬於一個傳輸行為，並不會因為行為次數而變成多個傳輸行為。同理可知，

只要所傳輸的影像與附隨之聲音皆相同，不論行為人的客觀傳輸行為個數，皆僅傳

輸一個表演446。此外，即便各用戶皆獨立擁有專屬的「個人複製檔」，數次一連串

的獨立再傳輸流程皆屬於傳輸條款所規定的「程序（process）」，而應視為一傳輸行

為之整體，故，Aereo 系統將同一節目分次透過不同的天線接收、不同的電纜傳輸、

儲存於不同的資料夾內的數個「個人複製檔」，皆為傳輸「一個演出」的「單一行

為」。 

 既然 Aereo 系統再傳輸一個電視節目訊號的行為為「單一」表演行為，則回歸

本案的第二個爭點：表演是否「公開」，亦即，點選節目並收看的 Aereo 用戶是否

構成「公眾」？最高法院從兩個面向觀察，其一為橫向面，用戶與用戶之間是否處

於一人正常的家庭關係及社交圈範圍以內？另一為縱向面，用戶與其所接收的電

視節目之間，是否具有既存的權利義務關係（物權關係或債權關係）？申言之，物

歸原主、借貸關係的給付行為皆不會被認為是「向公眾」表演的服務提供447。Aereo

系統的用戶們彼此間不存在任何關係，亦不相識，又，用戶們並非系爭電視節目的

著作財產權人，對於電視節目本身亦不得主張任何法律關係，因此，Aereo 系統的

用戶們構成著作權法的「公眾」要件。  

 最高法院此一擴張性之解釋乃基於 Aereo 與 CATV 系統間運作上的高度相似

性，最高法院並沒有將公開表演權之規範範圍擴及於非有線電視系統技術的意圖，

為避免此判決阻礙到未來科技之發展，最高法院明白說明其他技術是否適用本案

之見解，仍須個案判斷，因此，本案見解不必然具有拘束力。此外，最高法院亦未

針對公開表演權是否適用於傳輸著作以外之目的的其他類似技術，如：雲端儲存

（cloud-based storage）為討論，因此，本案之見解不拘束此些技術之個案448。未來

如遇新科技的個案適用法條後之結果不當者，合理使用條款亦得作為微觀調控閥，

                                                      
445 Id., at 2507.  
446 “in light of the purpose and text of the Clause, we conclude that when an entity communicates the 

same contemporaneously perceptible images and sounds to multiple people, it transmits a performance 

to them regardless of the number of discrete communications it makes.”, id., at 2509.  
447 Id., at 2509-10.  
448 Id., at 25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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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避免公開表演權之適用阻礙了科技的發展。 

 Scalia 法官主筆的不同意見書中指出，涉及到設備製造商或提供者是否須為使

用人所為之侵權活動負責的問題，應首先考量449該製造商或提供者是否自主性地

參與侵權活動（engaged in volitional conduct that violates the Act），且該參與之行為

效果是否針對已受著作權保護之著作（directed to the copyrighted material）。此一自

主性要求亦可明確區分直接侵權及間接侵權責任。Scalia 法官從誰具有挑選傳輸內

容的主導性之角度觀察，認為 Aereo 系統僅有在用戶下達指令時始被動地啟動傳

輸程序，並僅傳輸用戶所指定之電視節目的訊號，傳輸過程的發動與傳輸的內容皆

由用戶主導，因此，Aereo 系統並不符合自主性要求，其功能相當於影印店提供設

備（Aereo 公司提供伺服器、天線、解碼器、傳輸用的電纜軸線等）供用戶複製文

件450，其行為之可歸責性應以間接侵權責任論斷，而非直接侵權責任。 

 此外，Scalia 法官認為本案多數意見所採納的「類似有線電視基準（looks-like-

cable standard）」不當，理由有三。其一，多數意見根據著作權法的修法歷史以探

求立法者真意的方法學有誤。其過度仰賴單一份的國會報告內容；其二，有線電視

系統與 Aereo 系統之間存在著重大的運作差異，傳輸之被動性及無法選擇傳輸內

容等運作差異，足以將 Aereo 系統為不同於有線電視系統的法律評價。其三，「類

似有線電視基準（looks-like-cable standard）」之適用結果實質上將「特定類型的技

術」直接評價為公開表演行為，不僅讓公開要件之審查淪為冗餘，亦產生著作權法

是否針對「類似於有線電視系統之技術」與「其他技術」而有不同適用標準之疑慮
451。 

 退步言之，即便多數意見所創設的「類似有線電視基準（looks-like-cable 

standard）」可採，其適用上亦產生若干問題。首先，此基準與過往法院所肯認的自

主性標準之間，於設備提供者之個案中該如何選擇適用？其次，多數意見並未提供

此基準適用時機的判斷標準，僅泛述此基準之適用需仰賴個案判斷（totality-of-the-

circumstances test），適用時機是以用戶得以即時收看電視節目為準？亦或是以技術

運作類似於有線電視系統為準？如後者答案為是，則 Aereo 系統中供用戶錄製節

目以延後收看之功能是否仍適用此基準？452多數意見所提出的判斷基準不旦未能

解答上開問題，反而製造更多未來適用上的模糊空間。最後，Scalia 法官認為，隨

著科技進步創造出越來越多新型態的著作利用，根本之道乃透過立法權來讓法律

能夠呼應現今科技，而非透過司法權扭曲、強行解釋既有的法律，以因應科技之變

革453。 

                                                      
449  “Every Court of Appeals to have considered an automatedservice provider's direct liability for 

copyright infringement has adopted that rule.” See id., at 2512.  
450 Id., at 2512-13.  
451 Id., at 2515-16.  
452 Id., at 2516-17.  
453 Id., at 25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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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Perfect 10, Inc. v. Giganews, Inc., 847 F.3d 657 (9th Cir. 2017). 

 Usenet 為一分散式的網路交流系統，將全球所有的伺服器相串聯，每一個用戶

所上傳之資訊除被儲存於 Usenet 提供者之伺服器中，並以文字形式張貼於網路上

的討論版中，如用戶所上傳者為影音類、圖片等資訊，該資訊會編碼成二進位檔案

（binary files）之形式附加於文章中，此即稱為新聞群組（newsgroup）。每一份張

貼文章皆擁有獨一的 Message—ID，用以精準定位每一份貼文在 Usenet 中的位址，

此外，藉由 Usenet 的對接過程（peering process），每一份張貼文章皆會自動通知並

複製至鄰接的伺服器，透過全球伺服器之串聯，該文章內容將會通知至全球所有伺

服器，並得以在各伺服器中取得該文章，然而，該文章僅短暫儲存於伺服器中，伺

服器會定期且自動地清除內容以容納新的資訊。本案被告之一 Giganews，為一

Usenet 服務提供者，旗下擁有多個 Usenet 伺服器，不僅提供用戶儲存資訊的網域

空間，亦提供用戶得以接觸、下載儲存於 Giganews 伺服器及其他 Usenet 提供者伺

服器中的資訊，另一共同被告 Livewire，旗下並未有伺服器，而僅提供其用戶得以

接觸儲存於 Giganews 伺服器中的 Usenet 資訊454。原告 Perfect 10，為一擁有眾多

成人圖片著作權的公司，發現其擁有著作權之數張成人照片違法散佈於 Giganews

的伺服器中之後，Perfect 10 向 Giganews 發函要求撤除若干照片，在函中，如 Perfect 

10 提供被侵權圖片的機械可判讀的 Message—ID，Giganews 即立刻撤除系爭照片；

如 Perfect 10 僅提供非機械可判讀的 Message—ID，Giganews 則發函要求 Perfect 10

補正侵權圖片的 Message—ID。但就函覆要求補正部分，Perfect 10 拒絕補正。而

後於 2011 年 4 月，Perfect 10 向加州中區地方法院（簡稱加州地方法院）起訴主

張，被告 Giganews 及 Livewire 所提供之服務已侵害其著作權，加州地方法院而後

多次做成數個簡易判決（summary judgment），除要求原告補正請求之外，認定駁

回原告對被告的直接、間接侵權之請求。2015 年 3 月，Perfect 10 就敗訴之部分向

第九巡迴法院提起上訴455。 

 首先，就直接侵權主張，上訴法院認為 Giganews 和 Livewire 皆未直接侵害

Perfect 10 的著作權。就直接侵權的其一成立要件：volitional conduct，上訴法院認

為其非指行為人的自主性、選擇性之行為，亦非司法創設的知悉或意圖要件，著作

權之直接侵權既屬於侵權行為態樣之一種，其當屬於侵權法中所要求至少須達到

的「最近法律原因」。在最高法院 Aereo 判決中的不同意見部分，法官 Scalia 指出，

任一上訴法院於審理涉及自動化作業的服務提供者的著作權直接侵權責任時，皆

應採納 volitional conduct requirement 作為判斷準據，且其他上訴巡迴法院亦曾在他

案中採納上開見解，雖最高法院於 Aereo 案之多數意見並未明確指出 volitional 

conduct為直接侵權成立的要件之一，但亦未針對 Scalia法官的不同意見提出批評，

且最高法院 Aereo 案區分服務提供者參與使用者侵權行為的介入程度，以判斷服

                                                      
454 Perfect 10, Inc. v. Giganews, Inc., 847 F.3d 657, 663-64 (9th Cir. 2017).  
455 Id., at 66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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務提供者是否應與使用者共同負擔著作權的直接侵權責任的看法，亦與 volitional 

conduct requirement 之內涵相同，因此，本案的上訴法院認為，即便最高法院未明

說，自其判斷內涵及各上訴法院的肯認，volitional conduct 應為著作權的直接侵權

責任之必要成立要件456。 

 本於此一前提，法院針對 Perfect 10 的直接侵權主張逐一檢視。首先，就公開

展示權部分，雖用戶得以使用 Giganews 所提供的 Mimo reader 以顯示儲存於

Giganews 伺服器中的侵權圖片，但 mimo reader 僅是用來讀取影像的軟體，且透過

Giganews 平台可接觸侵權圖片及 Giganews 自動複製、儲存侵權圖片等證據，皆未

能證明 Giganews 主動發動、控制侵權行為發生的流程，其僅於用戶上傳著作時，

被動地啟動後續一連串包括複製、傳輸、顯示圖像等行為。 

 此外，就散布權及重製權部分，上訴法院皆認為判斷重點不在 Giganews 複製、

傳輸侵權著作的行為本身是否屬於散布或是重製行為，而應著重認定 Giganews 和

Livewire 所提供的系爭服務，是否針對「特定著作內容」的上傳、複製、傳輸及儲

存有「控制力」或「決定權」，亦或者「惹起」上傳、複製、傳輸及儲存該特定著

作內容的「因果歷程發展」，Perfect 10 單純僅以 Giganews 一般性地經營管理 Usenet

服務等證據，並不足以認定 Giganews 及 Livewire「導致」侵權發生，難認被上訴

人所提供的服務與侵權結果兼具有「最近法律原因」457。 

 次之，就輔助侵權主張，雖然透過搜尋關鍵字及搜尋結果，Giganews 得以辨

別出被控侵權圖片的 Message—ID，但每個月 Giganews 會接收共約一千萬則貼文，

需要花費 35 萬 4 千小時的人力時間以辨識出侵權著作的 Message—ID，此作法造

成 Giganews 龐大的成本，並不符合輔助侵權要件中的「有能力採取簡單措施以防

堵後續侵權行為之發生」。此外，就誘引侵權主張，自 Giganews 的若干行銷廣告

中：提供搜尋所有 Giganews 新聞群組中的音樂、電影、圖片等字眼，難以推論

Giganews 有推廣利用 Usenet 為侵權的主觀目的，即便 Giganews 持續就已知侵權

行為人所提供的內容為商業利用、未經著作權人同意下提供 25,000 個萬億位元組

的著作內容，亦未能證明 Giganews 有促進用戶利用其服務為侵權之積極作為。最

後，就代理侵權主張，法院認為構成要件之一的「直接的財務利益」指的是，系爭

侵權行為與 Giganews 獲取的財務利益兼具有因果關聯，而不論該具有因果關聯之

獲利佔公司總收益的比例多寡，且須明確指出被告因為「本案」中的「系爭侵權行

為」之發生而獲取財務利益。而本案中的 Perfect 10 僅證明 Giganews 之用戶有利

用其所提供的 Usenet 服務上傳侵權著作，但未能證明其用戶乃係為了達到侵權目

的才使用 Giganews 的服務，對用戶而言，侵權用途僅是使用 Giganews 服務的額

外利益，而該額外利益並不足以證明 Giganews 提供服務的行為係為了吸引用戶為

侵權行為458。 

 綜上，第九巡迴法院本於上開理由，認為 Giganews 及 Livewire 所提供的服務

                                                      
456 Id., at 666-67.  
457 Id., at 669-70.  
458 Id., at 670-7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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並不構成侵害 Perfect 10 著作權的直接侵權及間接侵權責任，因而維持加州地方法

院之簡易判決，駁回 Perfect 10 的上訴主張。 

（三） BWP Media USA Inc. v. Polyvore, Inc., 922 F.3d 42 (2nd Cir. 2019).  

 Polyvore 為一提供使用者創作或分享照片拼貼的美國網路服務提供者，其中的

裁剪功能（Clipper tool），讓使用者得以將其他網站上的圖片裁剪下來，並將之儲

存、編輯、裁剪或是與其他圖片相疊加，使用者並得將製作成的照片拼貼與其他使

用者分享。當使用者上傳影像至 polyvore.com 時，Polyvore 即會自動完成以下程

序：將影像所在網站之超連結張貼於影像下方、產生各影像獨一的 URL，並予以

目錄化，讓使用者得以在 Polyvore 網站中搜尋到影像。此外，當使用者使用完裁

剪功能後，Polyvore 會啟動兩項程序：其一，應使用者裁剪指令所為的複製及展示

該複製圖像於網站上之行為；其二，於使用者不知情之情況下，擅自將上開複製圖

像重製成八個不同尺寸之圖片，並去除各圖片的元資料，重新指定不同的獨一 URL

給八個不同尺寸之圖片，以標示其 polyvore.com 的所在位址。 

 本案中的原告 BMP，擁有數張名人照片之著作財產權，其起訴主張 Polyvore

藉由其所研發的裁剪功能，將 BMP 擁有著作財產權的 85 張照片展示於

polyvore.com 中，直接及間接侵害其公開展示權459460。2016 年 7 月，紐約州南區地

方法院認定，被告 Polyvore 提供裁剪功能之行為不構成公開展示權之直接及間接

侵權，做成准許被告全部請求、駁回原告全部請求之簡易判決（Summary judgemt），

原告就全案上訴至聯邦第二巡迴法院，審理過程中原告捨棄間接侵權之主張，且法

院認為就 Polyvore 是否於未經使用者要求下，即擅自多次重製使用者所上傳之照

片之事實仍有爭議，第二巡迴法院於 2019 年四月做成部分維持、部分撤銷簡易判

決之裁判，並發回紐約地方法院重新審理461462。 

 Walker 法官指出，著作權之直接侵權責任屬於無過失責任（strict liability 

regime），無論行為人是否知悉系爭內容為侵權，皆應負責，但當涉及侵權著作張

貼於網站中 

的個案中，該網站之經營者恐須於不知情的情況下為第三人之行為負擔直接侵權

責任，因此於 1990 年代中期，法院遂從著作權法條文演繹出 volitional conduct463

                                                      
459 BMP Media USA Inc. v. Polyvore, Inc., 922 F.3d 42, 44-45 (2nd Cir., 2019). 
460 原告 BMP 尚有第二項主張，BMP 認為，Polyvore 變更使用者所上傳照片的元資料，並於使用

者不知情的情形下，擅自將使用者所上傳的照片重製八次並予以儲存的行為，已使得屬於網路服務

提供者的 Polyvore 不得駛入安全港而豁免於直接侵權之著作權責任。第二巡迴法院排除此部分之

事實爭議，並認為 Polyvore 不符合著作權法第 512 條第 c 項之要件，而不得豁免於民事侵權之著

作權責任。上開主張因涉及網路服務提供者之民事免責規定，此部分的判決理由將留待本文第四章

討論之。 
461 BMP Media USA Inc. v. Polyvore, Inc., supra note 459, at 44.  
462 本案特別之處在於多數意見僅針對 Polyvore 直接侵權、安全港條款適用後的結論達成共識，但

法律論理皆不同，John M. Walke, Jr.、Jon O. Newman、Rosemary S. Pooler 三位法官遂各自提出協

同意見書。 
463 關於 volitional conduct 之內涵，本案之各法官莫衷一是，為避免中文翻譯造成讀者理解上之錯

誤，本文不嘗試翻譯 volitional conduct，而選擇保留原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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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要件，要求網路服務提供者需具備 volitional conduct 之要件，且該侵權活動必須

肇因於服務提供者的 volitional conduct，始能令其負擔直接侵權責任。雖 Aereo 案

中最高法院並未討論 volitional conduct，但因當時最高法院將 Aereo 系統解讀為類

似於 CATV 的電視節目再傳輸系統，而與網路服務提供者無涉，因此 Aereo 案並

不意味著最高法院否定 volitional conduct 之要件464，此外，於 Aereo 案之後的他案

中，巡迴法院仍於網路服務提供者之侵權責任問題上，審查 volitional conduct 要件，

因此，本案仍有必要先行討論 Polyvore 是否具備 volitional conduct。 

 本案所需討論之標的有三：其一，Polyvore 提供裁剪功能之行為；其二，於使

用者裁剪並上傳圖片之同時，Polyvore 應要求複製及展示圖片於網站上之行為；其

三，使用者裁剪圖片之後，Polyvore 再將圖片重製八次之行為。 

 其一部分，其設計裁剪功能係為提供使用者得以裁剪所有圖片，並不限於受有

著作權保護之圖片，因此，裁剪工具不必然導致著作之重製，Polyvore 提供裁剪功

能之行為亦當不構成 volitional conduct465。其二部分，就重製行為來說，誠如第二

巡迴法院於 cablevision 案所述，當服務提供者基於使用者指令而重製，重製之行

為人為下達指令之使用者而非服務提供者；就展示行為來說，Polyvore 軟體基於使

用者之上傳指令而自動地展示圖片，其功能相當於連線服務，對於展示內容並無控

制力466，因此，Polyvore 被動式回應使用者要求所為的重製與展示行為皆不構成

volitional conduct。其三部分，不論使用者知情與否，Polyvore 另為重製圖片之行為

相當於 MP3tunes 案中的重製行為467，此外，在 Perfect 10 案中，Google 圖片搜尋

複製圖片以製成縮圖的行為既已被認為侵害重製權，舉輕以明重，本案 Polyvore 重

製成八種不同尺寸圖片之行為當認已屬於 volitional conduct。故，就 Polyvore 擅自

將圖片再為重製八次的部分，Walker 法官認為地院認定不構成 volitional conduct 的

見解有誤，此部分應撤銷（簡易判決）發回更審468。 

 最後，volitional conduct 之內涵為何？有別於 Newman 法官認為其屬於因果關

係要求之見解，Walker 法官認為其屬於行為自主性的要求，自主選擇是否參與侵

權活動之決策行為469，而Newman法官所指的因果關係為「最近法律原因（proximate 

cause）」，屬於與風險及預見可能性相關的過失概念470，兩者概念截然不同，此外，

在最高法院尚未承認 volitional conduct 屬於「最近法律原因」，且第二巡迴法院過

                                                      
464 BMP Media USA Inc. v. Polyvore, Inc., supra note 459, at 48.  
465 Id., at 51.  
466 Id.,, at 51.  
467 EMI Christian Music Group, Incorporated v. MP3tunes, LLC, 844 F.3d 79, 96 (2nd Cir., 2016). 
468 在 Walker 法官之協同意見書中，討論完直接侵權之後，Walker 法官續討論 Polyvore 提供服務

之行為是否駛入安全港，惟此部分為權利之例外，本文將留至第四章討論。 
469 “Volition, on the other hand, is the act of making a choice or determining something […] volition is 

choosing to engage in an act that causes infringement.”, see BMP Media USA Inc. v. Polyvore, Inc., supra 

note 459, at 52.  
470 英美損害賠償法上，如何將被害人之損害法律上歸責於行為人一節，以「最近法律原因(proximate 

cause)」一詞稱之，但美國學說與實務對於該用詞之定義莫衷一是，目前尚稱一致的理解為，「最近

法律原因」為賠償義務人應負賠償責任之限制。參吳志正，民事因果關係概念之再建構，東吳大學

法學院法律學系博士論文，2011 年 6 月，頁 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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往皆將之解讀為自主性的判例見解之下，除非經過全院庭審程序，否則皆應維持過

往判例見解。再者，「最近法律原因」亦不適合作為區分直接、間接責任之標準，

理由有五。一，自主性概念具有著作權法之依據，「最近法律原因」則無；二，「最

近法律原因」往往用於判斷一人不應為特定行為負責的情形，屬於責任限制之範疇，

而非用於決定誰應負責之責任範圍判斷 471，基此，美國侵權行為法整編

（Restatement （Third） of Torts）即建議將標題「責任範圍（「最近法律原因」）」

中的括號處刪除；三，「最近法律原因」之概念不明確，不應作為劃分責任範圍之

標準；四，「最近法律原因」屬於過失概念，處理行為風險的預見可能性，不應適

用於本質為無過失責任的直接侵權472；五，Newman 法官認為在民事責任中，判斷

誰為侵權人的「最近法律原因」與誰為賠償責任人的「最近法律原因」為不同之概

念，此一適用上容易造成混淆之標準即不應再引入鮮少有過失侵權爭議的著作權

法中473。基於上開理由，Walker 法官認為，作為劃分網路服務提供者之直接或間接

責任之 volitional conduct 標準，應解釋為自主性概念，以能夠清楚、正確地適用不

同的直接、間接責任之要件474。 

 Newman 法官則認為，volitional conduct 並非直接侵權之「要件」，而僅是課予

一人直接責任的論責前提，過往判決認為，除非一人「造成（caused）」原告所主張

之損害，否則該人無須為侵權行為負責。據此，Newman 氏認為 volitional conduct

應理解為因果關係，在著作權法脈絡中，此處所指的因果為民事侵權行為法中的

「最近法律原因（proximate cause）」，判斷被告行為與侵權活動開展（the commission 

of the tort）之間的鏈結，此觀點亦受多數巡迴法院所採475。隨後，不論是 Sony 案

所建立的一般商品原則、美國數位千禧年著作權法第二編：網路著作權侵權責任限

制之制定、cablevision 案主文中的相關文句476、Scalia 法官於 Aereo 案中協同意見

                                                      
471 學者 Charles Greenstreet Addison 主張「最近法律原因」為侵權行為責任之限制，謂：「倘過錯行

為(the wrong)與法律上之損害(legal damage)間，依一般經驗(by common experience)並無序列相關，

或根據事件之通常歷程(ordinary course of events)，損害並非由過錯行為所致者，此過錯行為與損害

即非處於原因與結果之連鎖關係」。參同前註 470，頁 67。 
472 Charles Greenstreet Addison 氏之後的學者，皆一致認同將「最近法律原因」作為侵權責任限制

之原則，但其對於原則之理解則有所不同。Frederick Pollock 氏採取 Oliver W. Holmes, Jr.氏過失侵

權行為理論，認為所謂過失侵權行為即是違反了避免造成他人可預見危險之一般社會義務，因此，

「最近法律原因」用於排除任何居於被告地位之合理行為人對不能預見之損害所成立的過失責任，

此稱為「可預見後果說(foreseeable consequence test)」。然而，行為人「過失」責任之成立，是否需

以行為人之行為實際尚已造成損害(harm, injury)為必要？抑或只需行為人已違反注意義務，僅造成

危險(risk)，但尚未造成實質損害前即可成立過失責任？此問題為英美侵權行為法上之古典爭議，

目前尚無定論。而後，二十世紀初期，就「最近法律原因」之判斷，學說續發展出「法定義務範圍

說」、「危險範圍說」、「直接結果說」、「合理預見危險說」，不論採取何種學說，關於判斷過失侵權

責任之「最近法律原因」，眾學說內容皆涉及風險與預見可能性之概念。參同前註 470，頁 72-87。 
473 See BMP Media USA Inc. v. Polyvore, Inc., supra note 459, at 53.  
474  “As Justice Scalia stated in his Aereo dissent, “[t]he distinction between direct and secondary 

liability would collapse if there were not a clear rule for determining whether the defendant committed the 

infringing act. […] The volitional-conduct requirement […] its purpose is […] to channel the claims 

against them into the correct analytical track.”, see id., at 54.  
475 Id., at 62.  
476 “In determining who actually ‘makes’ a copy, a significant difference exists between making a request 

to a human employee, who then volitionally operates the copying system to make the copy, and issu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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書亦指出，volitional conduct 為網路服務提供者為第三人行為負責之前提，皆顯示

法院並非一律免除網路服務提供者之責任，而是關注於提供者就侵權活動之參與

程度，上開判例雖未明白提及 volitional conduct 的內涵即為「最近法律原因」，但

皆肯認服務提供者需在整體的侵權活動流程中扮演著積極的角色，始有可能另其

與使用者一同承擔直接侵權責任，此即隱含著因果關係之判斷。 

 除了關於 volitional conduct 之內涵外，Newman 法官尚不同意 Walker 法官之

以下若干論點。Polyvore 對於展示內容並無控制力，此僅是判斷 Polyvore 是否應負

直接侵權責任的考量因素之一，並非決定性因素。此外，MP3tunes 案係處理安全

港條款之問題，並未涉及軟體開發者是否應為使用者侵權行為負責之問題。再者，

Polyvore 應使用者指令而展示圖片之行為因非 volitional conduct 而豁免於直接責任

之判斷不必然可適用於所有情境，當軟體使用者合法轉售數位音檔，軟體開發者的

中央伺服器接收並儲存音檔的過程中勢必涉及檔案之重製，此非使用者知悉的重

製行為應認定為合法行為，而非適用上開判准後的非法行為結論。最後，Newman

法官認為 Polyvore 提供裁剪功能之行為，提供使用者重製著作的實質上幫助

（substantial assistance）、允許使用者利用其所提供的工具為之，且不同於影印店店

主，Polyvore 與使用者之關係非如影印店店主與客戶間的「一次性」關係，而是「繼

續性」關係，Polyvore 對於使用者是否有侵權行為是可能知情的，因此，不能斷然

認為 Polyvore 提供裁剪功能的行為不屬於 volitional conduct477。 

 有法庭之友（amicus curiae）指出，系統自動複製多次以製成多種不同尺寸的

圖片供使用者能夠利用各種裝置觀覽圖片，在網路科技中屬於常態、普遍之網站設

計。Pooler 法官本於此觀點出發，認為不論是基於使用者指令所為的重製，或是額

外於使用者不知情的情況下再為的重製，皆不改變 Polyvore 被動的性質，有別於

MPStunes 案中，系統為提供用戶搜尋圖片著作所為之重製，Polyvore 的重製乃是

為了讓使用者所上傳之圖片能夠以各種裝置觀覽，兩者性質不同，Pooler 法官認為

volitional conduct 的分析應考量目前的科技運作實務，不應將因應使用者指令而自

動多次重製圖片的行為認定為非自主性行為478。 

                                                      
a command directly to a system, which automatically obeys commands and engages in no volitional 

conduct.”, see Cartoon Network LP, LLLP v. CSC Holdings, Inc., 536 F.3d 121, 131 (2nd Cir., 2014).  
477 see BMP Media USA Inc. v. Polyvore, Inc., supra note 459, at 67-9.  
478  I cannot agree with conceptualizing volitional conduct in such a way that an ISP does not act 

volitionally when it automatically makes one, but not more than one, unrequested copy in response to 

a user’s request for a copy. I believe this volitional-conduct analysis must enter the landscape of 

multiple devices, mindful of both our copyshop past and the realities of functional website design in our 

pres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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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項 美國法院見解之評析 

第一款 美國法院就公開傳輸權侵害認定之標準 

一 直接侵權 

（一） Volitional conduct requirement 

 美國著作權之侵權責任區分成直接責任，與為他人侵權負責之間接責任。直接

侵侵權屬於無過失責任（no-default liability，又稱為嚴格責任），不要求行為人對侵

權活動之主觀認識；相反地，間接責任則要求被告須具備不同程度的主觀犯意

（mens rea）或可歸責性（culpability）。然而，在網路環境中，往往有複數個人參

與著作內容之傳輸與流通，傳輸與流通過程中所涉及的行為亦多為程式運作下所

自動執行者，而非人為實際上自主執行的行為，此兩項特徵造成直接與間接侵權責

任於網路環境中，難以區辨。 

 針對上開問題，多數巡迴法院已逐漸發展出 volitional conduct requirement，特

別針對(1)被告為網路服務提供者及網站經營者；(2)其服務及提供之網站為用戶作

為侵權用途（旨在鼓勵或實際上具有鼓勵效果）；(3)且侵權活動所涉及的行為為程

式運作下所自動執行者，此種被稱為被稱為「自動服務提供者（automated-service 

providers）」之直接侵權責任479，要求其責任成立須以 volitional conduct 為要件，雖

未經最高法院明白確認，但巡迴法院觀察 Aereo 案之最高法院判決，認為最高法院

並未否定 volitional conduct requirement。然而，volitional conduct 之內涵為何？早

期 Netcom 案，網路連線服務業者 Netcom 架設並維持供作一般用途的伺服器，用

戶利用其伺服器上傳並傳輸侵權重製物的過程中，Netcom 並未主動參與亦無控制

力，Netcom 系統自動針對 Usenet 伺服器480上所有資料為暫時性重製皆為程式所自

動執行者，其角色有如影印店店主，如令其負擔直接責任，將造成單一用戶個人之

侵權活動連帶將所有 Usenet 網絡上提供伺服器之業者一同入責，直接責任既不要

求責任主體的主觀認識，即應至少要求除了架設設備以外的人為介入（human 

                                                      
479 第二、第三、第四、第五、第九巡迴法院皆曾明確表示自動服務提供者的直接侵權責任之成立

須以 volitional conduct 為要件，雖多數案件皆曾上訴至最高法院，惟皆經最高法院程序上駁回上訴，

而未能經過最高法院確認。See Leonard v. Stemtech International Inc., 373 F.3d 376, 386-87 (3d Cir. 

2016), cert. denied, 138 S.Ct. 975 (2018).; CoStar Group, Inc. v. LoopNet, Inc., 373 F.3d 544, 551 (4 th Cir. 

2004).; BWP Media USA, Inc. v. T&S Software Associates, Inc., 852 F.3d 436, 444 (5 th Cir. 2017), cert. 

denied, 138 S. Ct. 236 (2017).; Perfect 10, Inc. v. Giganews, Inc., 847 F.3d 657, 666-67 (9th Cir. 2017).; 

BMP Media USA Inc. v. Polyvore, Inc., 922 F.3d 48 (2d Cir. 2019). 
480 關於 Usenet 伺服器之技術介紹，請參照前揭關於 Perfect 10, Inc. v. Giganews, Inc., 847 F.3d 657 

(9th Cir. 2017)之解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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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tervention）481。 

 第四巡迴法院於 CoStar 案則嚴格解釋 volitional conduct，網站經營者即便會審

查網站上之貼文內容，亦不被認為屬於 volitional conduct，法院轉而認為審查機制

屬於網站守門人機能，即便有落網之魚，網站亦已應原告要求將侵權內容撤下482，

法院似認為基於鼓勵平台業者與權利人合作之政策目的，只要平台業者願意實施

貼文審查政策，即不應據此認為其符合 volitional conduct 而令其入責。實則，著作

權法並未將 volitional conduct 特定為人為介入侵權活動，當人為設計、架設之系統

應用戶之指令而重製著作，且系統自動執行的重製僅是預先寫好的程式碼運作之

結果，如該系統乃基於特定目的所設計，提供者藉由提供用戶該系統而獲利，則應

認提供系統之行為足以構成 volitional conduct，否則在數位時代下，用戶高度仰賴

系統、軟體為侵權活動的事實，侵權活動所不可或缺的技術支援提供者幾乎無成立

直接侵權責任之可能。於 Aereo 案中，最高法院之見解恰可反映上開看法，雖最高

法院並未審查 volitional conduct 要件，其不再關注系統自動執行重製與傳輸之技術

面，亦不再區分用戶與系統提供者之角色差異，而著重在 Aereo 系統對於用戶體驗

的效果—將無線訊號轉譯成數位訊號，利用網路再傳輸給用戶接收，相當於有線電

視系統之體驗483。隨後，部分法院本於 Aereo 案最高法院之判決，嘗試針對網路服

務提供者於用戶的侵權活動中扮演的角色，區分成主動或被動，以明確化 volitional  

conduct 之認定標準，但標準仍不明確484。 

 Dish 案，第九巡迴法院雖未明白提及 volitional conduct 一詞，但其認為直接侵

權責任之成立，須被告為侵權行為（copying by the defendant）485，亦即，係由被告

所導致者（causes），並肯定地院將之具體化為「最重大且重要之原因（the most 

significant and important cause）」486。Giganews案，第九巡迴法院即明白認定volitional 

conduct 為「最近法律原因（approximate cause）」之判斷，透過「最近法律原因」

標準，具體衡量網路服務提供者之類型與參與侵權活動之程度，然而，即便

Giganews 設有篩選用戶上傳內容的 Message—ID 之機制，並與其他 Usenet 伺服器

業者訂有連結協定以擴大資料交換之範圍，此些得以人為控制伺服器儲存內容的

手段，仍被法院認定不足以構成用戶侵權活動的「最近法律原因」487，究竟自動服

                                                      
481 Religious Technology Center v. Netcom Online Communications Services, Inc., 907 F. Supp. 1361, 

1368-69 (N.D. Cal. 1995).  
482 CoStar Group, Inc. v. LoopNet, Inc., 373 F.3d 544, 556 (4th Cir. 2004).  
483 American Broadcasting Companies, Inc., et al. v. Aereo, Inc.,fka Bamboom Labs, Inc., 134 S.Ct 2498, 

2503 (2014). 
484 本案之網路服務提供者提供用戶 HairTalk 網站，供用戶得以該網域空間中張貼內容、分享評論、

與其他用戶互動等，法院認為用戶於 HairTalk 網站上張貼侵權內容之行為，HairTalk 網站並無須為

此負擔直接責任，蓋其角色更趨近於 Netcom，而不具備 volitional conduct，有別於 Aereo 系統，

Aereo 雖應用戶之收看指令始複製、傳輸訊號，但訊號之來源、傳輸路徑等皆由 Aereo 系統所事先

安排，故於侵權活動中其乃位於主導性地位。See BWP Media USA, Incorporated v. T&S Software 

Associates, Incorporated, 852 F.3d 436, 442 (5th Cir. 2017).  
485 法院此處所指的 copying 泛指任何侵害到著作權人於著作權法所享有的排他權的行為，而非僅

限於重製行為。 
486 Fox Broadcasting Co., Inc. v. Dish Network LLC, Inc., 747 F.3d 1060, 1067 (9 th Cir. 2014).  
487 Perfect 10, Inc. v. Giganews, Inc., 847 F.3d 657, 663-64 (9th Cir. 20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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務提供者之參與程度須達到何一門檻始具備 volitional conduct，答案仍未明。法院

僅表示，用戶介入系統運作過程及用戶自行挑選上傳內容的主導權為判斷「最近法

律原因」的參考要素之一488。Zillow 案，第九巡迴法院再次確認 volitional conduct

為「最近法律原因」之因果關係判斷，但同時亦提及責任主體須「主動參與」侵權

活動，始得成立直接責任489，該案中的網站經營者雖有挑選並標籤化用戶所上傳的

圖片之行為，以建立搜尋功能，惟因當事人未就此部分上訴，法院遂未就網站經營

者的人為介入是否構成「最近法律原因」一事為討論490。於 Polyvore 案，第二巡迴

法院針對 volitional conduct 之內涵意見相歧，Newman 法官認為此屬於「最近法律

原因」之判斷491，Walker 法官則認為其屬於「行為自主性」之判斷492。 

 據上開 volitional conduct 於美國司法實務發展之脈絡可知，在自動服務提供者

的服務或設備為用戶作為侵權用途之事實中，volitional conduct 已成為區辨自動服

務提供者之直接或間接侵權責任之判斷標準，即便第九巡迴法院已將此標準具體

化為「最近法律原因」，而第二巡迴法院則未有一致共識，法院仍未能明確指出同

為應用戶指令而為運作之系統，服務提供者之人為介入須達到何種程度，始能跨越

「最近法律原因」之要求，成為如同 Aereo 系統一樣於用戶侵權活動中具有主動性

地位（active role）的直接侵權責任主體。附帶一提的是，自 Netcom 案以降，多數

法院已廣泛接受 volitional conduct 後，基於 volitional conduct 內涵之高度不確定性，

自動服務提供者遂多將攻防焦點集中在著作權法第 512 條之責任限制主張，此外，

誠如第 512 條第 l 款之規定493，國會並無意以網路服務提供者民事免責條款取代

volitional conduct 之分析，亦即，即便網路服務提供者未能符合安全港之要件時，

其效果為不能免除民事責任，非謂逕負直接侵權責任。 

 就非涉及自動服務提供者之事實，就本文所討論之個案類型來說，即「提供超

連結」、「提供 P2P 軟體」此兩種類型非屬於自動服務提供者，前者為被告有認識

地、自行地將超連結張貼於網頁中，而未有「誰」為侵權行為之爭議，後者為被告

單純僅提供 P2P 軟體及檔案交換平台，侵權活動過程（檔案交換）中，僅在用戶端

電腦間連線傳輸，P2P 業者之伺服器中既未有著作內容，亦未有檔案傳輸行為，亦

未有「誰」為侵權行為之爭議，因此，在「提供超連結」個案，明確是超連結張貼

人為行為人，只須直接討論公開展示權之要件；在「提供 P2P 軟體」之個案，明確

是 P2P 軟體用戶為侵權行為人，只須討論其間接侵權責任之要件，而無必要討論

volitional conduct 之問題。 

 不論涉及何一著作權法中的排他權，原告之直接侵權主張皆須包含(1).原告具

有有效之著作權；(2).被告重製原告系爭作品中原創性構成元素（copying of 

                                                      
488 Perfect 10, Inc. v. Giganews, Inc., supra note 454, at 667.  
489 VHT, Inc. v. Zillow Group, Inc., 918 F.3d 723, 731-32 (9th Cir. 2019). 
490 Id., at 736. 
491 BMP Media USA Inc. v. Polyvore, Inc., supra note 459, at 60-9.  
492 BMP Media USA Inc. v. Polyvore, Inc., supra note 459, at 52-4. 
493 17 U.S.C. §512(l): ” The failure of a service provider’s conduct to qualify for limitation of liability 

under this section shall not bear adversely upon the consideration of a defense by the service provider that 

the service provider’s conduct is not infringing under this title or any other defens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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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nstituent elements of the work that are original）494。其中就第二個要件，除審查著

作保護要件外，遂直接審查原告所執受侵害權利之要件。此外，不論就公開表演或

公開展示權，因立法者皆採寬廣定義的立法文字，因此，於網路時代下幾乎所有的

無形傳達方式皆可被含括在表演及展示之定義中。法院審理的重點實為各權利間

之區辨、「誰」為表演或展示，亦即，責任主體之判斷，以及公開之判斷，部分個

案中亦可發現，法院為避免判決結果之不合理，而過度著重個案技術之分析，而做

出不符合著作權法中表演、展示定義之結論495，以下即分別針對公開表演權及公開

展示權司法實務發展為整理式地介紹，試圖整理出法院侵權判斷之認定標準。 

（二） 公開表演權 

 表演除包括親自現場表演之外，尚包括傳輸（transmit）表演，亦即，以任何

順序放映影像，並使伴隨聲音之行為，為一種同時間傳達著作內容之影像及聲音的

順序性表達行為，有別於未傳達聲音，僅以非順序性的方式呈現影像使之得以被觀

覽的展示行為。 

 早期的訊號傳輸再傳輸個案中，法院早期認為訊號之再傳輸，僅擴大訊號之傳

輸範圍及效能，並未編輯及產生節目內容（亦即，並未變更或提供新訊號），角色

上屬於被動的閱聽者（viewer）而非主動的廣播者（broadcaster），故非著作權法規

範的表演行為。然而，1976 年國會修改著作權法，明確將諸如 CATV 業者等有線

電視系統所為的接收與再傳輸訊號行為納入著作權法規制的範圍，因此，於 Aereo

案中，最高法院從用戶觀看體驗之角度著眼，認定 Aereo 所提供之服務相當於有線

電視系統，因此即便其傳輸技術有別於 CATV 系統，仍屬於著作權法之表演。此

外，即便係由用戶之下達指令始開起訊號之傳輸，法院仍認為此一技術特性並不影

響 Aereo 系統之法律評價，法院似認為將表演置於公眾得接觸的狀態，亦構成表演

行為496。 

 於影音串流之個案中，因串流傳輸得以於接收端電腦的暫時記憶體接收檔案

的同時，播放影音內容，感知著作內容與傳輸同步化的特性讓傳輸具有表達著作內

容之性質，因而屬於著作權法之「表演」497。 

 就「公開」要件而言，著作權法明訂公共場合條款及傳輸條款，解決了網路時

代下，用戶多在個人空間及各自選定的時間閱聽著作內容而難以符合傳統複數人

同時同地閱聽之公眾定義。然而，如傳輸技術上將各用戶所接收之訊號設計成「獨

有的單一重製物」，則各用戶接收該「獨有的單一重製物」是否仍符合公眾之要件？

Cablevison 案中第二巡迴法院首先將「獨有的單一重製物」認定為表演，並以公開

                                                      
494 Feist Publications, Inc. v. Rural Telephone Service Co., 111 S.Ct. 1282, 1296 (1991).  
495 如：涉及公開表演權的 cartoon network LP, LLLP v. CSC Holdings, Inc., 536 F.3d 121, 131 (2nd Cir. 

Feb. 19, 2014).、涉及公開展示權的 Perfect 10, Inc. v. Amazon.com, Inc., supra note 369, at 1162.  
496 RAYMOND T. NIMMER, LAW OF COMPUTER TECHNOLOGY, §15:6, at 7.  
497 不同於串流傳輸，下載並未立即播放著作內容，而是當接收端電腦之硬碟將整個檔案接收完畢

後始能夠開始播放著作內容，傳輸行為與播放行為為不同時點之行為，故下載行為並非表演行為。

See U.S. v. Ameriacan Soc. Of Composers, Authors, Publishers, 627 F.3d 64 (2nd Cir. 20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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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認定標的為「實際演播時」的潛在接收者範圍，以各用戶皆須利用其有線機盒解

密始得閱聽，實際演播時的潛在接收者僅有解密之該用戶，而認定非屬於公眾要件。

於 Aereo 案中，最高法院則從 Aereo 系統再傳輸訊號的行為來觀察，認為再傳輸行

為本身即創造了有別於原始訊號傳輸的新表演，既然多次再傳輸行為所傳達的訊

號內容皆相同，則用戶下達指令所重製的「獨有的單一重製物」並非獨立成為一表

演，而僅是一表演之部分傳輸行為，因此，公眾範圍之認定即為接收該新表演之潛

在用戶—所有 Aereo 系統之用戶，此外，即便接收者範圍限制為 Aereo 用戶，因該

用戶之組成為通常家庭關係及社交關係以外之多數人498，且用戶們並非系爭電視

節目的著作財產權人，對於電視節目本身亦不得主張任何法律關係，仍符合公眾要

件。 

（三） 公開展示權 

 展示為以非連續的方式呈現影像，使之得以被觀覽。學者 Nimmer 指出，單純

輸入電腦或是其他檢索系統的行為並非表演，諸如將作品掃描以確認硬碟是否包

含用戶正在尋找的資料，亦非表演499。因此，表演與展示最大的差異在於，表演排

除單純「呈現（represent）」的行為，而具有傳達性質（communicative element）。 

 於圖片搜尋引擎自動生成超連結之個案中，法院認為利用圖片縮圖製成視框

連結之行為並未直接侵害公開展示權，法院以搜尋引擎本身並未「實際持有」圖片

之重製物，且其並未創造或是儲存新圖片，僅是單傳提供使用者圖片所在位址之索

引，認定其不符展示之定義。然而，在往後非屬於搜尋引擎，在網站中張貼視框連

結之個案中，法院拒絕適用上開「伺服器標準」，除認為著作權法第 106 條第 5 項

並未規定「實際持有」要件，且該標準亦未形成判例法之外，法院更以搜尋引擎自

動張貼超連結與於網頁中張貼視框連結之兩事實之差異，而認定伺服器標準並不

能比復援引至網頁中張貼視框連結之個案中。既然公開展示權之展示行為僅要求

以非連續之方式呈現影像，不論呈現影像所使用之技術為何，亦不論所使用之技術

是否涉及重製或是持有重製物，因網頁造訪者之體驗角度而言，視框連結能夠直接

使造訪者直接觀覽影像，故構成著作權法所規定的展示行為。另就「公開」要件，

則同屬於公開表演權中的公開要件之判斷。 

二 間接侵權 

 美國著作權法雖未明文規定間接侵權責任，此乃源自於普通法原則並發展成

判例法500，因著作財產權之直接侵權本質上屬於民事侵權行為（tort），故法院援引

之以資判斷，服務提供者是否須為第三人之直接侵權負責之問題。間接責任的基本

                                                      
498 Playboy Enterprises, Inc. v. Frena, 839 F. Supp. 1552, 1557 (M.D. Fla. 1993).; American Broadcasting 

Companies, Inc., et al. v. Aereo, Inc.,fka Bamboom Labs, Inc., supra note 440, at 448. 
499 “the mere act of input into a computer or other retrieval system would not appear to be a performance, 

nor would other internal operations of a computer such as the scanning of a work to determine whether it 

contains material the user is seeking.” See Nimmer on Copyright ¶8.14[B] (1993).   
500 Metro-Goldwyn-Mayer Studios Inc. v. Grokster, Ltd., supra note 406, at 9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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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義，係指一個人未曾直接侵害他人權利，卻因為間接對第三人知直接侵權行為，

有一定程度之影響或關聯，必須負擔間接責任501。此外，因間接侵權之本質為為第

三人之行為負責，故，須以第三人構成直接侵權為必要，如無第三人 之直接侵權，

服務提供者之間接侵權責任則無可從屬。 

（一） 輔助侵權（contributory infringement） 

 輔助侵權502為故意誘引（inducing）、鼓勵他人直接侵害著作權503，須對他人之

直接侵權具有實質貢獻者（material contribution），其係基於其與直接侵權行為間之

關聯，有別於與代理侵權責任係著重與直接侵權人間之關聯504。在網路時代中，電

腦系統之提供者是否要為用戶利用其系統為侵權行為之事負責，於輔助侵權責任

之脈絡下，構成要件有三：一，提供者知悉透過使用其系統得以獲得「特定」侵權

著作；二，並有能力採取簡單措施以防堵後續侵權行為之發生；三，但提供者仍持

續提供用戶得以接觸侵權著作之管道505。 

 就主觀要件之程度，有法院認為被告應「確實知悉（actual knowledge）」「特定」

侵權活動506，有法院認為只要知悉或「應該知悉（should have known）」即可，但

第四巡迴法院於 2018 年判決中指出，提供者之知情程度應至少為「蓄意視而不見

（willful blindness）」，最高法院於專利法輔助侵權之個案中已認為，知情要件須至

少達到蓄意視而不見之門檻，屬於過失概念之應該知悉則不與之。且考量產品、服

務提供者所提供產品或服務具有促進資訊傳播、增進思想創新等符合著作權法制

定目的的功能，在新科技保護、公眾取得資訊之公益及權利人利益等綜合考量下，

應朝向不致令新科技研發者難以預期之責任之解釋，故，第四巡迴法院將散布產品、

服務之行為人之主觀要件限縮於故意或蓄意視而不見。 

 自 Sony 案發展以降，因行為人之主觀知悉難以探求，故法院多採 Sony 案建

立的「實質非侵權使用」之判斷標準，透過最高法院於 Grokster III 案之釐清可知，

除非一產品或服務不具有實質非侵權用途，否則單純散布產品或提供服務的客觀

行為及單純泛知（general knowledge）其產品或服務可以被用作侵權用途，並不足

                                                      
501 Marshall leaffer, UNDERSTANDING COPYRIGHT LAW 425-6 (New York: LexisNexis, 2005).,轉引

自姚信安，從美國法角度探討我國著作權民事間接責任相類制度，中正財經法學，2 期，頁 164，

2011 年 1 月。 
502 Sony 案中，最高法院認為輔助侵權為代理侵權概念下之一分支。See Sony Corp. of America v. 

Universal City Studios, Inc., 104 S.Ct. 774, 785 (1984).; 但於 Grokster III 案中，最高法院明確區分輔

助侵權與代理侵權此兩種不同的間接侵權責任，屬於不同類型為第三人行為負責的責任。See Metro-

Goldwyn-Mayer Studios Inc. v. Grokster, Ltd., supra note 406, at 930.  
503 See Metro-Goldwyn-Mayer Studios Inc. v. Grokster, Ltd., supra note 406, at 930.  
504 馮震宇，部落格也會侵權？網路服務提供者責任限制規範下的部落格責任，萬國法律，153 期，

頁 17，2007 年 6 月。 
505  In the online context, we have held that a “computer system operator” is liable under a material 

contribution theory of infringement “if it has actual knowledge that specific infringing material is 

available using its system, and can take simple measures to prevent further damage to copyrighted works, 

yet continues to provide access to infringing works.” See supra note 454, at 671.; also see perfect 10, Inc. 

v. Amazon.com, Inc., supra note 369, at 1171-72.  
506 A&M Records, Inc. v. Napster, Inc., supra note 400, at 10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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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滿足主觀要件507。因此，綜觀法院見解的發展，輔助侵權之主觀要件需行為人「確

實知悉」「特定」侵權活動，即便行為人不知情，亦至少需「蓄意視而不見」特定

侵權活動。此外，如行為人所散布之產品或服務不具有實質非侵權用途，亦可透過

其客觀的散布行為推定其主觀知悉要件。就法律效果而言，主觀知悉特定侵權活動

將產生課予行為人撤回或拒絕提供支持侵權活動的服務及產品的作為義務，但並

不會產生停止或預防侵權活動的作為義務508。 

 就有能力防堵之要件，如撤回服務或拒絕提供產品所生之成本大於用戶侵權

所造成之損害，基於成本效益之考量，即便行為人有能力防堵，亦得以防堵成本過

鉅而免除其撤回服務與技術支持的義務。此外，Giganews 案中，第九巡迴法院便

以 Giganews 需要花費 35 萬 4 千小時的人力時間以辨識出侵權著作的 Message—

ID，此作法造成 Giganews 龐大的成本為由，認定 Giganews 並無能力採取簡單措

施以防堵後續侵權行為之發生。 

 就仍持續提供服務、產品之要件，亦有稱為「實質貢獻（material contribution）」，

於 Gershwin 案中，法院認為音樂會出資人對於音樂會中未被授權之表演而侵害著

作權之情形負有輔助侵權責任509。因此，於判斷實質貢獻要件，法院似認為當行為

人提供設備予直接侵權者即屬之。於 Fonovisa 案，法院認為以物易物活動之經營

者提供服務予承租人為侵權行為擴大的最重要原因，包括提供場所、公用設備、停

車場、廣告、配管工程設施及聚集消費者予攤位承租人等服務，故以物易物活動之

經營者須為攤位承租人販賣盜版等侵權活動負責510。從 Fonovisa 案可知，只要行

為人對於直接侵權活動提供資金、設備、人流、廣告等任何實質上擴大侵權活動效

果之行為，法院皆認為該當實質貢獻要件。於網路時代中輔助侵權之個案，法院多

承襲 Fonovisa 案所建立的寬鬆見解來判斷實質貢獻要件511。例如，於 Napster 案，

法院認為如無 Napster 提供網站及軟體，用戶即無法輕易地搜尋、並下載到其所需

求的音樂，認定 Napster 所提供的服務已實質促成用戶為侵權。近期法院進一步放

寬實質貢獻之認定標準，除將提供服務的積極作為納入以外，更包括具有侵權意圖

的而未能阻斷對於直接侵權活動具有促成效果的消極不作為在內512。 

                                                      
507 其背後原因在於，行為人如對於其行為能導致直接侵權之結果十分確定，於此確信之前提下提

供 用 戶 產 品 或 服 務 (knowingly takes steps that are substantially certain to result in such direct 

infringement)，令該行為人為可預見的第三人侵權行為負責，不致過苛。See perfect 10, Inc. v. 

Amazon.com, Inc., supra note 369, at 1171.  
508 Raymond T. Nimmer & Jeff C. Dodd & Lorin Brennan, INFORMATION LAW §4:45, at 1.  
509 Gershwin publishing corp. v. Columbia artists management, inc., 443 F.2d 1159, 1163 (2nd Cir. 1971). 
510 Fonovisa, Inc. v. Cherry Auction, Inc., 76 F.3d 259, 264 (9th Cir. 1996).  
511 Russell J. Frackman & Jeffrey D. Goldman, Back To The Future: The Napster Decision Confirms The 

Applicability Of Traditional Copyright Principles To The Internet, 2 SEDCJ 31, 37 (2001).  
512 於 UMG Recordins, Inc. v. Grande Communications 案，兩造爭執網路連線提供者知悉特定用戶持

續且頻繁地違法交換檔案，其未能或拒絕採取積極行動以阻止用戶的違法下載，此「不作為」是否

屬於對於用戶直接侵權行為有實質貢獻的「積極行為(active steps or affirmative conducts)」？德州地

方法案認為，本於第四巡迴法院於 BMG Rights Mgmt. v. Cox Communications 中認為蓄意視而不見

之不作為已足以證明被告之侵權意圖，基此，grande 具有侵權意圖之不作為已足認具有實質貢獻的

積極行為，構成輔助侵權責任。See UMG Recordings, Inc. et al v. Grande Communications Networks 

LLC et al, supra note 434, at *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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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代理侵權（vicarious infringement） 

 代理侵權為自他人直接侵害著作權之活動中獲利，並拒絕行使權力以阻止或

限制他人之侵權活動513，由於其係基於其與直接侵權人間之關聯，不必與侵權行為

有關，故縱對直接侵權行為不知悉仍須負代理侵權責任514。代理侵權之構成要件有

二：一，被告有權限及能力監控系爭侵權行為，且未行使該權限；二，被告針對系

爭侵權行為具有直接的財務利益。 

 就第一個要件，監控之侵權行為之權限及能力，在 Perfect 10 v. Amazon.com

案，第九巡迴法院認為 Google 搜尋引擎需與第三方侵權網站之間至少具有契約上

關係。因此，監控之權限限於法律上權限。即便部分第三方侵權網站與 Google 搜

尋引擎之間訂有廣告刊登契約，且契約訂有「當企業主違反著作權，Google 保留

監控及終止合作之權力」條款，第九巡迴法院仍認為，終止合作之權限並未能直接

阻止第三方網站為親權，故，代理侵權所要求之監控權限須為搜尋引擎具有控制第

三方侵權活動本身之權力515。 於 Perfect 10 v. Visa Intern. Service Ass’n 中，多數意

見區分「控制侵權活動之權限」及「控制可能誘使其停止或降低侵權活動之經濟誘

因的權限」，即便第三方網站可能囿於信用卡公司終止合作條款之規定而降低其為

侵權活動之誘因，但並無法直接控制第三方網站是否為侵權活動，第九巡迴法院遂

以信用卡公司不具有停止第三方網站侵權活動之絕對權力，而認定不符合第一個

要件516。本於上開要求，Napster 系統因具有伺服器以檔案名稱或索引之管理，而

得以終止用戶之連線、搜尋管道，但因 grokster 系統未設有伺服器管理檔案名稱與

索引，無從得知用戶使用軟體之實際情形下，法院即認定 grokster 不具有監控用戶

侵權活動之權限及能力。然而，Perfect 10 v. Visa Intern. Service Ass’n 中的 Kozinski

法官在其不同意見書中則採較寬鬆之見解，監控之權限不限於直接阻止特定侵權

活動之權限，僅需針對侵權活動具有控制效果即足517。 

 就第二個要件，直接的財務利益要求系爭侵權行為與 Giganews 獲取的財務利

益間具有因果關聯，亦即，須證明用戶為了實施特定侵權活動而使用系爭服務。

Napster 案，因 Napster 用戶多利用 P2P 軟體為侵權活動，Napster 亦以之招攬用戶，

並創造收益，故，Napster 對於用戶的侵權行為具有「直接的財務利益」。在 Giganews

案，原告僅指出 Giganews 之用戶有利用其所提供的 Usenet 服務上傳侵權著作，未

能證明其用戶乃係為了達到侵權目的才使用 Giganews 的服務，並不足以構成直接

的財務利益。此外，於 Erickson Productions, Inc. v. Kast 案，被告委任第三人設計

公司網頁，受任人盜用原告具有著作權之圖片，作為網頁設計之元素，第九巡迴法

院認為，利用原告具有著作權之圖片以增加網頁之吸引度，並不構成直接的財務利

                                                      
513 Metro-Goldwyn-Mayer Studios Inc. v. Grokster, Ltd., supra note 406, at 2776.  
514 馮震宇，前揭註 504，頁 17。 
515 Perfect 10, Inc. v. Amazon.com, Inc., supra note 369, at 1173.   
516 Id., at 803-4.  
517 “Physical control over the infringing activity is one way to stop infringers, but it's certainly not 

the only way. Withdrawing crucial services, such as financial support, can be just as effective, and 

sometimes more effective, than technical measures that can often be circumvented.”, id., at 8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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益，除非原告能證明該公司網頁之造訪者乃係基於觀覽該圖片，或是因為觀覽到網

頁上之該圖片而決定購買服務以外，否則因為使用他人圖片而節省下的授權金僅

屬於間接的財務利益518。綜上，多數法院認為，如果侵權著作之可取得性對於產品

或服務之消費者而言，屬於具有消費吸引的拉力（a draw），則認該產品或服務之

提供具有直接的經濟利益。然而，科羅拉多州聯邦地方法院最近卻認為，被告放任

用戶侵權之不作為及廣告文宣足證其對於用戶的直接侵權活動具有直接的經濟利

益。但此一寬鬆之見解與事證之採納，顯已與屬於誘引侵權中關於「被告基於推廣

侵權用途的目的」要件之判斷相互重疊。 

（三） 誘引侵權（inducement infringement） 

 誘引侵權之構成要件有四：一，被告基於推廣侵權用途的目的；二，而散布裝

置或是產品；三，第三方之侵權行為成立；四，第三方侵權之發生與被告之促進行

為間具有因果關係。最高法院於 Grokster III 案提及的「並以明示（clear expression）

或採取積極作為的方式（affirmative steps），促進第三方為侵權行為」，本身並非誘

引侵權的獨立要件，而是強調舉證被告具有推廣侵權用途目的或意圖所需的「證明

度」，不能僅以被告有散布產品或經營網站之事實即推定其具有推廣侵權用途之主

觀目的。就第一個要件，Grokster III 案，最高法院以被告以 Napster 會員為主要行

銷對象、未研發相關工具及機制以降低用戶的侵權活動、大部分的用戶流量多為侵

權使用，且被告致力於擴增使用流量以創造收益等三項證據，認定 grokster 具有推

廣 P2P 軟體侵權用途之目的519。在 Columbia Pictures Industries, Inc. v. Fung 案，第

九巡迴法院發現，Fung 所提供的所提供的平台中有票房電影清單，當使用者點選

清單中的電影標題後，會被要求上傳該電影之 BT 檔，且當用戶針對受著作權保護

之重製物位置與播放問題時，系統皆會提供協助等兩項事證，此外，沿襲最高法院

於 Grokster III 案之見解，以 Fung 對於用戶侵權活動之不作為、高度仰賴用戶流量

以創造廣告收益等證據，合併觀察下足以證明 Fung 具備推廣 P2P 軟體侵權用途之

目的520。然而，第九巡迴法院卻於 Giganews 案中採取限縮之認定，雖然 Giganews

提供可得接觸 Usenet 伺服器中的資訊約有 25,000TB 之受著作權保護之檔案未經

授權，且 Giganews 持續商業利用已知的侵權用戶所提供之內容，並廣告宣傳

Giganews 部會追蹤用戶的下載等事證，第九巡迴法院仍以上開行為未顯示

Giganews 具有推廣 Usenet 侵權用途之意圖，亦未能證明其積極促進用戶侵權521，

而駁回原告誘引侵權之請求。 

 就第三個要件，當提供服務或散布產品的行為導致第三方為侵權活動，則成立

兩者之間的因果關係。然而，有別於 Grokster III 案中僅有 grokster 及 StreamCast

提供用戶 P2P 軟體，在 Fung 案中則有數家與 Fung 相同之公司提供用戶軟體，且

                                                      
518 Erickson Productions, Inc. v. Kast, 921 F.3d 822, 829-30 (9th Cir. 2019).  
519 Metro-Goldwyn-Mayer Studios Inc. v. Grokster, Ltd., supra note 409, at 939-40.  
520 Columbia Pictures Industries, Inc. v. Fung, 710 F.3d 1020, 1034-37 (9th Cir. 2013), cert. dismissed, 134 

S. Ct. 624 (2013).  
521 Perfect 10, Inc. v. Giganews, Inc., supra note 454, at 67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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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統中尚有設有 IsoHunt 網站，將用戶所所上傳的 BT 檔內添加備用追蹤器（backup 

tracker），此一功能讓 Fung 之用戶得以接觸來自於其他檔案交換平台上之 BT 檔
522，因此，有必要區分 Fung 用戶侵權活動與下載 Fung 網站上的 BT 檔或利用其所

提供的追蹤器而取得 BT 檔之間的不同因果程度，而不能仿照僅有單一服務提供來

源的 Sony 案及 Grokster III 案逕採「若無，則不（but-for test）」的條件因果判斷523。 

第二款 本文評析 

 美國實務爭論最劇之問題即為區別直接責任與間接責任之 volition 要件。綜觀

美國法上公開表演權及公開展示權侵害之民事責任，巡迴法院針對 volitional 

conduct 標準之內涵為何，意見分歧，然 volitional conduct 標準之內涵究竟為「最

近法律原因」，抑或是「行為自主性」之判斷？ 

 回溯 volitional conduct 標準之發展，濫觴於法官 Whyte 於 1995 年 Netcom 案

之見解：「雖然著作權屬於嚴格責任，但仍應具備自主意志（volition）或因果關係

（causation）之要素，而用戶使用被告系統來重製著作者，即屬欠缺此要素」，但

此一見解於 1998 年美國國會議定著作權法第 512 條條文時未被採納，從立法者旨

意來看，拒斥 Netcom 案所主張的「未選擇承載內容並自動化執行儲存和傳輸的服

務提供者，應享有民事責任豁免」的觀點，不採概括化的立法模式，而是針對不同

的服務提供類型設計不同的免責要件，因此，即便是自動化執行和傳輸之服務提供

者，仍需符合個別的免責要件，始能免責。然而，2008 年 cablevision 案採納 Netcom

案對 volition 之觀點，認定唯有實際按下錄影按鈕之用戶本身才構成 volition 要件，

被告僅製造並維護系統，重製、傳輸等行為係應用戶指令所為，對於重製、傳輸與

否不具控制力及自主性，非屬直接侵權人。2014 年最高法院於 Aereo 案雖未直接

否定 Netcom 案就 volition 之見解，但本文認為，最高法院為解決，專為侵權而設

計的系統卻得以自動化執行程式為由逃避責任之弊端，遂將系統之設計、生產、執

行任務之全部視為一體，並以系統同時產生影像、聲音以傳達著作內容為由，令系

統提供者與用戶一同負擔侵權責任。因此，最高法院實係將歸責行為之觀察時點，

自系統被動回應用戶指令時，擴張至前階段之系統設計，以迴避無法解決的 volition

困境：被動執行任務的系統何以能夠自主性地從事侵權行為，雖最高法院對於

volition 的見解為何，仍未可知，但可以確知的是，最高法院實際上已否認 Netcom

案所詮釋的 volition 標準，即便是無任何人為介入的自動化執行指令，亦不得以之

作為免責之理由524。2017 年 Giganews 案，第九巡迴法院明確指出 volition 之內涵

為最近法律原因，而非行為自主性要求，著重判定 Giganews 對於「特定著作內容」

之上傳、重製的「因果歷程發展」的控制力，再度確認最高法院認為不得以自動化

                                                      
522 Columbia Pictures Industries, Inc. v. Fung, supra note 419, at 1029.  
523 因本案僅涉及永久禁制令之核發，未涉及損害賠償之計算，故第九巡迴法院並未表示如何將區

分因果程度的標準適用於個案事實中。See Columbia Pictures Industries, Inc. v. Fung, supra note 419, 

at 1037-9.  
524 David Nimmer, Volition In Violation Of Copyright, 43 COLUM. J. L. & ARTS 1, 19 (20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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執行程式為由免責的主張。哥倫比亞特區聯邦上訴巡迴法院法官 tatel 復指出，美

國著作權法並未排除自動化執行程式構成侵權之可能性，尤其國會針對公開表演

權所為之寬廣定義已跳脫出主、被動之區分，遂最高法院認定 Aereo 案中全自動化

的傳輸行為依然構成公開表演行為。Tatel 法官認為，雖然全自動化執行程式很可

能構成公開表演權之侵害，但此一見解並不會導致所有之服務提供者皆因此入責，

著作權法第 512 條即提供此種服務提供者抗辯免責之空間。第二巡迴法院的

Newman 法官明確指出 volition 為相當因果關係之要求，所有著作權侵害案件皆須

該當之要件，而相當因果關係之見解恰與最高法院 Breyer 認為著作權法中的公開

表演權將廣播機構與視聽人都納入責任主體之見解相一致，Newman 法官遂提供應

用戶要求而自動化執行程式的系統開發者和經營者成立共同侵權責任的可能性525。

 從此一發展可知，雖然 Newman 法官已明確指出 volition 為相當因果關係之要

求，但畢竟此見解尚未廣受其他巡迴法院之接受，甚至已在第二巡迴法院中內部產

生分歧，故此見解之正確容待檢驗，但本文認為美國實務已明確否定 Netcom 案「未

選擇承載內容並自動化執行儲存和傳輸的服務提供者，應享有民事責任豁免」的觀

點，並自 Aereo 案以降嘗試以擴張法條解釋或是創設 volition 要件等方式以解決如

何令「自動服務提供者」負擔直接責任的困境，本文認為 volition 要件之內涵認定

僅屬美國實務爭執的表面，實際上的其係在處理「何者才是人類的智力、精神活動

下所設計、創造出的著作利用行為」，此人才為直接責任所要課責之行為人，而此

人之認定爭議僅是被法院包裝成 volition 要件之認定標準之爭，既已釐清美國實務

爭論 volition 要件內涵之背後原因與目的後，剩下所需解決的問題僅剩如何透過

volition 要件精準判斷出所有個案中的「實際上付出人類的智力、精神，以設計、

創造出的非法著作利用行為」之行為人，並何一 volition 要見解是最能與法條文字

及立法者原意相符。 

第四節 小結：歐盟法與美國法之比較 

第一項 超連結 

 在我國「於網頁中張貼著作所在之超連結」之個案類型中，張貼超連結行為之

法律評價，在歐盟法下，屬於向公眾傳達權侵害之認定；在美國法下，依被侵權之

著作的呈現形式，決定係以公開表演權或是公開展示權為侵害認定。然而，目前美

國法上關於張貼超連結之案例僅有涉及公開展示權者。 

 比較歐盟法與美國法之案例可知，不論是歐盟法或是美國法，皆明白地分別將

張貼超連結之行為認定為「傳達行為」及「展示行為」，前者係因超連結能夠將著

作內容置於公眾得以接觸之狀態；後者係因超連結符合美國著作權法第 101 條中

「展示」定義：以其他「程序」顯示著作物的重製物（copy），並明確拒絕將「伺

服器標準」適用於非搜尋引擎之個案上，並肯認「整合標準」之適用。 

 然而，在「公開」要件上，歐盟法發展出「新技術」及「新公眾」兩個子標準，

                                                      
525 David Nimmer, id., at 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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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者係指以權利人最初所未慮及的新技術再利用（傳輸）著作；後者係以著作權人

最初將著作內容公開所欲設的潛在接收公眾範圍作為比較基準。如利用人使用新

技術再傳輸著作，因不同的傳達行為性質會牽涉到著作利用之型態，亦牽繫著著作

利用市場之利益分配，只要利用人使用新技術再傳輸著作，因非屬著作權人得預見

之市場利益變動之著作利用行為，一律皆需獲得權利人之同意，而無庸再論新公眾

要件。如利用人未使用新技術，則適用「新公眾」標準，進一步區分超連結所指向

的著作來源是否經權利人合法授權，如經合法授權且公開者，則非該當新公眾；如

未經合法授權，或經合法授權但設有造訪權限限制者，則屬該當新公眾，但因超連

結為資訊傳輸的基石，遂要求張貼超連結之人需主觀知悉超連結指向的著作來源

非法，始該當「新公眾」。但因主觀知悉難以探求，遂以「獲利目的」推定行為人

之主觀知悉，但該推定容許行為人舉證推翻。美國法上的「公開」要件，係以美國

著作權法第 101 條所定「公開」定義中的「傳輸條款」，只要系爭超連結所張貼的

網頁為所有網友皆可自由造訪的網站，皆該當「公開」要件。因此，不論系爭超連

結指向的著作來源是否經權利人授權，其皆直接以超連結張貼網頁的公開性與否

為判斷，此為美國實務與歐盟法院實務間最大的差異。（下參表四） 

 在我國「提供可連結至外部影音網站之機上盒及 APP」之個案類型中，僅有歐

盟法院有對應的個案—Filmspieler，歐盟法院遵循過往判例所建立的向公眾傳達權

的審查架構，即「傳達行為」及「向公眾」兩要件的討論。 

 就「傳達行為」要件，法院係以「干預」因子為輔助判斷，即：行為人不僅主

觀上須知悉其行為將產生提供著作內容給公眾之效果，其行為客觀上亦須在傳達

過程中達到實行面上的不可或缺的程度—如欠缺該行為之干預，大眾可能無法享

受著作內容，或者即便得以享受著作內容，但須花費龐大成本而有實行上的困難。

即便 Filmspieler 機上盒中內載的超連結所指向的目的網站，任何人皆得以透過網

路不受限制、自由地造訪該網站，但因該網站知名度不高，多數網路使用者不知悉，

因此透過購買 Filmspieler ，達到實際上讓多數人原本未得而可得之程度。 

 就「向公眾」要件，公眾指的是，人數不確定之潛著作接收者，且潛在數量達

到相當之規模，而潛在著作接收者之計算，不僅須考量於同一時點接收著作之人，

亦包括在一段時間軸上，連續接收著作之人，並排除屬於私人的家族朋友及正常社

交圈所來往之人，並排除不具備「距離」要素之非實體傳輸（如：公開表演、公開

口述、公開展示）下的公眾（即接收著作之公眾處於傳達行為發生地的當場），且

僅就行為人為傳達行為時所欲傳遞之潛在接收對象（targeted by）納入公眾之範圍。

一旦 Filmspieler 機上盒售出後，得以讓許多機上盒的潛在消費者得以在異時異地

透過機上盒中的擴充元件連結到外部網站中的盜版影音，且 Filmspieler 銷售者係

有償販售機上盒，且主觀上知悉超連結所指向的目的網站有盜版影音網站，法院遂

以以行為人主觀上知悉著作內容來源的違法性及獲利目的為由，判斷行為人的銷

售行為及於新公眾，因而須負擔侵害向公眾傳達權之著作權責任。 

 從歐盟法及美國法比較可知，兩者皆將張貼超連結行為認定為著作權法保護

的著作利用型態，前者，透過司法積極主義，一方面不斷擴張「傳達行為」的範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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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一方面透過創設許多輔助性判斷因子來限縮「向公眾」要件的範圍，以避免向公

眾傳達權之權利範圍過度擴張，因此，張貼超連結的個案被精細地切分為著作來源

經授權與未經授權兩大類，分別成立未侵權及侵權之結論。後者，亦透過司法積極

主義，不斷擴張「展示行為」的範圍，盡量讓所有新形態的著作利用都能夠在審查

的第一階段中被納入著作權保護之範圍，但有別於歐盟法院之做法，美國法院並未

限縮、細緻化「公開」要件的審查，因此，除了搜尋引擎及合法授權供社群軟體之

使用者無償利用著作（即 Sinclair v. Ziff Davis, LLC et al.案）的個案外，張貼超連

結行為的個案皆被認定為公開展示權之直接侵害。歐盟與美國似乎在部分個案上

呈現相左的結論，但本文認為歐盟與美國的侵權結論並無不同，差異者僅在於審查

結構的不同而已。 

 而此一差異係因歐盟著作權法制中不存在合理使用之微觀調控的機制；美國

則有。於超連結指向的著作來源經權利人合法授權的個案中（如：Leaders、Free 

Speech 案），即便美國法院認定構成公開展示權之直接侵權，其得透過合理使用制

度，衡量系爭張貼視框連結的行為之性質及目的、系爭被侵害的著作本身的性質，

以及系爭視框連結對於權利人就其著作的公開展示權能所應享有的利益是否受到

重大影響等，以確保系爭個案的直接侵權結論並未不當箝制資訊社會的資訊交流

及使用者適度利用著作內容以發展創作的權益。雖歐盟資訊社會指令第 5 條第 3

項設有向公眾傳達權的權利限制與例外規定，但該等限制與例外事由皆屬各國立

法之選擇，未必所有的歐盟會員國皆具有能夠妥善回應超連結指向的著作來源經

權利人合法授權的個案應獲得未侵權結論之需求，且即便該國定有得適用於個案

中的限制事由條款，但該國的公開傳輸權之權利限制與例外條款尚須滿足三階段

測試，導致歐盟會員國之內國法中關於公開傳輸權之權利限制與例外條款得以適

用的機會並不多。再加上欠缺合理使用此等能夠針對個案需求微觀調控侵權與否

結論的機制，因此，歐法院實有必要在公開傳輸權之權利範圍認定上為細緻化的司

法解釋，以確保歐盟會員國針對爭議性個案能夠有相同之結論。 

 此一問題又因歐盟著作權法制中不存在關於間接侵權責任的統一、整合性規

定，但歐盟又訂有創造歐盟整體單一數位市場的目標，而更形嚴重。誠如歐洲學者

所批判者，「向公眾」要件中創設主觀知悉的輔助性因子，實係將原屬間接侵權責

任的要件搬移至直接侵權責任之審查架構中，而有混淆直接責任與間接責任分野

的問題，但因歐盟著作權法制將著作權間接侵害責任之立法空間完全委由各會員

國自行發揮，但又囿於單一數位市場的目標，只好將爭議性的個案類型提前至向公

眾傳達權之直接侵權責任層次來處理，以避免各會員國針對特定爭議個案產生歧

異性的侵權認定結果，不利於歐盟建立單一數位市場目標的達成。 

第二項 其服務被第三人用以侵害著作權之服務提供者 

 在我國「其服務被第三人用以侵害著作權之服務提供者」之個案類型中，服務

提供者提供的服務被第三人用以侵害著作權，該服務提供者的「提供行為」之法律

評價，在歐盟法下，屬於向公眾傳達權侵害之認定；在美國法下，則按服務使用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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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於服務用途的掌控能力的不同，發展出不同的法律評價方式，自高至低度控制的

光譜中，分別聚焦在不同爭點為討論。在高度控制的一端，因使用者之參與僅係下

達指令、開啟指令， 整體的侵權活動幾乎多是設備內建的程式所自動執行、完成，

因此，法院遂著重討論此種自動服務提供者就程式自動執行所產生的侵權活動是

否應為負責的問題，遂有關於「誰」為表演、服務提供者是否「自主性」開啟程式

的自動化執行流程、是否「得以掌控」程式自動化完成侵權活動的因果歷程發展等

法律爭點。Aereo III、Giganews 及 Polyvore 案即屬此種自動服務提供者，雖性質

上皆屬提供雲端儲存服務，但透過程式的不同設計，額外提供多樣化的附加功能，

而此等功能正是著作權法所欲規制的行為。 

 而使用者控制力較高、且非涉及自動服務提供者之個案，即我國「提供 P2P 軟

體及平台」、「提供網路連線服務以供用戶使用 P2P 軟體及平台」的個案類型，就

前者來說，被告單純僅提供 P2P 軟體及檔案交換平台，侵權活動過程（檔案交換）

中，僅在用戶端電腦間連線傳輸，P2P 業者之伺服器中既未有著作內容，亦未有檔

案傳輸行為，亦未有「誰」為侵權行為之爭議；就後者來說，就後者來說，被告單

純僅提供網路連線，其服務與被傳輸內容的接觸僅有傳輸開始與完結的短暫時間，

幾乎無可能知悉用戶傳輸何種內容，更無從控制用戶如何透過網路連線所為之後

續利用行為，亦當無「誰」為侵權行為之爭議。因此，在「提供 P2P 軟體及平台」

及「提供網路連線服務以供用戶使用 P2P 軟體及平台」之個案中，因利用 P2P 軟

體傳輸非法檔案之用戶為侵權行為人，法院遂皆僅聚焦討論其間接侵權責任之要

件，而未討論 volition 要件。 

 比較歐盟法院與美國實務就類似個案所為之差異處理可知，歐盟法院選擇將

向公眾傳達權之範圍擴及於向公眾提供可供大眾公開傳輸他人著作的提供行為，

美國實務則選擇未擴大解釋權利範圍，並透過 volition 要件嘗試將直接責任與間接

責任相區分，釐清應負責任之主體。細繹歐盟與美國兩者間的發展差異，本文認為

係由於歐盟欲建立單一數位市場，在未能統一各國關於間接責任規範之前提下，僅

能透過擴張向公眾傳達權之範圍，試圖整合各國差異性的著作權法實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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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歐盟法 美國法 

所涉權利 向公眾傳達權(InfoSoc §3 I) 公開展示權(17 U.S.C. §106 V) 

構成要件(TB)  傳達行為(Act of communication) 

 向公眾(To the public) 

 展示行為(Display) 

 公開(Publicly)  

搜尋引擎 無案例 Perfect 10 v. Amazon 

「伺服器標準」∉ 展示行為 

不構成侵權 

於網

頁中

張貼

超連

結 

著作來

源係經

合法授

權 

 

 

Svensson 案 BestWater 案 Leaders 案 

TB1  張貼超連結∈傳達行為 

(=足以向公眾傳達或提供) 

TB1 不適用「伺服器標準」 

張貼超連結∈§101「展示」定義：以「其他」程序顯示

著作物的重製物(copy) 

TB2 連結指向的目的網站

上的著作內容係無限

制地供所有網路使用

者自由造訪觀覽 

∉新公眾 

法院未處理此問題 TB2 連結指向的目的網站上的著作內容係無限制地供所有

網路使用者自由造訪觀覽 

 

結論 未侵權 未侵權 結論 侵權 

著作來

源未經

合法授

權 

GS Media 案 Goldman v. Breitbart News Free Speech 案 

TB1 張貼超連結∈傳達行為 

(=足以向公眾傳達或提供) 

TB1 張貼超連結 ∈§101

「展示」定義 

符合「整合標準」：超連結所指向

的內容已整合成為瀏覽器讀取的

網頁內容∈§101「展示」定義 

TB2 以「獲利目的」「推定知悉」著作來源未經授權 TB2 未爭執遂未討論 

結論 侵權 結論 侵權 侵權 

表 四：「提供超連結」之個案，歐盟及美國法就此類個案所為侵權判定之比較；來源：筆者自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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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公開傳輸權之權利限制與例外 

第一節 比較法上公開傳輸權之權利限制與例外 

 美國憲法第 1 條第 8 項第 8 款明文授權為了促進科學及實用藝術之進步，國

會應賦予作者對於其作品一定期限內的排他性權利526。此一條款不僅揭示著作權

旨在賦予創作者對其著作利用一定的獨占權，更是揭示在最大範圍內滿足公眾近

用著作之利益需求，此需求包括保留在後創作之人創作行為所需的基礎素材527、人

格展現及社會文明發展所需的言論自由空間528，因此，公共利益不僅為著作權賦予

之理由，亦是著作權限制之理由，基此，整部著作權法為平衡各方利益的制度，經

新技術之衝擊而打破著作權法原已建立好的平衡，嗣經立法與司法調整，再度重回

原有的平衡。然而，自本文第三章之觀察，不論是在立法層面或是司法解釋層面，

歐盟法的向公眾傳達權、美國法的公開表演權、公開展示權的權利範圍皆有擴大趨

勢（趨於保障著作權人），就立法層面而言，卻沒有伴隨著相應的權利限制與例外

規定的擴張529。此外，權利限制與例外之本質為將原本屬於公約所賦予作者著作財

產權的排他性權能，在一定條件下直接排除於著作權法保護的範圍外，具有干涉或

限縮向公眾傳達權、公開表演權、公開展示權的法律效果，其存在需於著作權法中

具備充分的正當化理由。尤其，於數位時代的今日，網路的發展帶動著作之質與量

的提升，社群網站的盛行更促使個人著作的產量爆炸性地成長，已不需以著作權的

保護，作為鼓勵作者創作的誘因，反而應著重如何透過著作權法以避免壓抑他人接

觸、使用著作權的空間，鼓勵著作流通以促進文化發展530，權利限制與例外規定作

為公私益調和機制的角色，即越形重要。因此，有必要針對向公眾傳達權、公開表

演權、公開展示權相對應的權利限制與例外規定為司法實務的分析，以確保各國著

作權法皆能符合藉由衡平各方利益，以達成創作動能極大化、社會文明欣榮發展的

                                                      
526 Clauses VIII, Section VIII, Article I of U.S. Constitution: “The Congress shall have power to promote 

the progress of science and useful arts, by securing for limited times to authors and inventors the exclusive 

right to their respective writings and discoveries.”  
527 Chafee 教授曾云：「世界之所以永續進步，是由於我們每一個人都能夠為往聖繼絕學，在先賢創

作的基礎上，為繼起創作之故。一個人佇立於巨人肩膀上的侏儒，所能看到的視角，比巨人本身，

還要來地長遠。」此外，其於著作法經典專論 Reflections on the law of copyright 一文中主張，一部

理想的著作權法，除了提供著作權人排除侵害的保障之外，亦「不得因此壓抑作者以外之人從事獨

立創作之路」(protection should not be allowed to stifle independent creation by others)。Zechariah chafee, 

Jr., Reflections On The Law Of Copyright: I, 45 COLUMN. L. REV. 503, 503-29 (1945). 轉引自黃怡騰，

著作權法上合理使用原則之研究，國立政治大學法律學系博士論文，頁 559，1996 年。 
528 黃居正、邱盈翠，公共領域的結構轉型：以美國著作權法的理論變遷與實務觀點為中心，歐美

研究，第 41 卷第 4 期，頁 1027-1032，2011 年 12 月。 
529 Christophe Geiger, The Future of Copyright in Europe: Striking a Fair Balance between Protection and 

Access to Information, CEIPI, available at 

https://www.unistra.fr/uploads/media/Report_Future_of_Copyright.pdf. (last visited on Aug. 15, 2020). 
530 熊誦梅，當公法遇上私法 II—雲端上之智慧財產權，頁 2-4，2018 年。 

https://www.unistra.fr/uploads/media/Report_Future_of_Copyright.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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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標；另一方面，有必要細繹干涉、限縮歐盟法的向公眾傳達權、美國法的公開表

演權與公開展示權權能的權利限制與例外隨著司法實務伸縮、調整背後的正當化

事由，或者是否有不符合正當化事由等發展方向，此不相稱的發展又該如何調整，

以上三個問題為本章第一節所欲解答之問題，並作為我國公開傳輸權之權利限制

與例外適用的參考。 

 於我國法中，涉及公開傳輸權之權利限制者有，著作權法第 49、50、53、61、

65 條，與本文之討論個案（亦即，我國公開傳輸權適用上具有實務爭議者）：「於

網頁中張貼著作所在之超連結」、「其服務被第三人用以侵害公開傳輸權的服務提

供者」有關者僅為，著作權法第 49、61、65 條。與我國法規定相對應者為，美國

著作權法第 107 條、歐盟資訊社會指令第 5 條第 3 段及第 5 段。以下僅就上開所

列舉之條文為分析。 

第一項 比較法上權利限制與例外之規範 

第一款 國際著作權法 

 伯恩公約第 9 條第 1 項的重製權之後規定「上開著作得重製之特定特殊情形，

依本聯盟各會員國之法律定之，惟所為重製，不得牴觸著作之正常利用，亦不得不

當損害著作權人合法權益。」此一條文確立了「三步測試法」，允許各國得將原本

屬於公約所賦予作者著作財產權的排他性權能，在一定條件下直接排除於著作權

法保護的範圍外，三步測試法即為該一定條件設定之最大限度531。因 TRIPS 第 9

條第 1 項，三步測試法亦適用於 TRIPS 所賦予的其他權利。 然而，伯恩公約所規

定的權利限制與例外規定是否可延伸適用於數位環境中的著作利用？對此一問題，

WCT 第 10 條規定，締約國在某些特殊的、不與作品正常利用相牴觸、且不會不合

理地損害作者合法利益的情況下，可在其國內立法中對依本條約所授予文學和藝

術作品作者的權利，作限制或例外的規定。而各締約國在適用伯恩公約時，則應將

對該公約對專屬權利所規定的任何限制或例外，限於某些特殊的、不與作品的正常

利用相牴觸、且不合理的損害作者合法利益的特殊情況（WCT 第 10 條第 2 項參

照）532。因此，WCT 第 10 條不僅允許締約國將伯恩公約所規定的權利限制與例外

規定延伸適用於數位環境中的著作利用，亦允許締約國於符合三步驟測試法的前

提下，就 WCT 所賦予的排他權，針對數位環境中的著作利用加諸新的權利限制與

例外規定533。WCT 的權利限制與例外規定提供締約國一定的彈性空間，於制定或

                                                      
531 MARTIN SENFTLEBEN, supra note 171, at 45.  
532 條文翻譯參照馮振宇，WIPO 著作權相關條約規範內容與其爭議問題之探討（上），智慧財產權，

35 期，頁 67-68，2001 年 11 月。 
533 參照 WCT 第十條之共同聲明(Agreed Statement): “It is understood that the provisions of Article 10 

permit Contracting Parties to carry forward and appropriately extend into the digital environment 

limitations and exceptions in their national laws which have been considered acceptable under the Berne 

Conven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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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訂內國法時得以調和國際規範與內國相衝突的社會、文化、經濟利益。然而，

WCT 第 10 條所規定的三步測試法實踐在歐盟法中，功能上卻恰與 WCT 第 10 條

相反，歐盟會員國不僅不能於內國法中加諸不同於資訊社會指令（下稱指令）第 5

條第 3 項所列舉的限制事由的權利限制與例外534，歐盟會員國依據指令所列舉的

事由所制定的權利限制與例外規定尚須符合資訊社會指令第 5 條第 5 項的三步驟

測試法535。 

第二款 歐盟法 

 資訊社會指令第 5 條第 3 項規定，會員國得於下列事由之範圍內，針對本指

令第 3 條權利（向公眾傳達權及公眾提供權）加諸例外或限制。指令除列舉 15 項

會員國得選擇性實施的權利限制事由外，並於指令第 5 條第 5 項規定各會員國權

利限制與例外的內國法規定尚需符合在某些特殊的、不與作品正常利用相牴觸、且

不會不合理地損害作者合法利益的三步驟測試。因此，指令第 5 條第 5 項所規定

的三步驟測試，本質為各會員國針對著作財產權之排他權能制定限制與例外規定

的「限制性條款」536，各國限制與例外之內國法規定皆須受到兩道關卡檢驗。學者

senftleben 批評此一立法反而有損於窮盡式列舉限制事由的立法例所帶來的法律安

定性，造成既不具備彈性、亦不具備法律安定性的最糟局面537。據此，多數學者建

議將指令第 5 條第 5 項理解為與歐盟版合理使用的概括式規定（a generally worded 

‘EU-fair use’ type provision）相似的「授權條款（enabling clause）」，主張將指令的

三步驟測試解讀為開放性要素538，授權各會員國之法官得基於個案需要，以三步驟

測試為法律依據納入比例原則之操作，妥善分配著作權人及諸如著作利用者等其

他與之利益相衝突的各方利益539，申言之，透過三步驟條款之操作，允許內國法官

於個案中承認指令第第 5 條第 3 項所列舉以外之其他限制事由，讓第 5 條第 3 項

所列舉之限制事由成為各會員國發展符合內國所需的限制與例外規定的「彈性條

款」540。 

                                                      
534 十五項限制事由採窮盡式列舉(an exhaustive enumeration)之立法模式，參指令第 32 段前言。 
535  MARTIN SENFTLEBEN, supra note 171, at 125.; Franciska schÖnherr, Article 5: Exceptions and 

Limitations in EUROPEAN COPYRIGHT LAW: A COMMENTARY 434, 442(Irini Stamatoudi & Paul Torremans eds., 

2014). 
536 Franciska schÖnherr, id., at 442.；龍井榕，網絡傳播中的版權侵權責任比較研究，頁 117，2018

年。 
537 Martin Senftleben, The International Three-Step Test A Model Provision for EC Fair Use Legislation, 

1 JIPITEC 67, 69 (2010).  
538 Kamiel J. Koelman, Fixing The Three-Step Test, 28 EIPR 407, 407-12(2006); Martin Senftleben, Fair 

Use In The Netherlands—A Renaissance?, 2009 TIJDSCHRIFT VOOR AUTEURS, MEDIA EN 

INFORMATIERECHT 1, 2-4(2009).; Christophe Geiger, Flexibilising Copyright – Remedies to the 

Privatisation of Information by Copyright Law, 39 IIC 178, 194-97(2008).; Christophe Geiger, The Role Of 

The Three-Step Test In The Adaptation Of Copyright Law To The Information Society, E-COPYRIGHT 

BULLETIN/UNESCO, January – March, 1-24 (2007).; Martin Senftleben, Comparative Approaches to Fair 

Use: An Important Impulse for Reforms in EU Copyright Law, in METHODS AND PERSPECTIVES IN 

INTELLECTUAL PROPERTY 36, 36-7 (G. B. Dinwoodie ed., 2014).  
539 Franciska schÖnherr, supra note 389, at ¶11.72. 
540 Christophe Geiger, supra noe 538, at 195-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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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此外，上開「授權條款」之解讀亦符合著作權法的本旨。詳言之，原則上作者

不得控制其著作的所有利用，只要該等干擾（亦即限縮作者之著作利用的排他權限）

具有優先於作者利益的更高價值的正當化事由，作者即應忍受該等干擾，基於上開

限制著作權權能的背後法理，第三步驟（不會不合理地損害作者合法利益）實為判

斷權利限制與例外規定是否適法的最重要因素，因此，如賦予內國法院法官得以利

用第三步驟為個案衡量，允許非屬於指令第 5 條第 3 項所列舉之限制事由，不僅

可避免私有財產化資訊的弊端，亦能夠妥善解決指令制定當時所未能慮及的技術

發展與市場變化所帶來的規範僵化問題，同時確保後續創作所需的資訊不被著作

財產權人壟斷，促進著作權法鼓勵創作之本旨541。 

 尚須注意者，即便認為內國法院法官具有創設權利限制與例外的造法空間，仍

應注意指令第 44 段前言之限制。指令第 44 段前言強調，各會員國內國法中的權

利限制與例外規定應充分反映當權利限制與例外規定適用於新的電子環境

（electronic environment）中的著作利用時，所增加的經濟衝擊542。考量到數位科

技讓利用人得以透過更低廉的成本、更少的時間與勞力投注，便能享受與經授權所

獲得的著作內容享受相同的高品質體驗，為因應著作數位利用對於著作權人的授

權市場所帶來的經濟衝擊，前言建議各會員國針對數位時代下的新型著作利用，應

限縮其權利限制與例外規定之容許適用範圍543。 

 跳脫上開學者「授權條款」之解讀建議，即便指令的規定已極度限縮各會員國

得以創設權利限制與例外規定的空間，但因令第 5 條第 2 項、第 3 項為任意性規

定（facultative），故仍招致眾多學者批評無法達成歐盟境內各國規範和諧化的目標
544，然而，各會員國依照其各自不同的內國法律制度而須有移植歐盟法律的一定裁

量空間，且指令於歐盟法中的法律位階亦僅能規範各會員國內國法的達成目標與

效果，各會員國將之內國法化的法律位階與立法模式仍屬於各會員國之裁量範圍

（歐洲聯盟運作條約（TFEU）第 288 條參照），如否定指令的任意性規定之立法，

則形同否定歐盟以指令的法律位階規範著作權議題的立法選擇545。 

 最後，由於各會員國現行內國立法中的權利限制與例外規範，可能有部分不符

合指令第 5 條之要求，惟慮及行之有年，不宜遽予廢除，指令第 5 條第 3 項第 o 款

訂有「祖父條款」，允許各會國針對過去既存的權利限制與例外規範，於符合共同

體內貨物與服務之自由流通、不違反指令針對權利限制與例外之相關規定之前提

下，針對少數類比而非數位利用的情形，方得繼續適用其現有的權利限制與例外規

                                                      
541 Id., at 194-97.  
542 Recital 44 of InfoSoc Directive: “ […] The provision of such exceptions or limitations by Member States 

should, in particular, duly reflect the increased economic impact that such exceptions or limitations 

may have in the context of the new electronic environment., supra note 9. 
543 Recital 44 of InfoSoc Directive : “ […] Therefore, the scope of certain exceptions or limitations may 

have to be even more limited when it comes to certain new uses of copyright works and other subject-

matter.” , supra note 9.  
544 Silke von Lewinski, supra note 173, at ¶11.5.9.; Martin Senftleben, supra note 171, at 454.; P. Bernt 

Hugenholtz, The dynamics of harmonization of copyright at the European level Constructing European 

intellectual property: achievements and new perspectives , in CONSTRUCTING EUROPEAN INTELLECTUAL 

PROPERTY: ACHIEVEMENTS AND NEW PERSPECTIVES 273-91 (Cheltenham: Edward Elgar, 2013).  
545 Franciska schÖnherr, supra note 535, at ¶11.7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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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即便指令並不允許各會員國引進不同於指令第 5 條所列舉的權利限制與例外

規定，指令第 5 條第 3 項第 o 款仍保留給各會員國有限的立法空間，以尊重各國

多元的社會現勢546。 

第三款 美國法 

 美國著作權法第 107 條規定，不論第 106 條及第 106A 條如何規定，有著作權

著作之合理使用，非屬著作權之侵害。除明文例示為批評、評論、新聞報導、教學、

學術或研究之目的者可能構成著作之合理使用，並進一步規定合理使用的四項判

斷因素，其考量之因素應包括，(一)使用之目的及性質，包括該使用是否為商業性

質或為非營利教育之目的；(二)著作之性質；(三)所利用之質量及其在整個著作所

占之比例；(四) 利用結果對著作潛在市場與現在價值之影響。性質上屬於著作權

侵權主張之積極抗辯（affirmative defense），須由被控侵權者舉證之。雖合理使用

已明文化，但美國國會於立法理由中表明，著作權法第 107 條僅「重述」普通法的

合理使用原則，並無意改變、縮減或擴展合理原則之範圍或精神，法院應於個案情

況自由操作合理使用原則，無須受制於條文規定547。易言之，即便合理使用原則已

成文法化，仍無改其衡平論理法則之性質（equitable rule of reason），因此，無法從

條文文義中，預先確立確立普遍性的具體判斷標準及界線，尤賴司法機關針對個案

探尋548。 

 法條本身雖未針對各要素定有判斷上的權重，但學說上建議應著重在系爭非

法利用對原著作利用市場的實際及潛在市場的影響，以及系爭合理使用與原著作

是否具有相似的功能及市場549。基於尊重權利人管理其原著作是否進入新市場或

其尚未開發的潛在市場的權能，避免因剝奪其對於原著作所應享有的經濟利益，進

而減損其創作誘因，遂著重經濟利益變動的要素。另外一個觀察點是，在未實質影

響原著作利用市場的前提下，著重保護能夠創造社會利益，但又不致減損權利人所

應享有的經濟利益的著作利用550。 

  

                                                      
546 Franciska schÖnherrm, supra note 535, at ¶11.65.  
547 Paul Goldstein, Fair Use In Context, 31 COLUM. J. L. & ARTS 433 (2007). 
548 梁哲瑋，從德國著作權法對著作權之權利限制看著作權之合理使用，載：著作權合理使用規範

之現在與未來，頁 2-3，2011 年。 
549 David Nimmer, NIMMER ON COPYRIGHT §13.05[A][4] (LexisNexis Matthew Bender, 2013). 
550 Sony Corp. Of America V. Universal City Studios, Inc., supra note 502, at 4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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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項 公開傳輸權權利限制與例外之司法實務操作 

第一款 歐盟法 

一 嚴格限縮解釋權利限制與例外之範圍 

 過去，歐盟法院針對涉及指令第 5 條解釋之判例，結合指令第 4 段及第 9 段

前言所揭示的「提供著作權最高程度之保護」意旨，皆採取嚴格且限縮之解釋551。

於 Infopaq I 案中，歐盟法院依據過往之判例表明，屬於指令原則（保護著作權）

之例外條款的第 5 條，依例外從嚴之法理，應從嚴解釋552。歐盟法院復於 Painer 案
553、Infopaq II 案554、ACI Adam 案555中重申上開解釋原則，並於 Padawan 案中確認

指令第 5 條從嚴解釋係為確保內部市場妥善運作的必要手段556。 

二 漸趨放寬權利限制與例外範圍之解釋 

 自 FAPL/Murphy、Deckmyn 案伊始，法院一改過往從嚴解釋指令第 5 條文義

之立場，逐漸朝向以權利限制與例外規定之制度本旨為中心的目的性解釋557。於

FAPL/Murphy 案，法院結合指令第 31 段前言所揭示的「維護不同權利人間的利益

衡平」意旨，認為權利例外之機能需一方面，確保新技術的發展與運作，另一方面，

需兼顧著作權人與欲受益於新技術的著作利用人之間的權利及利益558。 

 於 Deckmyn 案，於「指令第 5 條第 3 項第 k 款所規範的戲謔仿作概念，是否

需限縮於文義之範圍內？」之問題，法院認為，解釋戲謔仿作概念必須遵循指令第

5 條之規範目的，並確保該規定之所以有效存在的正當性得以維繫。前者，係指戲

謔仿作之解釋需能衡平著作權人與利用人間之利益，後者，則指該解釋需考量利用

人之言論自由559。因此，考量到著作權人與利用人間之權利與利益，法院將戲謔仿

                                                      
551 Franciska schÖnherrm, supra note 535, at ¶11.79.; Christophe Geiger & Franciska SchÖnherr, Defining 

The Scope Of Protection Of Copyright In The EU: The Need To Reconsider The Acquis Regarding 

Limitations And Exceptions, in CODIFICATIION OF EUROPEAN COPYRIGHT LAW: CHALLENGES AND 

PERSPECTIVES 133, 144 (Alphen aan den Rijn: Kluwer Law International, 2012).; Bernd Justin Jütte, 

RECONSTRUCTING EUROPEAN COPYRIGHT LAW FOR THE DIGITAL SINGLE MARKET: BETWEEN OLD 

PARADIGMS AND DIGITAL CHALLENGES 247 (Baden-Baden: Hart Publishing, 2017).  
552 Case C-5/08, Infopaq International A/S v Danske Dagblades Forening, at ¶¶ 56-7 (Jul. 16, 2009).  
553 Case C-145/10, Eva-Maria Painer v Standard VerlagsGmbH and Others, at ¶ 35 (Mar. 7, 2013.).  
554 Case C-302/10, Infopaq International A/S v Danske Dagblades Forening, at ¶ 27 (Jan. 17, 2012).  
555 Case C-435/12, ACI Adam BV and Others v Stichting de Thuiskopie and Stichting Onderhandelingen 

Thuiskopie vergoeding, at ¶¶ 22-3 (Apr. 10, 2014).  
556 Case C- C-467/08, Padawan SL v Sociedad General de Autores y Editores de España (SGAE), at ¶ 35 

(Oct. 21, 2010).  
557 Christopeh Geiger & Franciska SchÖnherr, Limitations To Copyright In The Digital Age, in RESEARCH 

HANDBOOK ON EU INTERNET LAW 110, 116-20 (Cheltenham, Northampton: Edward Elgar Publishing, 

2014).  
558 Case C-403/08 & C-429/08, Football Association Premier League Ltd and Others v QC Leisure and 

Others & Karen Murphy v Media Protection Services Ltd, at ¶¶ 163-4 (Oct. 4, 2011).  
559 Case C- 201/13, Johan Deckmyn and Vrijheidsfonds VZW v Helena Vandersteen and Others, at ¶¶ 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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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概念擴張解釋為，其一，與原有被仿作之作品（簡稱被仿品）明顯不同，且亦能

喚起對被仿品之聯想，其二，構成幽默或嘲諷的表達。準此，戲謔仿作之表達並不

限於被仿品的特徵，除了需表達與被仿品明顯之差異外，只要作品之作者可以合理

地被推斷為被仿品作者以外之人，且作品本身與被仿品相關聯或提及作品模仿之

對象，即構成戲謔仿作560。因此，如此的寬廣概念讓各會員國得以於上開主觀性要

件中，針對各國國情（national peculiarities）所需而調整戲謔仿作之概念。然而，

基於戲謔仿作例外係保護著作利用人之言論自由的精神，法院針對各國自由解釋

之空間畫出一定限制：唯有著作權人具有不與戲謔仿作所傳達之訊息相關聯的利

益（如：本案涉及對於有色人種之歧視），內國法院始可拒斥利用人之戲謔仿作例

外之主張561。佐審官 Cruz Villalón 則採取較嚴格之立場，認為唯有戲謔仿作所傳達

之訊息完全違背社會根深蒂固的信念，內國法院始可拒斥利用人之戲謔仿作例外

之主張562。上開較彈性、以利益衡平為導向的解釋論，反映出歐盟法院將著作利用

人之利益抬升至與著作權人利益相齊等之地位，似承認著作利用者之著作「利用權

（user rights）」，將權利限制與例外作為調和兩權利相衝突的機制563。 

 

三 近期趨勢：指令第 5 條第 3 項與基本權之關係 

（一） Filmspieler (C-527/15) 

 Filmspieler 案，佐審官 M. Campos Sànchez-bordona 於其意見書中進一步審查，

使用 Filmspieler 多媒體播放器串流播放影音的行為是否構成指令第 5 條第 1 項及

第 5 項所規範之暫時性重製的例外。因本文僅關注涉及向公眾傳達權之權利限制

與例外，暫時性重製審查部分則略之。串流播放影音除須符合指令關於暫時性重製

之規定外，尚需通過指令第 5 條第 5 項所列之要件。因 Filmspieler 提供無數個未

經著作權人同意可供下載的非法影片、廣播內容，不構成特殊情況要件，從技術面

觀察，因串流播放所涉及的重製技術並非造訪、瀏覽網頁所必然觸及的重製技術，

故非屬於著作之正常利用，此一非屬於網路運作所必須的「異常行為」恰反映出使

用者欲借助 Filmspieler 所提供的技術，以免付費方式取得數位著作內容的意圖。

如承認此一串流播放技術的合法性，不啻推廣盜版數位著作之流通，不僅有損著作

權保護，更危及歐洲內部著作市場之運作。最後，以無法估計的規模非法串流播放

影音，因未支付相應對價給著作權人，勢將減少合法取得著作的訂閱數，造成著作

正常利用市場的負面影響，而與著作權人的合法利益相衝突。佐審官 M. Campos 

                                                      
7 (Sept. 3, 2014).  
560 Id., at ¶ 33.  
561 Id., at ¶ 31.  
562 Case C-201/13,Opinion of Advocate General P. Cruz Villalón in Johan Deckmyn and Vrijheidsfonds 

VZW v Helena Vandersteen and Others, at ¶ 85.  
563 Geiger et al., Limitations and Exceptions as Key Elements of the Legal Framework for Copyright in the 

European Union – Opinion of the European Copyright Society on the Judgment of the CJEU in Case C-

201/13 Deckmyn, 46 IIC 93, 97-8 (20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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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ànchez-bordona 認為，未經著作權人同意而串流播放受著作權保護之數位內容不

符合指令第 5 條第 5 項之三步驟測試。 

（二） Renckhoff (C-161/17) 

 Renckhoff 案涉及學校將內有著作權保護的攝影著作的學生報告上傳學校網站

之行為，有別於歐盟法院之認定，佐審官 M. Campos Sànchez-bordona 不僅認為學

校之上傳行為不構成向公眾傳達權之侵害，亦符合指令第 5 條第 3 項第 a 款之權

利限制與例外規定。指令第 5 條第 3 項第 a 款規定，會員國得於下列各款情形，就

向公眾傳達權（包括向公眾提供權）為權利限制與例外之規定：除非表明來源（包

括作者的名字）為事實上不能，否則，只要表明來源，於達成非商業目的的範圍之

內，得出於說明目的而將他人著作用於教學或科學研究上564。 

 就用於教學要件，不應限縮於老師為講解課程內容之用，而應以歐盟基本權利

憲章（簡稱權利憲章）第 14 條第 1 項教育權之精神為解釋，用於教育之要件應擴

張及於，為達成人格完整發展之教育目的，以學生為主體，允許學生基於學習目的

而使用他人著作。此外，科學研究與促進教育於第 a 款中同等重要，因此，即便是

非大學教育機構的教師與學生皆符合第 a 款之受益主體565。 此外，因本案所涉者

為學校將學生報告上傳於學校的入口網站中，而符合不具商業目的之要件，又，學

生報告中已標明所利用之攝影著作之來源（雜誌名稱）。 

 即便符合指令第 5 條第 3 項第 a 款之教育例外，其適用情狀亦需符合指令第 5

條第 5 項之三步驟測試。首先，因本案未涉及獲利動機，並未與著作之正常利用相

扞格，又，雖學生報告未標明作者之姓名，而可能危及其著作權人格權（姓名表示

權），但指令第 19 段前言已表明著作權人格權非屬於本指令之規範範圍之外，因

而未損著作權人的合法利益，最後，於判斷第一步驟的特殊情況要件，並非以類似

行為發生之數量為判斷，因此，即便本案所涉者為各會員國校園每日發生之日常，

未必即不該當特殊情況要件，只要針對行為發生之情狀充分定義，達到與著作之正

常利用不扞格，且未不合理地損及著作權人合法利益的程度，仍符合特殊情況要件。

因此，佐審官 M. Campos Sànchez-bordona 認為學校上傳含有受著作權保護的攝影

著作的學生報告至學校網站，符合指令第 5 條第 3 項之教育例外。 

（三） Spiegel Online GmbH (C-516/17) 

 Beck 先生曾撰寫一篇關於刑事政策評論之手稿，於 1988 年以筆名的方式登載

於書中，出版當時，出版者變更了手稿標題，並縮寫了文中的一句話，嗣後經 Beck

先生主張出版者扭曲其手稿原意，於 2013 年 9 月 17 日，Beck 先生自行於個人網

站中刊載原始手稿以澄清其手稿之原意，Spiegel Online 為一家網路新聞路口網站，

                                                      
564 Article 5(3)(a): “ Member States may provide for exceptions or limitations to the rights provided for in 

Articles 2 and 3 in the following cases: (a) use for the sole purpose of illustration for teaching or scientific 

research, as long as the source, including the author's name, is indicated, unless this turns out to be 

impossible and to the extent justified by the non-commercial purpose to be achieved.” 
565 Case C-161/17, Opinion of Advocate General M. Campos Sànchez-bordona in Renckhoff , at ¶ 114-1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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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同月 20 日刊登一篇關於出版者並未扭曲 Beck 先生原意、Beck 先生長期誤導大

眾的觀點的文章，並在未經 Beck 先生之同意下載文末提供 Beck 先生當時原始手

稿及被出版文章的檔案下載連結，Beck 先生遂起訴 Spiegel Online 提供文稿及已出

版文章下載連結的行為已侵害其著作財產權566。訴訟過程中，德國聯邦高等法院請

求歐盟法院就若干問題為判斷，其一，資訊社會指令第 5 條第 3 項是否允許各會

員國就將指令規定內國法化一事，享有裁量空間？ 

 過往判例法已承認各會員國於內國法化指令第 5 條第 3 項規定，具有在條文

文義範圍內享有立法與司法解釋之裁量權567。然而，基於歐盟法優位原則及歐洲憲

章之要求，會員國之裁量仍受有若干限制，包括遵守指令第 5 條第 2 項之立法文

字、歐盟法的一般原理原則（如：比例原則）、指令之規範目的（提供著作權人高

程度的權利保護機制及確保內部著作市場之妥善運作）、指令第 5 條第 5 項之三步

驟測試及確保各國之立法實踐得以公允衡平憲章所保護的各基本權568。 

 其二，資訊自由（憲章第 11 條第 1 項中的第二句）或媒體自由（憲章第第 11

條第 2 項）得否作為制定超出指令第 5 條第 3 項規定以外之權利限制與例外規定

的正當化事由？指令第 32 段前言已表明，指令第 5 條權利限制與例外之規定屬於

窮盡式列舉，考量到如任各會員國創設有別於指令第 5 條所列舉的權利限制與例

外事由，將有損指令欲調和各國著作權法及追求法安定性之規範目的，亦不利於內

部著作市場之妥善運作，因此，於未有條文賦予各國創設有別於指令第 5 條所列

舉之權利限制與例外事由之前提下，即便有基本權為正當化基礎，各會員國亦不得

制定超出指令第 5 條規定以外之權利限制與例外規定569。 

 其三，於決定指令第 5 條第 3 項之範圍時，歐盟基本權利憲章中所規範的基

本權應扮演何種角色？誠如過往判例所示，解釋指令第 5 條之內涵應遵循其規範

目的，並確保該規定之所以有效存在之正當性得以維繫570，因此，於著作權並非絕

對權（absolute right）的前提下，應留意指令第 5 條第 3 項第 c 款、d 款旨在促進

著作利用者之言論自由與媒體自由權。此外，參酌歐洲人權法院之判例所示，為衡

平著作權與言論自由權此兩權利，需考量案件所涉及之言論性質（如：言論內容涉

及政治或是公益）。因此，當內國法院解釋指令第 5 條時，除須遵守條文文義，並

為有效性解釋之外，尚需考量個案所有情節以做出符合憲章保護基本權利規定之

解釋571。 

 其四，指令第 5 條第 3 項第 c 款之適用是否限於著作利用人無法合理地於事

前取得著作權人之許可？ 

 首先，指令第 5 條第 3 項第 c 款條文並未有無事前取得許可可能性之要件，

                                                      
566 Case C-516/17, Spiegel Online GmbH v. Volker Beck, at ¶¶ 10-5 (Jul. 29, 2019)[hereinafter Spiegel 

Online GmbH].  
567 Id., at ¶ 25.  
568 Id., at ¶¶ 19- 38.  
569 Id., at ¶¶ 41-49.  
570 “It follows that the interpretation of the exceptions and limitations provided for in Article 5 of Directive 

2001/29 must allow, as is clear from paragraph 36 above, their effectiveness to be to safeguarded and their 

purpose to be observed.”, id., at ¶ 55.  
571 Id., at ¶¶ 5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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條文僅要求「該用途需與報導近期事件相關聯」，報導係指提供資訊，近期事件係

指大眾對之具有獲知興趣者，「著作之利用範圍係為提供資訊的合理範圍內」則屬

於比例原則之判斷。此外，於資訊社會中，基於資訊散布之即時性，難以要求報導

者事前取得著作權人許可，且指令第 5 條第 3 項第 c 款既為促進資訊之自由流通

與媒體自由，如要求基於報導目的之著作利用皆需取得事前許可，恐斲喪本款之立

法初衷。因此，指令第 5 條第 3 項第 c 款應解釋為排除各國將「限於著作利用人無

法合理地於事前取得著作權人之許可」作為內國法適用報導例外之前提572。 

 其五，如被引用之部分並非作品密不可分之一部（如：插入內文或是註腳），

而是提供 pdf 檔案下載之超連結等方式獨立存在於作品之外，是否構成指令第 5 條

第 3 項第 d 款之引用概念？ 

 條文之解釋不僅需以通常文義為據，亦需考量立法背景及目的。引用，係指為

了說明主張、捍衛論點或是比較論點之用，因此，著作利用人需建立被引用內容與

其反思之間的直接或緊密關聯，且於指令第 5 條第 5 項「部損及著作之正常利用，

且未不合理地損害作者之合法利益」之要求下，被引用內容僅能為利用人著作之附

屬部分。第 5 條第 3 項第 d 款並未有被引用內容需構成利用人著作密不可分之一

部的要件。超連結為網路世界中交換意見與資訊之重要工具，認定超連結屬於引用，

並未損及引用例外之立法目的，只要個案中以提供超連結之方式為引用，並未超出

基於說明目的之必要範圍，提供超連結供獨立下載檔案之方式構成指令第 5 條第 3

項第 d 款之引用。 

 其六，判斷指令第 5 條第 3 項第 d 款「被引用之著作已合法地置於公眾得接

觸的狀態」要件，是否以先前以特定形式出版已獲作者同意為必要？歐盟法院認為，

條文僅規定已經「合法地」置於公眾得接觸之狀態，因此，凡已獲著作權人同意、

符合非契約授權及法定例外皆屬之573。 

（四） Funke Medien (C-469/17) 

 德國定期出版一份簡稱為 UdPs，屬於最低等級保密條件的聯邦軍力佈署概況

之報告，完整報告僅寄送給國會及國防機關，提供大眾閱覽者僅為 UdPs 之摘要版。

Funke Medien 為一家德國日報網之經營者，其多次向權責機關申請取得 2001 年至

2012 年間所有 UdPs 完整報告，請求未果之後，Funke Medien 透過不知名的來源

取得已出版在阿富汗報紙之 UdPs 完整報告，Funke Medien 遂將該報紙中涉及 UdPs

完整報告之內容予以掃描並置放於新聞網中，文旁並附有介紹性註釋。 

 德國聯邦政府遂向科隆區域法院起訴主張 Funke Medien 已侵害聯邦政府就

UdPs 之著作權，科隆區域法院維持此主張，Funke Medien 遂上訴至科隆高等區域

法院，嗣經駁回後，復上訴至德國聯邦最高法院，訴訟過程中，德國聯邦高等法院

請求歐盟法院就若干問題為判斷：第一個問題，歐盟法中關於資訊社會指令第 3 條

第 1 項、第 5 條第 2 項及第 3 項是否允許各會員國就將指令規定內國法化一事，

                                                      
572 Id., at ¶¶ 62-74.  
573 Id., at ¶¶ 88-9.  



‧
國

立
政 治

大

學
‧

N
a

t io
na l  Chengch i  U

niv

ers
i t

y

DOI:10.6814/NCCU202001391

140 

享有裁量空間？；第二個問題，決定適用於資訊社會指令第 3 條第 1 項之權利限

制及例外的範圍時，歐盟基本權利憲章之基本權要求應如何納入考量？；第三個問

題，除了資訊社會指令第 5 條 2 項及第 3 項所規定的權利限制與例外，資訊自由

權或媒體自由權得否作為同指令第 3 條第 1 項向公眾傳達權之權利限制及例外的

正當化事由？ 

 首先，立基於 UdPs 具有著作權保護適格之前提，歐盟法院開啟第一個問題之

討論，並將問題聚焦在：資訊社會指令第 3 條第 1 項、第 5 條第 1 項及 2 項是否

應解釋為完全一致（full harmonization）之手段？基於歐盟法優位原則及歐洲憲章

第 51 條之要求，會員國將歐盟法制內國法化時，於憲章所規定的保護門檻、歐盟

法的優位性、統一性及有效性得受確保的前提下，得享有適用內國人權標準的裁量

自由。本案中，資訊社會指令之目的僅為調和部分規範，其他規範則容許會員國一

定的立法酌處空間574。 

 就向公眾傳達權部分，資訊社會指令就此一排他權設有明確定義，過往判例亦

指出，賦予權利人排他權之相關規範整體構成一調和式的法律框架，以確保歐盟內

部高度及均等的權利保障。因此，會員國就向公眾傳達權，並無立法裁量空間，資

訊社會指令第 3 條第 1 項屬於完全一致之手段575。 

 就權利限制與例外，會員國立法裁量空間之範圍繫諸於個案及資訊社會指令

第 5 條所欲達成的一致性程度來決定，不能一概而論。就本案所涉之第 5 條第 3 項

第 c 款及第 d 款，分別定有「利用範圍須與提供資訊目的相稱」、「符合公允常規，

並在特定目的所必要範圍之內」，可知會員國享有平衡所涉利益之裁量空間，「諸如

批評或評論等引用目的」中的批評或評論皆為利用目的之例示，會員國亦得針對引

用目的自由規範576。因此，自資訊社會指令第 5 條第 3 項第 c 款及第 d 款刻意僅

針對最低適用標準為規定之立法文字可知，會員國享有一定程度的立法形成自由，

惟仍應遵守若干限制，包括遵守指令本身之立法文字、歐盟法的一般原理原則（如：

比例原則）、指令之規範目的（提供著作權人高程度的權利保護機制及確保內部著

作市場之妥善運作）、指令第 5 條第 5 項之三步驟測試及確保各國之立法實踐得以

公允衡平憲章所保護的各基本權577。 

 次之，就第三個問題，資訊社會指令第 5 條所定之權利限制與例外事由為窮

盡式列舉，本身即係提供會員國於內國立法時得以平衡所涉利益之機制。舉例而言，

本案所涉之第 5 條第 3 項第 c 款及第 d 款即係為保護使用者之資訊自由權及媒體

自由權而設，將適用情狀限縮在第 5 條第 5 項所設之三要件的規定，為會員國得

以平衡所涉利益之調整閥。惟權利之限制與例外究屬權利保障之例外，如允會員國

得創設指令第 5 條規定以外之權利限制與例外，不僅有損歐盟內部著作權規範之

調和及法律明確性，歐盟內部權利限制與例外規範之差異，更將造成著作權內部市

                                                      
574  Case C-469/17, Funke Medien NRW GmbH v Bundesrepublik Deutschland, at ¶¶ 28-34 (Jul. 29, 

2019)[hereinafter Funke Medien].  
575 Id.,at ¶¶ 35-8.  
576 Id.,at ¶¶ 39-44. 
577 Id.,at ¶¶ 45-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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場運作之負面效果。既然資訊社會指令並無明文允許會員國得擴張法條以外的權

利限制與例外，且資訊社會指令第 32 段前言亦要求會員國須一致適用指令所定的

權利限制與例外，會員國不得創設指令第 5 條規定以外之權利限制與例外，即便

是有基本權保護作為正當化事由，亦然578。 

 最後，就第二個問題，雖然指令第 5 條稱為權利之限制與例外，但實為賦予著

作利用人權利，此外，因指令第 5 條旨在確保所涉利益間之公允平衡，權利範圍須

採廣義解釋，但仍應以維護條文之有效性、不違背條文目的下為解釋。憲章第 52

條第 3 項規定，於不損及歐盟法及歐盟法院之自主性的前提下，憲章所保護的權

利應與歐洲人權公約所保護之權利具有同一意義與範圍，因此，歐洲人權法院過往

將系爭言論和資訊之性質納入考量，本案中 Funke Medien 將 UdPs 放在網站中，

文旁並附有介紹性註釋，屬於第 5 條第 3 項第 c 款中「與報導相關之著作利用」，

如其他要件該當，本案之出版行為即落入第 5 條第 3 項第 c 款的範疇。因此，內國

法院於解釋指令時，除須考量個案情狀外，在符合條文文義及確保條文之有效性及

目的的前提下，須充分遵守憲章所定的基本權利。 

四 數位時代下歐盟法院就權利限制與例外的考量 

 從近期歐盟法院的判決可知，歐盟法院判斷是否成立向公眾傳達權的權利限

制與例外的考量有二：其一為，符合法定例外的事由及要件之餘，尚需再通過指令

第 5 條第 5 項的三步測試法，始成立向公眾傳達權的權利限制及例外。 

 在 Filmspieler 案及 Renckhoff 案中，兩者三階段測試的檢驗結果洽為相反，

究其緣由，主要在於第三步驟「是否與著作權人的合法利益相衝突」，即系爭利用

型態是否具有獲利性質而影響著作權人的正常市場利益。Filmspieler 案即因載有

指向侵權著作內容的附加元件，並以此為廣告宣傳，銷售機上盒以獲利；Renckhoff

案則因僅係學生報告所需而為部分的著作利用，並因課業所需而上傳至學校的官

方網站中分享，歐盟法院即以營利與否作為第三步驟判斷上的主要考量。然而，著

作利用型態的營利性質未必會影響著作權人的正常市場利益，著作利用型態的非

營利性質亦未必不會影響著作權人的正常市場利益。申言之，如果個人將學術期刊

內容違法免費公開在網路上，即便是非營利性質，但因學術文章的市場本就不大，

任何在網路上非法提供免費公開資源者，皆會直接性影響到學術文章的利用市場，

造成權利人的經濟利益下降579。因此，本文肯定第三步驟指的是是否影響著作權人

的正常市場利益，但並不認同以獲利與否作為市場利益影響與否的標準。 

 另一為，法定例外事由的要件解釋，得為目的性擴張解釋，並將該例外事由的

規範目的所涉之基本權引入要件解釋中。舉例來說，指令第 5 條第 3 項第 a 款之

規範目的係為保護教學與科研發展，遂以教育權來擴張解釋教學要件；指令第 5 條

                                                      
578 Id.,at ¶¶ 55-64.  
579 Elizabeth A. Harris, Publishers Sue Internet Archive Over Free E-Books, THE NEW YORK TIMES (Jun. 

1, 2020), available at https://www.nytimes.com/2020/06/01/books/internet-archive-emergency-library-

coronavirus.html?fbclid=IwAR07eiDHIzQcBPDguf1KltDZ1gEEYJqvQWCP11ohhiHrFwC9QXDc3zeN

4X8. (last visited on Aug. 15, 2020). 

https://www.nytimes.com/2020/06/01/books/internet-archive-emergency-library-coronavirus.html?fbclid=IwAR07eiDHIzQcBPDguf1KltDZ1gEEYJqvQWCP11ohhiHrFwC9QXDc3zeN4X8
https://www.nytimes.com/2020/06/01/books/internet-archive-emergency-library-coronavirus.html?fbclid=IwAR07eiDHIzQcBPDguf1KltDZ1gEEYJqvQWCP11ohhiHrFwC9QXDc3zeN4X8
https://www.nytimes.com/2020/06/01/books/internet-archive-emergency-library-coronavirus.html?fbclid=IwAR07eiDHIzQcBPDguf1KltDZ1gEEYJqvQWCP11ohhiHrFwC9QXDc3zeN4X8


‧
國

立
政 治

大

學
‧

N
a

t io
na l  Chengch i  U

niv

ers
i t

y

DOI:10.6814/NCCU202001391

142 

第 3 項第 c 款之規範目的係為保護媒體報導時事的自由及人民知的權利，遂以媒

體自由及資訊自由權解釋該款之個要件，不得另加斲傷促進媒體自由及資訊自由

的額外要件；指令第 5 條第 3 項第 d 款之規範目的係為了鼓勵使用者在先賢的創

作基礎上，繼起創作，歐盟法院遂將引用要件劃定出「說明主張、捍衛論點或是比

較論點之用，因此，著作利用人需建立被引用內容與其反思之間的直接或緊密關聯」

的內涵。 

 有學者進一步指出，著作權本身即係對言論自由權之限制。亦即，任何對於人

民暢所欲言，聽其欲聽的自由有所壓制者，皆屬於對言論自由權之限制，而著作權

即限制使用者是否利用及如何利用具著作權保護適格的作品580。有學者更大膽地

主張，指令第 5 條並非是著作權之權利限制與例外，而僅是決定著作權切確範圍

的法律工具。著作權本身係名為排他權的島嶼，坐落在名為自由的海洋中，諸如言

論自由、資訊自由權等自由權係法律上的原則，著作權保護反而僅是法律上的例外，

當系爭利用型態超出著作權的保護範圍，即應回歸法律上的原則，即言論自由及資

訊自由的保護581。佐審官 Szpunar 表示：「向公眾傳達具著作權保護適格的作品，

不論該傳達行為是否為著作權人所為，或是否經權利人授權，皆自屬於自由權的範

圍之內…故一般咸認為著作權本身即內含容許言論自由權及所涉著作權之間衝突

的機制582」，因此，佐審官 Szpunar 亦認為，著作權的保護本身即是調合權利人的

無體財產權及言論自由間衝突的產物，此與美國法上學者傳統上認為，著作權本身

未必然牴觸憲法第一修正案583，而係透過思想表達二分法、合理使用等內在設計，

內部調合言論自由與著作權間的衝突584的想法相一致。 

第二款 美國法  

 於「於網頁中張貼著作所在之超連結」、「其服務被第三人用以侵害公開傳輸權

的服務提供者」之個案類型中，後者案例中，美國法院近年來著重討論服務提供者

所提供者之服務是否符合著作權直接侵權所需具備的 volitional requirement，因美

國法院以會涉及合理使用抗辯者僅有「於網頁中張貼著作所在之超連結」，本文僅

                                                      
580 Christophe Geiger & Elena Izyumenko, Freedom Of Expression As An External Limitation To Copyright 

Law In The EU: The Advocate General Of The CJEU Shows The Way, 41 EUR. INTELL. PROP. REV. 131, 

135 (2019).  
581 T. Hoeren, Access Right As A Postmodern Symbol Of Copyright Deconstruction?, in ADJUNCTS AND 

ALTERNATIVES TO COPYRIGHT 361 (J.C. Ginsburg & J.B. Besek ed., Columbia University School of Law 

2002). 
582 Case C-469/17, Opinion of advocate general Szpunar in Funke Medien, at ¶¶ 35-6.  
583 賀德芬老師自憲法第一修正案及 1790 年著作權法制訂的時點，推斷立法者並無意制定自相矛

盾的法律，且自憲法第一修正案及著作權法的立法目的相互比較，得出兩者實係相輔相成的關係，

而認為憲法第一修正案與著作權法並未相互牴觸，真正的問題點則在於如何在表面上係相互衝突

的立法文字中，尋求兩者間相互為用的協調點。參賀德芬，言論自由與著作權的保護—兼談著作權

的限制，臺大法學論叢，8 卷 2 期，頁 134-6，1979 年 6 月。 
584 Melville B. Nimmer, Does Copyright Abridge The First Amendment Guaranties Of Free Speech And 

The Press?, 17 UCLA L. REV. 1180 (1970).; Paul Goldstein, Copyright And The First Amendment, 70 

COLUM. L. REV. 983 (1970).轉引自楊智傑，美國著作權法—理論與重要判決，頁 4-5，2018 年 5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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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此案件類型為討論。另，近年來開始討論權利人向服務提供者發送侵權通知之前，

是否應就疑似侵權之標的物先為合理使用之判斷，始足該當美國著作權法

§512(c)(3)之侵權通知的問題，本文一併討論。 

一 超連結：搜尋引擎 Perfect 10, Inc. v. Amazon.com, Inc. (2007).   

 第九巡迴法院認為 Google 圖片搜尋提供縮圖的行為直接侵害公開展示權，

Google 便提出合理使用之抗辯。 

 首先，第一個判斷因素「使用目的及性質」要件，參酌最高法院 campbell 案 

的見解，主要判斷後續作品是否具有「轉化性使用（transformative uses）」，亦即，

其不能僅是取代原作品，而需添增改變原作品的新的、更進一步目的或不同性質的

新表達、意涵或訊息。當被告以不同脈絡改變或使用原著作至轉變成另一新創作時，

始能成立轉化性使用。第九巡迴法院認為，搜尋引擎藉由將圖片轉變為不同於原著

作功能的電子索引工具，指引使用者至資源來源端，即便 Google 係使用 Perfect 10

圖片之全部，亦不減損 Google 圖片搜尋之轉化性性質，誠如 kelly 案 及 Nunez 案

所言，即使將原作品全部重製並直接利用，只要係有別於原作品利用目之利用即可。

Perfect 10 雖爭執，使用者得直接下載 Google 圖片搜尋所提供的縮圖，因而直接取

代 Perfect 10 銷售縮小尺寸圖片以供手機使用的服務，法院認為此部分需衡量

Google 圖片搜尋產生的替代效果、商業利用縮圖及重大的轉化性使用，需與 Google

圖片搜尋所創造的社會公益及促進著作權法目的之程度相衡量，然而法院未發現

使用者實際將 Google 縮圖下載以供手機使用的相關證據，此外，雖然本案中的

Google 搜尋尚有利用縮圖將使用者導引至 AdSense 夥伴網站的商業利用，並獲取

佔 Google 總收益 46%的收益，但扣除掉少數內含侵權內容的網站收益，數字並未

減少 。 

 當被告利用著作的轉化性程度越高，其他權衡要件的重要性程度則相應地降

低，成立合理使用的可能即越高。因此，法院認定 Google 搜尋的轉化性本質所帶

來的公益，超越了附帶性地（incidental）取代縮圖下載市場及商業利用產生的微小

收益，就使用目的及性質要件而言，傾向有利於 Google 之判斷。 

 就第二個判斷因素「著作性質」要件，需判斷著作本身的創作性程度，以及該

著作是否已公開。雖然 Perfect 10 色情圖片本身具有高度創作性，但 Perfect 10 已

將之初次公開於網站中供付費會員觀覽，Perfect 10 並不能已尚未初次公開為由主

張較高程度的保護。因此，就著作性質要件而言，綜合上開兩要件，僅稍微傾向有

利於 Perfect 10 之判斷。 

 就第三個判斷因素「利用之質量佔整體著作之比例」要件，需判斷被告所利用

的質與量所佔整體著作之比例，相較於利用的目的及性質來說是否合理。如果

Google 僅重製圖片之部分，使用者將難以辨認圖片，搜尋引擎所帶來之索引功能

將大打折扣，為了能夠讓使用者準確判斷圖片內容，重製圖片之全部為必要的，始

能達成索引連結的效果。因此，就利用之質量佔整體著作之比例而言，並未有利或

不利於原被告任何一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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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四個判斷因素「利用結果對著作潛在市場或現有價值之影響」要件，kelly 案

以縮圖並非全尺寸原圖的替代物，認定搜尋引擎提供的縮圖並未損及著作權人的

原圖銷售及授權市場。雖然本案中 Google 圖片搜尋的著作利用創造了廣告收益，

但當著作利用具有轉化性性質，因其市場的替代性效果具有不確定性，而難以從中

推定市場損害之存在。Google 圖片搜尋功能即具有高度的轉化性，且亦未有 Google

搜尋使用者將縮圖實際下載的相關證據，Google 縮圖造成 Perfect 10 縮圖下載市場

的潛在傷害則僅屬於假設，因此，就利用結果對著作潛在市場或現有價值之影響而

言，並未有利或不利於原被告任何一方。最後，第九巡迴法院綜合考量四項因素，

並以著作權法的目的來衡量，第九巡迴法院認為，由於 Google 搜尋引擎的高度轉

化性質，並產生重大的社會公益，相較於 Perfect 10 縮圖下載市場的不確定性市場

傷害，Google 圖片搜尋的縮圖利用屬於合理使用。 

二 其服務被第三人用以侵害著作權之服務提供者：A&M Records, Inc. v. Napster, 

Inc., 239 F.3d 1004 (2001). 

 第九巡迴法院認定 Napster 提供 P2P 軟體及檔案交換平台的行為本身並未直

接侵害著作權，而是構成提供直接侵權者（用戶）協助的輔助侵權及代理侵權責任，

但如直接侵權者的使用行為構成合理使用，因而認定不構成侵權，Napster 自無庸

負擔間接侵權責任。第九巡迴法院肯定下級法院的見解，認定 Napster 的使用者不

符合理使用，仍構成著作權的直接侵害，故 Napster 仍應負擔間接侵權責任。 

 首先，第一個判斷因素「使用目的及性質」要件，第九巡迴法院支持下級法院

的看法，認為 Napster 平台使用者的利用模式僅是將原著作轉傳輸到另一個媒介，

用戶所下載的 mp3 檔案在內容上並無任何轉化。再者，該利用模式具有商業性。

因檔案傳輸者（a host user）將自身電腦中的檔案傳輸給其他匿名的平台使用者，

難謂屬個人使用，且 Napster 使用者得透過此平台免費取得其原先應付費購買的音

樂。特別說明的是，雖然 Napster 使用者並未有販賣檔案的買賣行為，但直接的經

濟利益並非商業使用的要件，只要是重複性且對權利人利益具有剝削效果

（exploitative）的利用行為，亦屬於商業性使用。 

 因此，缺乏轉化效果，且利用模式具有商業性的情況下，第九巡迴法院就第一

個判斷因素傾向有利於著作權人的判斷。 

 就第二個判斷因素「著作性質」要件，因 Napster 平台使用者所下載的檔案皆

為著作權人的音樂編曲及錄音，本質上皆具有原創性，故不利於被告。就第三個判

斷因素「利用之質量佔整體著作之比例」要件，因 Napster 平台使用者的利用模式

為打包重製（wholesale copying），勢必是針對原著作的全部為下載，遂不利於被告。 

 第四個判斷因素「利用結果對著作潛在市場或現有價值之影響」要件，第一個

判斷因素與第四個判斷因素的證明度要求為相互牽連的，即如果係商業性使用，則

可以推定系爭利用對著作利用市場的傷害可能性；如屬非商業性使用，則需另為舉

證證明市場的傷害可能性。Napster 平台使用者的下載行為本身即為商業性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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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場傷害可能性的證明度要求即不高，且其下載行為至少傷害了兩種市場：大學生

間視聽光碟片的既有銷售市場、著作權人試圖在網路上發展數位下載的潛在市場。

雖然現狀下著作權人的數位下載市場尚不存在，但因著作權人已投入相當勞費在

數位下載市場的開發，故 Napster 平台使用者的下載、分享已傷害到著作權人計畫

開發的市場。因四項因素中均不利於被告，故否定被告合理使用的主張。 

 Napster 復主張平台使用者的下載行為屬於空間移轉（space-shifting），應構成

合理使用。然而，Sony 案和 Diamond 案並不能適用於 P2P 軟體及檔案交換平台使

用者身上。Sony 案及 Diamond 案的時間及空間移轉當下並未同時間向公眾散布著

作內容，前案，並未涉及散布行為，僅限家庭觀覽；後案，係將使用者的電腦硬碟

中的著作內容傳輸到可攜式的 mp3 播放器中，傳輸的接收者僅限於使用者本身。

但是，Napster 平台的使用者係將檔案放置到電腦中的分享資料夾中的當下，即同

時將檔案分享給數以萬計的其他使用者，與 Sony 案及 Diamond 案顯然有別，不適

用空間移轉的合理使用抗辯。 

三 數位時代下美國法上合理使用的考量 

 在 Cambell v. Acuff-Rose Muisc Inc.案判決中，聯邦最高法院除了判斷被告的

利用行為是否具商業性外另外引進了以「轉化程度」作為判斷標準，改變了過往認

為商業性使用必然阻斷合理使用的見解585。Souter 法官認為，轉化性使用係指「不

只是取代原著作，而是有其他目的或不同性質，對原著作增加新表達、意義或訊息，

而改變原著作586」，判斷標準有三：1.利於社會；2.與原著作有相異的利用方式或目

的；3.對原著作有添加新的價值587。然而，在搜尋引擎的個案中，因搜尋引擎係功

能性工具，而非創造力工具，搜尋引擎要符合新價值的要件，較有困難。但搜尋引

擎的個案放寬了 cambell 案對「轉化程度」的判斷標準，即便超連結所提供的內容

為原著作之全部，基於其功能在於提供資訊的索引、搜尋，使用目的已不同於原著

作，且搜尋引擎的利用提供大眾接觸資訊的樞紐，增進公共利益，第九巡迴法院遂

認為搜尋引擎的利用構成轉化性使用。 

 在 P2P 軟體及平台提供的個案中，第九巡迴法院則以則因被告顯係透過用戶

間違法的檔案交換活動以獲利，不僅影響既有的 cd 銷量市場，更衝擊著作權人計

畫開發數位下載的潛在市場為由，而作成不構成合理使用的結論。 

 上開兩則美國判決之間，搜尋引擎與 Napster 檔案交換平台皆具營利性質，且

兩者公開表演、展示的內容皆為原著作內容之全部，亦都在直接侵權行為發生的當

下，同時將原著作內容散布於公眾，且散布的著作內容皆為受著作權保護的高度原

創性內容，再者，不論是 Google 圖片搜尋，亦或是 Napster 平台，皆具有內容索

引、搜尋之功能，何以兩個案間對於合理使用的爭點存有相反的結論？ 

                                                      
585 在 Sony 案中，法官 stevens 指出：「任何對於受著作權法保障的著作進行非經授權的商業性利

用，均應被推定為對著作權人專屬權利不合理地剝削。」See Sony Corp. Of America V. Universal City 

Studios, Inc., supra note 502, at 451. 
586 Cambell v. Acuff-Rose Music, Inc., 510 U.S. 569, 579 (1994).  
587 Id., at 579-8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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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細繹兩案間的差異，得以觀察出合理使用的判斷關鍵有二，其一為交易成本過

高導致的市場失靈效果。申言之，如要求搜尋引擎針對爬蟲程式在網路中所抓取的

每一份資料都必須向權利人取得授權的之後始能抓取，交易成本之高難以估計，更

遑論執法機關之成本，在交易成本過高而逼近市場失靈的情況下，巡迴法院在該案

中為合理使用判斷自可預期。在 P2P 檔案交換平台的個案中，雖著作權人的數位

授權市場尚未成形，但因著作權人已主動積極開發授權市場的事實，而得以預見數

位授權的交易成本在未來將有顯著下降的可能時，巡迴法院則傾向拒絕被告合理

使用抗辯的主張。 

 另一為利用型態所創造的正面外部性。搜尋引擎大幅提高網路使用者在網路

上取得資訊的能力，發展至今，搜引擎甚至成為使用者接觸網路資訊的唯一管道，

扮演著資訊流通的樞紐，自「所有的創作皆係於源自於公共領域或他人創作，並在

過去創作的基礎上有所附加」的觀點588來看，搜尋引擎實為創造資訊的重要角色，

提供社會大眾廣泛利用網路資訊並本此持續創新的效果，所創造的正向外部性甚

大。在 P2P 檔案交換平台的個案中，P2P 檔案交換平台雖便利使用者搜尋音樂，但

卻已減損大學生間視聽光碟片的既有銷售市場、著作權人試圖在網路上發展數位

下載的潛在市場，P2P 檔案交換平台幾乎不需負擔任何著作取得成本，即可提供使

用者免付費的著作搜尋平台及傳輸下載服務，並藉此獲利，雖導致 P2P 檔案交亂

平台每提供一次服務的成本降低，亦會創造便利搜尋的正向外部性，但其相應產生

著作權人因受經濟剝削而降低創作意願、不願意公開創作等社會成本，相較而言，

P2P 平台所創造的外部效益顯小於外部成本，整體而言，P2P 檔案交換平台係產生

社會無謂的損失。 

 綜上可知，決定合理使用是否成立的關鍵在於，交易成本過高導致的市場失靈

效果及利用型態所創造的正面外部性。如系爭利用型態所導致的交易成本越高，成

立合理使用的機會越低；如系爭利用型態所創造的正面外部性越低，成立合理使用

的機會越低，反之亦然。凡任何主張合理使用的利用模式背後或多或少皆會涉及新

的知識傳播或加值模式，進而降低整體社會的資訊運用成本，或多或少皆會創造若

干正面的外部效益589，是否能成立合理使用的關鍵即在於，利用模式是否能夠增加

整體社會的效益，如整體而言係創造社會無謂的損失，則成立合理使用的機會則小，

而商業性與否則非考量因素。 

四 合理使用抗辯的權利化 

 在 Lenz v. universal music corp.案590591中，第九巡迴法院認為，雖然傳統論點

                                                      
588 陳起行，資訊著作性與合理使用—事理、學理及法制面研究，政大法學評論，68 期，頁 209，

2001 年 12 月。 
589 闕光威，論著作權法上之合理使用，頁 123-4，2009 年 7 月。 
590 Lenz v. universal music corp., 815 F.3d 1145 (9th Cir. 2016).  
591  本案之案例事實為，Stephanie Lenz 將其拍攝她家小孩隨著著名歌手 prince(下稱王子)所唱的

「let’s go crazy」音樂於廚房中跳舞之影片上傳至 YouTube 上，並將影片命名為 let’s go crazy #1。

環球音樂為歌手王子之唱片出版商，為王子管理歌曲並執行其著作權利及保護，為有效保護王子之

著作權利，環球音樂指派法務助理每日監控 YouTube 平台上之所有影音，透過關鍵字之搜尋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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認為合理使用屬於訴訟法上之抗辯，但自 1976 年著作權法將「合理使用」此一判

例法（case law）下的衡平理念明文化後，條文規定：「著作之合理使用不構成著作

權侵害」等字眼顯示，合理使用為非侵權利用，為著作權法所允許，合理使用既已

被視為著作權法所許可之利用，其不應再被視為抗辯，而屬於著作利用者之一項權

利（a right）。學者 Gibbons 認為，如不強化合理使用的法律地位，著作權法將朝向

不斷擴張權利範圍、權利期間更長，及權利取得要件更為寬鬆的方向發展，而認為

合理使用屬於公眾利用的「權利」的一部分592。 

第三項 本文見解 

 資訊社會指令中雖未針對向公眾傳達權設有合理使用的規定，但於近期中的

判決可知，因歐盟法院長久以來皆認定指令第 5 條第 3 項所列之限制事由屬於窮

盡式列舉，並不允許法定限制事由以外的其他例外，再者，自 Filmspieler 案及

Renckhooff 案可知，指令第 5 條第 5 項的三步驟測試本質為各會員國針對著作財

產權之排他權能制定限制與例外規定的「限制性條款」，各國限制與例外之內國法

規定不僅需符合指令第 5 條第 3 項所列的法定事由，尚需接受第 5 條第 5 項的三

步驟測試，高度限縮各國依照內國所需制定權利限制與例外的裁量權。但隨著科技

日新月異，僵化的法定事由已不足以應付各國著作權實務的所需，歐盟法院遂藉由

引入歐盟憲章的基本權規定，擴張法定事由的要件範圍，此一趨勢亦彰顯出歐盟著

作權實務需要類似於美國合理使用此一彈性機制593，以調合著作權人的權益及網

                                                      
法務助理會逐筆檢驗各影片是否包含王子之歌曲，判斷準則為該影片是否重大利用王子之歌曲，諸

如：將王子之歌曲置於影片之重要部分，或為影片之重點，準則中並未明確將「著作權法中的合理

使用」納入考量。法務助理認為，整部影片皆有大聲的 let’s go crazy 的背景音樂，且影片中 lenz 詢

問她的小孩是否喜愛這首背景音樂，標題復以 let’s go crazy 為命名，法務助理遂以標題、背景音樂、

lenz 之詢問等因素，認定 let’s go crazy 為該影片之重點，遂針對此影片向 YouTube 寄發侵權通知，

指控 lenz 之影片未經授權而利用王子之歌曲，YouTube 接獲侵權通知後，將之轉發給 lenz，並立即

移除該影片。Lenz 主張其利用符合「合理使用」，遂依照§512(g)(3)發送回復通知，要求 YouTube 回

復該影片，YouTube 將回復通知轉發給環球音樂，環球音樂復寄發侵權通知，lenz 遂再度寄發第 2

次回復通知，YouTube 最終於七月中旬回復該影片。Lenz 依據§512(f)向環球音樂提起訴訟，主張該

影片利用 let’s go carzy 構成著作權法的「合理使用」，未侵害王子歌曲之著作權，且環球音樂未考

量其影片是否成立「合理使用」，即發送侵權通知，構成不實通知，違反§512(f)。本案之法律爭點

為，著作權人依據§512 寄發侵權通知之前，是否須事先考量系爭著作是否構成合理使用？如未予

以考量，則是否構成§512(f)之不實通知？依第九巡迴法院之多數意見，著作權人於寄發侵權通知之

前，須事先考量系爭利用是否構成合理使用，如僅事前未對此考慮，尚不構成§512(f)之故意不實通

知，被移除內容之用戶仍須證明著作權人「實際知悉」或「蓄意視而不見」系爭利用很可能構成合

理使用之事實，始需負擔§512(f)不實通知之損賠責任。惟按 Smith 法官之不同意見，著作權人事前

疏未考量合理使用之行為本身即屬於「故意」不實通知，應負擔不實通知之損賠責任。Id., at 1148-

50.  
592 Llewellyn Joseph Gibbons, Entrepreneurial Copyright Fair Use: Let The Independent Contractor Stand 

In The Shoes Of The User, 57 ARK. L. REV. 539, 541 (2004).  
593  Viktoria Kraetzig, Does Copyright Law Have To Balance Fundamental Rights Beyond The Written 

Exceptions? Unfortunately, The German Federal Supreme Court Has Recently Left This Question Open, 

KLUWER COPYRIGHT BLOG (May 28, 2020), available at 

http://copyrightblog.kluweriplaw.com/2020/05/28/does-copyright-law-have-to-balance-fundamental-

rights-beyond-the-written-exceptions-unfortunately-the-german-federal-supreme-court-has-recently-left-

http://copyrightblog.kluweriplaw.com/2020/05/28/does-copyright-law-have-to-balance-fundamental-rights-beyond-the-written-exceptions-unfortunately-the-german-federal-supreme-court-has-recently-left-this-question-open/?doing_wp_cron=1591421295.3502659797668457031250
http://copyrightblog.kluweriplaw.com/2020/05/28/does-copyright-law-have-to-balance-fundamental-rights-beyond-the-written-exceptions-unfortunately-the-german-federal-supreme-court-has-recently-left-this-question-open/?doing_wp_cron=1591421295.35026597976684570312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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路使用者的基本權間的衝突。雖歐盟法院係自指令第 5 條第 3 項的各項法定事由

的規範意旨，分析出利益衡量時所需考量的基本權種類，但不論是指令第 5 條第 3

項第 a 款所保護的教育權、第 c 款所保護的媒體自由及資訊自由權、第 d 款所保護

的鼓勵創作的公益目的，歸結而言，皆屬於著作使用者「利用權」的內涵，只要在

符合資訊社會指令「提供著作權人高程度的權利保護機制」及「確保歐盟著作市場

之整合運作」的立法目的下，未嘗不能承認著作使用者之「利用權」，而「利用權」

的理論基礎即為資訊社會中的言論自由權，任何私人間的利益衝突，則需要透過比

例原則來調合。 

 從美國法的經驗觀察可知，凡任何主張合理使用的利用模式背後或多或少皆

會涉及新的知識傳播或加值模式，進而降低整體社會的資訊運用成本，或多或少皆

會創造若干正面的外部效益594，而是否能成立合理使用的關鍵即在於，則在於利用

模式是否能夠增加整體社會的效益。從整體社會效益增加的觀點來看，成立合理使

用的利用型態亦可能係損害著作權人的權益，僅係所受損害小於社會效益的增加。

 綜合歐盟法與美國法關於合理使用的發展，本文認為，公開傳輸權既屬著作權

人的財產權之一，其財產權所蒙受的負擔當有一定的界線，非謂私人財產權即必須

因公共利益而無限退讓，著作權人因總體社會效益的提升所做的犧牲有一定的上

限，如在財產權應負的社會義務範圍之內的犧牲，則屬「公益犧牲」，如超出財產

權應負的社會義務範圍之外的犧牲，則屬「公益徵收」595。因此，合理使用的下限

為整體社會效益的增加，合理使用的上限為未超過財產權應負的社會義務範圍。尤

其，在著作權侵害無所不在的網路環境中，合理使用界線的釐清，不僅有助於建立

網路環境中利用著作的準則，在社群軟體及影音分享平台皆設有通知暨取下機制

的現狀下，提供網路服務提供者判斷個案中是否有合理使用的參考準則，亦可避免

在使用者生成內容（user-generated content, UGC）盛行的網路環境中錯誤移除內容，

進而導致言論自由箝制的風險，更甚者，如日後法院援引美國法上的 Lenz 案見解，

要求著作權人於寄發侵權通知之前須就通知所載的侵權內容為合理使用的判斷，

則合理使用眾多的考量要件及高度仰賴個案判斷而生結果難測的弊端，實須存在

一個上位性、概括性的原則性通則供遵循。 

第二節 比較法上構成公開傳輸侵權責任之網路服務提供者

之民事免責 

 於上一節探討完歐盟法及美國法就合理使用規定的發展，釐清歐盟法的向公

                                                      
this-question-open/?doing_wp_cron=1591421295.3502659797668457031250. (last visited on Aug. 15, 

2020). 
594 闕光威，同前註 589，頁 123-4。 
595 陳新民，著作權的社會義務：由德國憲法學的角度檢驗智慧財產權的保障及其限制，台大法學

論叢，37 卷 4 期，頁 118，2008 年 12 月。 

http://copyrightblog.kluweriplaw.com/2020/05/28/does-copyright-law-have-to-balance-fundamental-rights-beyond-the-written-exceptions-unfortunately-the-german-federal-supreme-court-has-recently-left-this-question-open/?doing_wp_cron=1591421295.35026597976684570312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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眾傳達權及公開表演權、公開展示權的「權利範圍的限制」後，本文將進一步討論

「責任主體的責任限制」是否會影響權利本身的範圍，亦即構成向公眾傳達權及公

開表演權、公開展示權侵害的網路服務提供者之民事免責規定，是否會不當擴張或

限縮權利範圍，讓本構成權利侵害之間接責任因而免責，或是讓本不構成權利侵害

之間接責任因而入責。 

第一項 美國網路服務提供者之民事免責 

 為落實世界著作財產權組織著作權公約（簡稱 WCT）之規定，並讓美國著作

權得以與數位時代接軌，美國國會遂於 1998 年制定數位千禧年著作權法案（The 

Digital Millennium Copyright Act of 1998，簡稱 DMCA），針對當時著作權法予以增

修，其中，為確保網路服務之品質與多樣性得以持續提升，並明確化網路服務提供

者之著作權侵權責任596，遂於聯邦著作權法中增訂網路服務提供者責任限制法

（Online copyright infringement liability limitation act，簡稱 OCILLA）乙節，讓不知

悉其用戶之侵權活動之網路服務提供者得以免除民事侵權損害賠償責任，而得以

繼續提供具有公益價值的網路服務給大眾。 

第一款 1998 年美國千禧年數位著作權法 

 首先，欲主張免責事由的網路服務提供者必須為本條第 k 項的「服務提供者」

定義：597598 

(A)屬於提供暫時性數位網路通訊之服務類型者，服務提供者係指，不修改所接受

或傳送之資料內容，在用戶所特定或選擇之節點間，提供傳輸（transmission）、發

送（routing）或數位線上通訊服務（digital online communication）之法人。599 

(B)屬於系統快取、依使用者指示的系統或網路資訊儲存及資訊搜尋工具之服務類

型者，服務提供者係指，提供線上服務、網路連線或其所需設備之經營者，並不限

於法人，並包括(A)款所指的暫時性數位網路通訊之服務提供者。600 

 

 此外，於符合服務提供者之定義後，尚須滿足免責之「適格要件」，方能適用

責任限制之規定。網路服務提供者必須： 

(A)合理地採行並實施一個適當終止對屢次侵權用戶提供服務之政策，並告知用戶

此項政策。 

(B)調合但不干預標準科技措施（standard technology measures）。601標準科技措施係指，

                                                      
596 Capitol Records, LLC v. Vimeo, LLC, 826 F.3d 78, 82 (2nd Cir. 2016).  
597 以下中文條文為筆者自譯。 
598 網路服務提供者欲獲得安全港條款之保護，須分別滿足：1.服務提供者定義；2.免責之適格要件；

3.按其服務類型之不同，分別適用不同的款的責任條件。審查步驟參 Viacom Int'l, Inc. v. YouTube, 

Inc., 676 F.3d 19, 27 (2nd Cir. 2012).  
599 17 U.S.C. §512(k)(1)(A). 
600 17 U.S.C. §512(k)(1)(B). 
601 17 U.S.C. §512(i)(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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著作權人用來辨識或保護著作之措施，且該措施 

1.係根據著作權人及服務提供者間廣泛的共識，基於開放、公平、自願及多重產業

的標準程序所開發； 

2.任何人皆可以合理及非差別性的條件下獲得；且 

3.該措施之實施並不會加諸服務提供者實質的成本，或對其系統或網路造成實質的

負擔。602 

 

 符合「服務提供者」定義及免責之「適格要件」後，依照技術特性的不同，分

別適用四種不同的免責條件： 

一 §512(a)暫時性數位網路通訊（transitory network communications） 

 服務提供者在其所控制或經營之系統或網路中，為傳輸、發送或提供連線，所

生之（by reason of）著作權侵害；或在傳輸、發送或提供連線的過程中所為的中介

性、暫時性的資料儲存，所生之著作權侵害，服務提供者於符合下列規定時，不負

損害賠償責任，或除符合第 j 項規定外，不負禁制性或其他衡平責任： 

1.由服務提供者以外之人發動或指示傳輸資料； 

2.未經服務提供者篩選資料之情形下，透過自動技術程序執行資料之傳輸、發送及

連線提供； 

3.除非係應第三人之請求所為之自動回覆，服務提供者未選擇傳輸資訊之接收者； 

4.於中介性或暫時性儲存之過程中，服務提供者並不會以特定接收者以外之任何人

通常得以接觸的情況下重製其所存儲之資訊；或者服務提供者並不會於超出傳輸、

發送及提供連線所需之合理必要時間範圍之外，以特定接收者通常得以接觸的情

況下保留該重製物之存儲； 

5.透過其系統或網路所傳輸之資料並不會受到服務提供者之修改。603 

二 §512(c)依使用者指示的系統或網路資訊儲存（information residing on systems 

or networks at direction of users） 

(1)服務提供者依用戶之指示將資訊儲存在其所控制或經營之系統或網路中，所生

之（by reason of）著作權侵害，服務提供者於符合下列規定時，不負損害賠償責任，

或除符合第 j 項規定外，不負禁制性或其他衡平責任： 

(A) 

(i)未明確知悉其系統或網路中之資料或其使用乃屬侵權 

(ii)未明確知悉侵權之情形下，亦未察覺明顯為侵權活動之事實或情節；或 

(iii)一旦明確知悉侵權，或察覺侵權之相關事實或情節後，立即移除該資料或阻斷

接觸該資料之管道。 

                                                      
602 17 U.S.C. §512(i)(2). 
603 17 U.S.C. §512(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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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並未自其有權或有能力控制之侵權活動中，直接獲取經濟利益；且 

(C)當接獲§512(c)(3)所定的侵權通知時，立即移除該等侵權內容或侵權活動標的，

或者是立即阻斷接觸該等侵權內容或侵權活動標的之管道。 

(2)指定代理人：（略） 

(3)通知之要件： 

(A)侵權通知須以書面提供下列事項予服務提供者之指定代理人，始生效力： 

(i)有權代表主張被侵權之專屬權利所有人行使權利之人的物理或電子簽章 

(ii)指明被侵權著作，如被侵權之複數著作係位於單一網站中，並集中於單次一併

通知，則須提供該網站中被侵權著作之清單 

(iii)指明侵權內容或侵權活動之標的，及其應被移除或被阻斷接觸管道之部分，並

提供服務提供者得以搜尋到該侵權內容的合理充分資訊 

(iv)提供服務提供者得以聯絡到申訴方的合理充分資訊，例如：地址、電話、電子

郵件等 

(v)聲明控訴人係善意信賴該侵權內容之利用係未經著作權人、其代理人之合法授

權及法律許可 

(vi)聲明控訴人受被侵害專屬權利所有人之授權，且其所提供之資訊係屬正確，否

則願受偽證罪之追訴 

(B) 

(i)除符合§512(c)(3)(B)(ii)的規定之外，由著作權人或其代理人發出的侵權通知，怠

於充分遵守上述所定的通知要件者，該通知不得被用以判斷是否構成§512(c)(1)(A)

所定的服務提供者之主觀要件（明確知悉或察覺明顯為侵權活動之事實或情況） 

(ii)在發送予服務提供者的指定代理人的侵權通知未充分遵守上述所定的通知要件

的情形下，若已充分遵守§512(c) (3)(A)中的(ii)、(iii)、(iv)的規定，則§512(c)(3)(B)(i)

之規定僅適用於服務提供者立即試圖聯絡發出侵權通知知人，或立即採取適當步

驟以協助收受符合通知要件之侵權通知。 

三 §512(d)資訊搜尋工具（information location tools） 

服務提供者使用資訊搜尋工具，包括目錄（directory）、索引（index）、關聯出處

（reference）、指向（pointer）或超連結（hypertext link），提供或指引用戶至含有侵

權內容或侵權活動之網址，所生之（by reason of）著作權侵害，服務提供者於符合

下列規定時，不負損害賠償責任，或除符合第 j 項規定外，不負禁制性或其他衡平

責任： 

(1) 

(A)未明確知悉其系統或網路中之資料或其使用乃屬侵權 

(B)未明確知悉侵權之情形下，亦未察覺明顯為侵權活動之事實或情節；或 

(C)一旦明確知悉侵權，或察覺侵權之相關事實或情節後，立即移除該資料或阻斷

接觸該資料之管道。 

(2)並未自其有權或有能力控制之侵權活動中，直接獲取經濟利益；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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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依據§512(c)(3)所定的侵權通知，立即移除該等侵權內容或侵權活動標的，或者是

立即阻斷接觸該等侵權內容或侵權活動標的之管道。惟依本款目的，§512(c)(3)(A)(iii)

所指之資訊須包含應被移除或阻斷接觸的侵權內容或活動的關聯出處或超連結，

以及服務提供者得以搜尋到該關聯出處或超連結的充分合理資訊。  

 

 如網路服務提供者符合上述免責要件時，僅得免除金錢損害賠償或限縮禁制

令的範圍，然而於依使用者指示的系統或網路資訊儲存、資訊搜尋工具此兩種服務

類型，其免責事由皆要求服務提供者須於接獲侵權通知後立即移除侵權內容，並針

對著作權人發出的侵權通知之書面應登載事項設有詳細要求，惟侵權用戶之資料

係由服務提供者所掌握，著作權人多難以探知而有證據偏在之問題，§512(h)遂規

定，著作權人或其代表人得依法定程序，向地方法院書記官聲請傳票（subpoena）

予服務提供者，要求其指明被控侵權人之身分。 

 此外，為提供被不當移除內容之用戶及時的救濟，512(g)建構「回復通知及回

復程序」機制，服務提供者須將侵權通知轉送給被移除內容之用戶，被不當移除內

容之用戶可發送「回復通知（counter notification）」，並須在其通知中聲明「其善意

相信系爭移除或阻斷近用內容，係基於錯誤或誤判侵權」。服務提供者於接獲符合

規定的有效回復通知後，即必須將回復通知轉送給著作權人，並於接獲回復通知後

的十至十四天內回復移除內容，除非服務提供者另接獲著作權人已對涉有侵權之

用戶提起著作權侵害訴訟之通知604。 

 為避免著作權人或被移除內容之用戶濫用通知/取下程序或回復通知程序，

§512(f)課予兩造「不實通知」之損害賠償責任，其規定：任何人故意重大不實陳述

下列事項時，應就他方所受之損害負損害賠償責任，包括因他方不實陳述所生之成

本及律師費用。(1)著作權人不實陳述該內容或行為涉有侵權者；(2)被移除內容之

用戶不實陳述其被移除或阻斷近用內容為錯誤及誤判者605。 

四 服務提供者不具一般性的監控義務 

§512(m)規定，以下情形不得解釋為適用本條第 a 項至第 d 項之條件： 

(1)除於遵守本條(i)項所定的範圍內所採用之標準技術措施外，服務提供者監控其

服務，或積極蒐集顯示侵權活動之事實；或(2)於法律所禁止之情況下，服務提供者

移除或阻斷近用受法律所禁止之內容。 

第二款 美國判例法：安全港之適用 

 針對我國公開傳輸權實務爭議案件之個案類型，以下整理出美國法上涉及網

路服務提供者民事免責的相應個案，簡要整理成如下（參下表五）。 

                                                      
604 林利芝，權利消長，天平傾斜—探究「通知/取下」程序之平衡假象，月旦法學雜誌，258 期，，

頁 43，2016 年 10 月。 
605 Lenz v. Universal Music Corp., supra note 590, at 11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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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註：表五中個案之事實暨所涉法律爭議 

1.  Columbia Pictures Industries, Inc. v. Fung, 710 F.3d 1020 (2013). 

本案事實暨爭點：前章節已敘述，茲不贅述。 

 

2.  Viacom Int'l, Inc. v. YouTube, Inc., 676 F.3d 19 (2nd Cir. 2012). 

本案事實暨爭點：YouTube 為影音共享平台，供用戶免費上傳分享、下載觀覽影片，

YouTube 平台共有三項功能，包括將原影片重製以轉檔成多種不同格式，以供最大

用戶量得以觀覽之「轉譯（transcoding）功能」、基於用戶之指令，將影片複製檔傳

送至用戶之瀏覽器快取（browser cache）之「重複播放（playback）功能」、針對用

戶所輸入之關鍵字，利用演算法推薦用戶相關影片之「推薦功能」。美國傳媒集團

viacom 指控 YouTube 所提供的服務大規模蓄意侵害其著作權，遂向 YouTube 發出

十萬多筆的侵權通知，YouTube 亦依照侵權通知立即移除影片，惟 viacom 仍向紐

約州南區聯邦地方法院起訴控告 YouTube 侵害其著作權，主張包括直接侵權及三

項間接侵權，包括輔助侵權、代理侵權及誘引侵權責任，並聲請永久禁制令，要求

YouTube 對其侵權行為負擔十億美金之損賠責任，而 YouTube 則援引安全港條款，

主張不負任何侵權責任。案經上訴至第二巡迴法院，第二巡迴法院就§512(c)之適

用範圍為解釋，涉及之法律爭議包括，YouTube 的「推薦功能」是否符合§512(c)(1)

中「依用戶之指示所為之資訊儲存」、依§512(c)(1)(A)(ii)，YouTube 是否察覺到明

顯為侵權活動之事實或情況、YouTube 就其平台上之侵權影音是否具有控制權力及

能力等三項爭議606。 

 

3.  Capitol Records, LLC v. Vimeo, LLC, 826 F.3d 78 (2nd Cir. 2016). 

本案事實暨爭點：Vimeo 提供用戶得以分享影音著作之網路平台，vimeo 會將用戶

上傳之影片自動轉檔成與其播放軟體相容之格式，並儲存 vimeo 之伺服器中，用

戶得透過串流方式觀覽影片，或是下載，截至 2012 年，vimeo 已擁有超過 1200 萬

之用戶，每天將近 4 萬 3 千筆新影片上傳。所有 vimeo 用戶註冊時，皆須接受其

服務條款，包括僅有其自身創作或參與創作之作品，及其擁有必要權利並於不侵害

他人權利之前提下，始可上傳分享影片等規定。此外，vimeo 之社群指南亦針對上

傳內容之著作權保護有若干規定，並於用戶每次上傳影片之當下顯示包括，僅上傳

自行創作之影片、上傳影片無關涉商業使用、我已了解 vimeo 不容許用戶上傳之

內容類型等規範。Vimeo 另有社群團隊以人工方式執行辨識、分類影片、提供影片

評論及偵測違反 vimeo 政策之影片之任務。Vimeo 用戶分為付費與免付費兩類，其

收益來源有廣告和付費訂閱，但主要的收益來源仍為付費訂閱，雖然付費訂閱得以

享有個人化的平台體驗，免付費用戶得以免費觀覽、下載、重製平台上任何的影片，

除非影片上傳者另設有觀看權限。此外，vimeo 設有 Mod Tools 機制，提供社群團

隊定位並移除違反服務條款之影片，當 Mod Tools 辨識出可疑之影片或用戶，尚會

經過社群團隊人工之逐一審查，於用戶舉報影片時，社群團隊亦會人工審查決定是

                                                      
606 Viacom Int'l, Inc. v. YouTube, Inc., 676 F.3d 19, 26-30 (2nd Cir. 20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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否移除被舉報之影片內容，其中，供用戶舉報（flagging）之頁面亦詳細解釋著作

權人如何透過侵權通知來行使 DMCA 下之權利。於 2008-2010 年間，Vimeo 雖然

已應著作權人之通知而移除至少 4000 個影片，惟 vimeo 僅針對影片為影像內容之

審查，並未審查聲音內容 ，原告 capitol records 指控 vimeo 平台上多個影片之音樂

侵害其著作權，並提出多項用戶與 vimeo 往來之電子郵件內容，委婉告知用戶可

使用並分享受著作權保護之音樂等情，指控 vimeo 針對用戶之侵權蓄意視而不見，

遂向地方法院起訴主張 vimeo 侵害其音樂著作之著作權，vimeo 則主張其受§512(c)

安全港之保護，案經上訴至第二巡迴法院，法院針對 vimeo 是否具備紅旗標準之

主觀察覺及是否蓄意視而不見用戶侵權等兩大爭點為討論607。 

 

4.  Ventura Content, Ltd. v. Motherless, Inc., 885 F.3d 597 (9th Cir. 2018). 

本案事實暨爭點：Joshua Lange 個人經營的影音分享平台 motherless.com，供用戶

上傳色情圖片與影音至 Joshua Lange 所擁有的伺服器中，並供用戶免費觀覽平台

上之圖片與影音，付費用戶雖享有無廣告之收視體驗，但僅占所有用戶之千分之二，

motherless.com 收入之八成五仍來自於廣告。Lange 設立 motherless.com 之初，便

把另一個先前其自行設立之影音平台上之圖片與影音轉而上傳至 motherless.com，

自此之後，Lange 未再上傳任何內容至 motherless.com，所有內容皆係用戶自行提

供。然而，有別於一般影音平台，雖平台設有使用規範，Lange 尚會事前針對用戶

欲上傳之內容為實質審查，但僅透過軟體將圖片及影片以縮圖呈現，將涉有兒童色

情、著作權標示、浮水印及其他涉有違法內容或違反 motherless.com 使用規範的圖

片或影片事前攔阻，不予上傳至平台。Ventra Content 為色情電影之製片商，其發

現其電影片段未經授權即上傳至 motherless.com，每段影片皆未有顯示 Ventra 為著

作權人之標示，僅部分影片有標示 Ventra 以外網站名稱的浮水印，然而，Ventra 並

未向 motherless.com 寄發 DMCA 侵權通知，而是逕向 motherless.com 提起著作權

侵害訴訟，Lange 便立即徵詢 Ventura 被控侵權影片之 URLs，並立即刪除被控侵

權之影片。加州中區地方法院准許被告安全港條款之抗辯，雙方上訴至第九巡迴法

院，第九巡迴法院遂逐一針對§512(c)要件討論608。 

 

5.  EMI Christian Music Group, Incorporated v. MP3tunes, LLC, 844 F.3d 79 (2nd Cir. 

2016). 

本案事實暨爭點：先前經營過 MP3.com 的 Robertson 於 2005 年創設 MP3tunes，該

公司設有兩個網站：MP3tune.com 用戶不僅可以從該網站中購得 mp3 格式之音樂，

尚可付費購買雲端儲存空間儲存數位音樂，而可以在可連線網路之任何載具閱聽

音樂；sideload.com 則提供用戶線上搜尋免費音樂，並透過網站所附設之外掛程式，

將搜尋到的音樂直接下載儲存至 MP3.com 中，此外，每筆儲存在 MP3.com 之音樂

皆會自動新增進 sideload.com 的歌曲搜尋的目錄中，此稱為 sideload 功能，當越多

                                                      
607 Capitol Records, LLC v. Vimeo, LLC, 826 F.3d 78, 84-6 (2nd Cir. 2016). 
608 Ventura Content, Ltd. v. Motherless, Inc., 885 F.3d 597, 600-2 (9th Cir. 20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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音樂儲存進 mp3.com，用戶可在 sideload.com 搜尋到的音樂越多。此外，為鼓勵用

戶多將音樂儲存進 mp3.com，以擴增 sideload.com 之搜尋母體，凡與 sideload.com

相連動的音樂儲存，該儲存容量皆屬免費，Robertson 並提供 mp3tunes 員工免費歌

曲 mp3 下載之網站清單，供員工將盜版 mp3 音樂新增進 sideload.com 搜尋資料庫

中，並於網站中創設 sideload 名人堂，鼓勵用戶多多利用 sideload 功能 。原告 EMI 

Christian 唱片商遂於紐約州南區地方法院起訴主張，MP3Tunes 及所屬執行長侵害

其音樂之著作權，案經地方法院作成准許安全港抗辯之有利被告判決，雙方均上訴

至第二巡迴法院，法院主要就被告是否合理實施排除用戶反覆侵權之政策、紅旗標

準暨蓄意視而不見原則此兩要件為討論609。 

 

6.  Mavrix Photographs, LLC v. Livejournal, Inc., 873 F.3d 1045 (9th Cir. 2017). 

本案事實暨爭點：LiveJournal 為供用戶創設群組、討論版之社群軟體，每一群組皆

設有仲裁員、維護員及管理員，最前者負責審查用戶遞交貼文之內容是否符合平台

規定、中者尚能夠取消仲裁員及用戶之權限，最後者則又兼具取消維護員權限之權

力，三種角色皆為用戶志願性擔任，得自由決定工作時間及是否辭任，各版並由此

三種角色自主性地專責管理，此外，LiveJournal 並指派一位代表人專責處理 DMCA

侵權通知暨移除取下之程序，其服務條款中並要求用戶不得上傳、張貼或傳輸侵害

他人智慧財產權之內容。Oh No They Didn’t（簡稱 ONTD）為 LiveJournal 平台上

最具盛名之社群討論版，LiveJournal 為提升其對於該針對該版之控制力，以創造廣

告營收，另指派 Delzer 為全職的主要指揮員，針對仲裁員之工作表現提供指導並

與仲裁員同具相同權限一起審查用戶貼文之內容，以決定是否上傳至 ONTD 版。

Mavrix 為名人攝影公司，專司名人日常之抓拍攝影（candid photographs），並將照

片販賣給名人雜誌，因其攝影著作多以獨家新聞之捕捉為主，故將其著作上傳網路

之侵權行為勢必影響其市場收益。原告 mavrix 向加州中區聯邦地方法院起訴，主

張 ONTD 版上的七則貼文分別內含其多張攝影著作，該版之照片上尚有

Mavrixonline.com 之浮水印，mavrix 並未向 LiveJournal 寄發 DMCA 侵權通知，但

當 mavrix 一起訴時，LiveJournal 並立即將遭控侵權之照片移除。地方法院認為

LiveJournal 符合安全港條款，並做成有利於 LiveJournal 之簡易判決，雙方上訴至

第九巡迴法院。第九巡迴法院重新審查地院之簡易判決，並就以下法律爭議為討論：

LiveJournal 是否係依用戶指示而儲存 mavrix 之照片？如是，LiveJournal 對於該侵

權活動是否主觀上知悉或察覺？又其對於其有權及能力掌控之侵權活動是否有直

接的財務利益？610 

 

7.  BMG Rights Mgmt (US) LLC v. Cox Communications Inc., 881 F.3d 293 (4th 

Cir., 2018). 

本案事實暨爭點：事實，前章節已敘述，茲不贅述。

                                                      
609 EMI Christian Music Group, Incorporated v. MP3tunes, LLC, 844 F.3d 79, 86-7 (2nd Cir. 2016). 
610 Mavrix Photographs, LLC v. Livejournal, Inc., 873 F.3d 1045, 1049-51 (9th Cir. 20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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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服務被第三人用以侵權之服務提供者 

所提供的服

務類型 

提供 P2P 軟體及

其平台 

提供網友分享音樂影片之平台 提供雲端儲存空間 提供網路連線

服務 

判決名稱 Fung Viacom Capitol Rec. Ventura EMI Mavrix Cox 

安全港的適

格要件 

§512(i)(1)(A) 

未討論 未討論 未討論 未討論 未針對侵權通

知內所載影片

予以追蹤、亦未

追蹤下載被控

侵權影片的用

戶 

→不該當「合理

實施」要件 

未討論 短時間內無差

別性恢復侵權

用戶之連線、政

策落實後的終

止用戶數極少、

多數的終止用

戶係未繳 

網路費 

→不該當「合理

實施」要件 

§512(a) X X X X X X 未討論 

§512(b) X X X X X X X 

§512 

(c) 

(1) 

(A) 

資訊

服務

提供

者之

定義 

Fung 伺服器本身

雖未儲存侵權內

容，但其提供用

戶間侵權內容之

傳輸技術—利用

存儲在其平台的

BT 內容以定位

YouTube 提供的

「轉譯功能」僅係

擴增播放軟體的

相容性、提升用戶

的可近用性；「推

薦功能」全然係依

使用者的關鍵字

非爭點 非爭點 非爭點 雖ONTD仲裁

員 與

LiveJournal 間

具 有 代 理 關

係、ONTD 仲

裁員的篩選標

準為最即時、

未討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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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可相互傳輸之

peers 

→該當「使用存

儲在其系統中之

資料的侵權活

動」要件 

輸入，自動推送推

薦清單，僅係優化

使用著的搜尋結

果 

→該當「依用戶指

示」要件 

聳動的名人新

聞，該實質審

查已超出提升

內容近用所必

要的範圍 

→不該當 

明確

知悉 

X 適用「蓄意視而不

見」原則、即便

YouTube 可用識別

工具輕易地找到

侵權，但因蓄意視

而不見與積極監

控義務有別，必 

須對明顯侵權情

事有所知悉，始有

成立盲目的可能 

→不該當 

適用「蓄意視而

不見」原則、不得

以 vimeo 主動為

超出法定義務的

審查作為，即令

其負更高的注意

義務 

→不該當 

被控侵權影片未

顯示著作權人資

訊、作品專業度

與否不能作為影

片上傳是否經過

授權之判斷依據 

→不該當 

適用「蓄意視而

不見」原則、未

針對侵權通知

內所載影片予

以追蹤、亦未追

蹤下載被控侵

權影片的用戶 

→該當 

Mavrix 未寄發

DMCA侵權通

知，已失去證

明 LiveJournal

主觀知悉的有

力證據 

未討論 

紅旗

原則

( 主

觀察

覺) 

於論壇區募求用

戶上傳檔案、提

供用戶燒錄成

DVD 格式的技

術上協助 

→該當 

著作權人未為侵

權通知、YouTube

網站流量已超過 1

億/日，數量之大，

如未有侵權通知，

將難以對用戶上

雖有審查內容，

但可能僅大略過

目而未知悉影片

內容、一般人不

具 著 作 權 法 知

識，無從判斷侵

以 UMG 案 及

Fung案的事實為

比較基準、本案

未設置熱門電影

排行榜、設有單

支影片上傳之長

知悉 Beatles 唱

片於 2010 年前

未曾授權於網

路上散布、員工

自行、鼓勵用戶

違法下載音樂 

應衡量所涉侵

權照片上有著

作權人資訊的

浮水印，是否

構成一般人合

理判斷顯為侵

未討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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傳的內容有所知

悉或察覺，更遑論

上傳內容的不法

性 

→不該當 

權及合理使用與

否 

→不該當 

度限制、服務條

款規定禁止侵

權、提供著作權

人檢舉管道、已

移除 1000 多支

侵權影片 

→不該當 

→該當 權事實的情形 

立即

移除 

未討論 未知悉即無移除

可能 

未討論 獲悉後即立即移

除 

獲悉後未有作

為 

未討論 未討論 

§512 

(c) 

(1) 

(B) 

有

權、

能力

控制 

Fung 與 Grokster 

III 同具侵權意

圖、參與用戶侵

權活動之一部，

對用戶活動具實

質影響力 

→該當 

YouTube 事先按影

片內容為分類的

功能係自動化執

行 、 不 能 因

YouTube 自願為一

定程度的監控，即

認其對用戶的侵

權活動具有影響

力、未誘導用戶侵

權、未事先篩選用

戶上傳內容、未提

供用戶關於上傳

內容的任何指示、

未有足認「加入」

未討論 事前過濾非法內

容，並不足以證

明對用戶的侵權

活動具有實質影

響力、提供用戶

馬克杯、T 恤等

激勵，因其價值

甚微，難以構成

用戶上傳侵權內

容之誘因 

→不該當 

未討論 ONTD 仲裁員

及 Delzer 的內

容審查程序是

否構成用戶侵

權活動的高度

控制，為判斷

重點 

未討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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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戶侵權活動的

行為 

→不該當 

直接

獲取

經濟

利益 

網站有九成以上

為侵權內容、以

侵權內容吸引用

戶流量、廣告收

益多寡取決於用

戶流量 

→該當 

未討論 未討論 未以侵權內容集

散地自居為宣

傳、未有證據指

出其廣告收益之

提升係肇因於網

站上的侵權內容 

→不該當 

未討論 ONTD 版上有

84%之貼文為

侵 權 內 容 、

LiveJournal 支

廣告收益取決

於ONTD版的

點閱率 

→該當 

未討論 

§512 

(c)(1) 

(C) 

接收

通知

後立

即移

除 

Columbia 影業未

向 Fung 寄發侵

權通知 

著作權人未寄發

侵權通知 

著作權人未針對

本案所涉之影音

內容為侵權通知 

權利人有寄發侵

權通知，被告即

立即移除通知內

所 載 影 片 之

URLs 

接收侵權通知

後未有作為 

Mavrix 未寄發

侵權通知 

未討論 

§512(d) 同 §512(c) 之 要

件，遂不該當 

X X X X X X 

結論 不該當§512(c)、

(d) 

→負間接責任 

該當§512(c) 

→免責 

該當§512(c) 

→免責 

該當§512(c) 

→免責 

不該當§512(c) 

→負間接責任 

第九巡迴法院

發回更審，地

院尚未做成判

決 

不該當§512(c) 

→負間接責任 

表 五：「其服務被第三人用以侵權之服務提供者」的個案類型在美國法下適用安全港條款之情形暨理由整理；來源：筆者自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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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項 歐盟網路服務提供者之民事免責 

第一款 2000 年歐盟電子商務指令：安全港條款 

 電子商務指令以資訊社會服務提供者（Information Society Service Provider, 以

下簡稱 ISSP）為規範對象611，按 98/48/EC 號指令第 1 條第 2 項規定資訊社會服務

為，通常於用戶要求提供服務之下（應客戶要求，透過資料傳輸來提供服務），以

有償、透過電子方式（以處理與儲存資料的電子設備為發送與接收端，並透過有線、

無限、光學或電磁方式發送、傳輸與接收服務），遠端提供（服務提供當下雙方不

會同時出現）的任何服務612。因此，資訊社會服務為廣泛的線上經濟活動，除了網

路銷售此一網路契約型態之外，尚包括非由服務接收者支付報酬的通訊、搜尋、儲

存、傳輸、接收數據、造訪網站等服務，而非屬於點對點、隨選式型態的有線或無

線廣播服務則不屬之613，而法人或自然人，皆得為資訊服務提供者主體614。電子商

務指令第 12 條至第 14 條即針對不同服務內容，分別針對不同類型的 ISSP 為相異

的責任規範。 

一 單純連線服務（mere conduit） 

 電子商務指令第 12 條第 1 項規定，當 ISSP 所提供的資訊社會服務包括「由

服務接收者提供傳輸內容之通訊傳輸，或提供通訊傳輸連線」，只要其符合「非屬

於發動傳輸之一方、未選擇傳輸接收者且未篩選或變更傳輸內容」之條件，會員國

應確保 ISSP 對其所傳輸的資訊，毋庸負責615。第 1 項所指的傳輸及提供連線，包

括僅是為了通訊傳輸之目的，於資訊儲存時間在基於傳輸所必要的合理範圍內，所

為的自動、中間及暫時性的資料儲存616。此外，上開規定不應影響內國法院或行政

機關，依據內國法律制度要求 ISSP 終止服務或防止侵權之可能性617。 

二 快取服務（cache） 

 電子商務指令第 13 條第 1 項規定，當 ISSP 所提供的資訊社會服務包括「由服

務接收者提供傳輸內容之通訊傳輸」，只要其係為了於其他服務接收者提出要求之

                                                      
611  Article 2 of Directive 98/48/EC of the European Parliament and of the Council of 20 July 1998 

amending Directive 98/34/EC laying down a procedure for the provision of information in the field of 

technical standards and regulations. (簡稱電子商務指令，E-Commerce Directive) 
612 Article 1 (2) of Directive 98/48/EC of the European Parliament and of the Council of 20 July 1998 

amending Directive 98/34/EC laying down a procedure for the provision of information in the field of 

technical standards and regulations. (簡稱 98/48/EC 號指令) 
613 Recital 18 of E-Commerce Directive, supra note 611.  
614 Article 2 of E-Commerce Directive, supra note 611.  
615 Article 12 (1) of E-Commerce Directive, supra note 611.  
616 Article 12 (2) of E-Commerce Directive, supra note 611.  
617 Article 12 (3) of E-Commerce Directive, supra note 6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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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能夠增進資訊轉傳輸效率的單一目的，並具備下列各款情形者，會員國應確保

ISSP 對此些資訊的自動、中間及暫時性儲存，毋庸負責： 

1.  未改變存取之資訊； 

2.  遵守取得存取資訊的條件； 

3.  遵守由業界廣泛認可並使用的資訊更新規範； 

4.  不影響經業界廣泛認可並使用，取得利用資訊所需數據之科技的合法利

用； 

5.  於明確知悉資訊的最初傳輸的網路來源已被移除、連線至該來源之管道

已被阻斷，或者法院或行政機關已命其移除或阻斷等事實下，應立即移除

或阻斷近用其所存取的資訊618。 

此外，上開規定不應影響內國法院或行政機關，依據內國法律制度要求 ISSP 終止

服務或防止侵權之可能性619。 

三 資訊儲存服務（hosting） 

 電子商務指令第 14 條第 1 項規定，當 ISSP 所提供的資訊社會服務包括「儲存

由服務接收者所提供的資訊」，並具備下列各款情形之一者，會員國應確保 ISSP 對

其應服務接收者要求，所儲存的資訊內容，毋庸負責： 

1.  未明確知悉不法活動或資訊，且針對損害賠償之請求，未察覺顯而易見的

不法活動或資訊的事實與情節，或 

2.  於知悉或察覺上開情事後，應立即移除或阻斷近用其所存儲資訊的管道620。 

當服務接收者受 ISSP 授權或控制時，則本條第 1 項規定不適用之621。 

此外，上開規定不應影響內國法院或行政機關，依據內國法律制度要求 ISSP 終止

服務或防止侵權之可能性，亦不影響會員國制定關於移除或阻斷近用存儲資訊的

程序規範622。 

四 ISSP 不具一般性的監控義務 

 當 ISSP 提供第 12 條、第 13 條、第 14 條所規定的資訊社會服務時，會員國

不得對提供者施加監控其所傳輸或儲存之資訊的常態性義務，亦不得要求提供者

主動蒐集顯示不法活動事實或情節之證據623。然而，當服務接收者利用 ISSP 所提

供之服務為不法活動時，會員國得要求 ISSP 立即將服務接收者的不法情事通知予

主管機關，或應主管機關要求，提供能夠辨別涉嫌不法的服務接收者身分的資訊624。

此外，雖然電子商務指令第 12 條至第 14 調之第 3 項，分別訂有規定，電子商務

指令第 45 段前言復重申，內國法院或行政機關有權要求 ISSP，針對反覆侵權者為

                                                      
618 Article 13 (1) of E-Commerce Directive, supra note 611. 
619 Article 13 (2) of E-Commerce Directive, supra note 611. 
620 Article 14 (1) of E-Commerce Directive, supra note 611. 
621 Article 14 (2) of E-Commerce Directive, supra note 611. 
622 Article 14 (3) of E-Commerce Directive, supra note 611. 
623 Article 15 (1) of E-Commerce Directive, supra note 611. 
624 Article 15 (2) of E-Commerce Directive, supra note 6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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侵權排除或防止之相關作為。 

第二款 歐盟判例法：安全港適用 

 電子商務指令第 12 條至第 14 條之安全港條款，係以提供網路服務提供者或

平台得以阻卻民事責任，能夠促進歐盟境內網路服務發展之蓬勃為前提而制定，其

背後理由在於，著作財產權之權能在於保護權利人就著作內容之利用權利，傳統之

實體書脈絡下，出版前出版商所為之檢視、挑選、校稿等編輯過程，其對於出版內

容之控制力足以將出版商視為出版內容之作者，而應併同作者對於出版內容之侵

權事件負擔直接侵權責任；惟，於數位網路之脈絡下，電信服務業者（單純連線服

務提供者）僅提供資訊傳輸之載體，即網路連線，其未必能就用戶傳輸之資訊有所

預見、認識或控制，搜尋引擎（快取服務提供者）為提供用戶更快速的搜尋體驗，

其利用軟體之蜘蛛人或機器人爬行網路，雖將網頁的 HTML 碼複製並儲存於其資

料庫中，但並未針對網頁內容為檢視或變更，網路平台（資訊儲存服務提供者）亦

未必會針對用戶所上傳之內容逐一檢視、篩選或編輯，基此，相較於用戶對於侵權

活動具有完全之主導、控制力的情況下，僅具有單純技術性、自動性、被動性之「中

立」網路服務提供者，應不屬於直接侵權責任之主體範圍625。 

 德國法下的安全港條款，遵循歐盟電子商務指令之單一立法架構，在電信服務

法（Telemediengesetz；TMG）626中，首先明定電子資訊通信服務提供者之定義，

並在第 8 條至第 10 條訂有安全港條款，就就第三人所提供之內容，除明知627該內

容有違法情事仍予以傳輸或接取外，原則上，資訊通信服務提供者對第三人所提供

之違法內容，不負法律上責任。立法文字大致上皆與電子商務指令第 12 條至第 14

條相同，而同法第 8 條第 2 項參酌電子商務指令第 15 條之規定，明文排除儲存服

務提供者常態性之監控義務。 

                                                      
625 Recital 42 of E-Commerce Directive: “The exemptions from liability established in this Directive cover 

only cases where the activity of the information society service provider is limited to the technical process 

of operating […] activity is of a mere technical, automatic and passive nature.” 
626 Deutscher Bundestag, Entwurf eines Zweiten Gesetzes zur Änderung des Telemediengesetzes (18/6745) 

(Nov. 18, 2015), https://dip21.bundestag.de/dip21/btd/18/067/1806745.pdf  (last visited June 6, 2016).  
627 故意包含「知」與「欲」，但在儲存服務提供者責任規範下，將故意的要件限於「知」的部分，

而不要求「欲」的部分，亦言之，儲存服務提供者對於用戶所上傳之內容，只要認知到該內容違法

時，即須負責，儲存服務提供者對於該違法內容是否實際上實現，在所不問，而與現行民法或刑法

對於故意之要求，並不相同。參陳人傑，網際網路服務提供者法律責任與相關法制之研究，智慧財

產權月刊，71 期，頁 79，2003 年 12 月。 

https://dip21.bundestag.de/dip21/btd/18/067/1806745.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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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中立性平台及明確知悉 

（一） Google AdWords (C-236/08 to C-238/08) 

 Google 提供付費索引服務—AdWords，由客戶預先指定單一或多個關鍵字，當

搜尋引擎使用者輸入之關鍵字與客戶指定之關鍵字一致時，於搜尋結果的上方欄

位或右側欄位將顯示贊助商連結（sponsored links），供使用者點選進入客戶網站，

達到客戶網站點擊率增加的廣告效果。Google 會依據贊助商連結的點擊率、單次

點擊所需支付的廣告金及廣告質量來決定贊助商連結顯示的排序，對 Google 而言，

其所提供的服務為架設自動處理關鍵字的媒合系統及廣告架設。本案中，LV 等多

家公司發現，多項抄襲其商標的冒牌商品賣家利用 AdWords 服務，將 LV 等商標

名稱列為顯示廣告的關鍵字，當使用者於搜尋引擎輸入 LV 等關鍵字，搜尋結果則

優先顯示冒牌商品賣家的贊助商連結，LV 等多家公司遂以 Google AdWords 服務

侵害其商標權為由，向 Google 提起商標侵權訴訟。訴訟過程中，法國最高法院（Cour 

de cassation）請求歐盟法院判斷一問題：付費索引服務是否構成電子商務指令第 14

條所規範的資訊社會服務？628 

 於 ISSP 按內國法規定需負責之前提下，電子商務指令第 12 條至第 14 條提供

阻卻其責任成立之安全港。即便 Google Adwords 將贊助商指定的關鍵字、贊助商

連結及廣告文字等資訊儲存在其伺服器中的服務，符合 98/48/EC 號指令第 1 條第

2 項資訊社會服務之定義，法院尚表示，ISSP 所提供的服務必須限縮在電子商務

指令「第四節：中介服務提供者之責任」之立法者意旨範圍內，亦即，即便 ISSP

所提供的服務屬於法條所規定的資訊社會服務，唯有當 ISSP 對其所存儲、傳輸之

不法內容未認識、未察覺時，始符合電子商務指令第 14 條之規範，惟因平台的主

觀認識難以探求，故以其服務需為單純技術性、自動性及被動性等特徵為判斷標準
629。因此，ISSP 如欲駛入電子商務指令第 14 條之安全港，除了其服務需符合資訊

社會服務之定義外，尚需居於非主動性地位，以至於對其所存儲資訊的不法性未認

識且未察覺；如 ISSP 居於主動性地位，除非其於知悉資訊的不法性或客戶的不法

活動後，立即移除或阻斷接觸其所存儲資訊的管道，否則其不能主張電子商務指令

第 14 條阻卻其責任。 

（二） eBay (C-324/09) 

 eBay 為一電商平台，供平台註冊者利用其平台經營個人商場，用戶得以拍賣

叫價方式或定價方式於平台上販售商品。L’Oréal 為一香水、化妝品製造及供應商，

                                                      
628 Joined cases C-236/08 to C-238/08, at ¶¶ 23-41 (Mar. 23, 2010)[hereinafter Google AdWords].  
629 Id., at ¶¶ 110-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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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 eBay 平台用戶於平台上販售 L’Oréal 的仿冒商品，eBay 並向 Google 以 L’Oréal

為關鍵字購買廣告，於搜尋引擎使用者輸入 L’Oréal 關鍵字時，eBay 平台上 L’Oréal

仿冒商品的購買連結將顯示在搜尋結果的上方或右側欄位，L’Oréal 遂起訴主張

eBay 構成商標權侵害，訴訟過程中，英國高等法院請求歐盟法院針對若干問題為

解釋，其一為：提供個人賣場空間的電商平台所提供的服務，是否屬於電子商務指

令第 14 條第 1 項的資訊儲存服務？如是，於何種情況下，ISSP 具有電子商務指令

第 14 條第 1 項所指的明確知悉與察覺？630 

 承襲 Google AdWords 案法院見解，電子商務指令第 14 條第 1 項之服務範圍，

尚要求 ISSP 需僅單純技術性、自動化地處理其所存儲之資訊，以中立性平台提供

服務，如 ISSP 將仿冒商品的賣場，以優化呈現順序、推廣其銷售的方式提供協助，

於此情形，ISSP 應被認為其對於該仿冒商品販售的相關資訊之不法性有認識，並

具有控制力，而不得主張電子商務指令第 14 條第 1 項阻卻其責任成立631。如 eBay

未有上開情事，則需進一步判斷 eBay 是否對用戶的不法活動有明確知悉或察覺。 

 法院表示，應以勤勉的同行經濟經營者是否已知悉或察覺系爭不法情事的事

實或情況，並採取電子商務指令第 14 條第 1 項第 b 款措施為判斷標準，基此，電

子商務指令第 14 條第 1 項第 a 款所指明確知悉或察覺的情形應包含，電商平台自

發性調查及被動性接收到侵權通知，雖然侵權通知可能因資訊不明確、不具體等緣

故而未必足以形成電商平台的明確知悉或察覺，但內國法院於衡量電商平台的主

觀要件時，仍應將之納入考量因素之一632。 

二 排除常態性性監控及過濾義務 

（一） Scarlet Extended SA v. SABAM(C-70/10) 

 Scarlet 為連線服務提供者，SABAM 為著作權集體管理公司，代表作者、作曲

家、出版商等向 Scarlet 起訴主張，Scarlet 用戶利用其網路連線服務，使用 P2P 軟

體違法交換檔案，已侵害 SABAM 所管理的著作權目錄作品的著作權。訴訟過程

中，布魯塞爾上訴法院（cour d’appel de Bruxelles）請求歐盟法院判斷一問題：考

量到本案所涉及的基本權保護，電子商務指令、資訊社會指令、智慧財產權執行指

令（2004/48/EC）633、資料保護指令（95/46/EC）634及電子通訊隱私指令（2002/58/EC）

                                                      
630  Case C-324/09, L’Oréal SA and Others v eBay International AG and Others, at ¶ 106 (Jul. 12, 

2011)[hereinafter eBay].  
631 Id., at ¶¶ 109-16.  
632 Id., at ¶¶ 120-23.  
633  Directive 2004/48/EC of the European Parliament and of the Council of 29 April 2004 on the 

enforcement of intellectual property rights, 2004 O.J. (L157) 47 [hereinafter Enforcement Directive].  
634 Directive 95/46/EC of the European Parliament and of the Council of 24 October 1995 on the protection 

of individuals with regard to the processing of personal data and on the free movement of such data, 1995 

O.J. (L281) 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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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35是否解釋為：排除內國法院核發要求 ISSP 安裝過濾機制的禁制令之權限？如是，

上開歐盟指令是否要求內國法院於准許禁制令核發聲請時，應適用比例原則以衡

量系爭禁制令所要求的措施是否具效停止且防止侵害效果636？ 

 歐盟法院判例顯示，資訊社會指令第 8 條第 3 項及智慧財產權執行指令第 11

條所指的禁制令，賦予內國法院得以有效停止並防止後續侵害為由，命 ISSP 為一

定作為或不作為之權限，關於禁制令的核准要件要件、程序與內容則屬於內國立法

權限，惟仍須遵守歐盟指令就禁制令所為之若干限制，包括資訊社會指令第 16 段

前言637及智慧財產權執行指令第 2 條第 3 項第 a 款638，換言之，禁制令之內國法

規範不能違背歐盟法規，尤其是電子商務指令的第 12 條至第 15 條。一般咸認為

過濾機制之運作，首先，ISSP 需在所有用戶的電子通訊往來中辨認出與 P2P 檔案

交換相關者；次之，需在 P2P 檔案交換的通訊中辨認出含有權利人所主張權利的

作品的檔案；此外，需決定該檔案之交換是否合法；最後，阻斷違法的檔案交換的

管道。如要求 ISSP 安裝此一過濾機制，ISSP 勢必須主動針對用戶的所有電子通訊

往來內容為常態性監控，明顯違反電子商務指令第 15 條第 1 項禁止對提供者施加

監控其所傳輸或儲存之資訊的常態性義務的規定639。 

 此外，衡量禁制令是否符合歐盟法規，必須考量所涉基本權之要求。本案的過

濾機制，要求 Scarlet 無限期地針對所有用戶的既有檔案及未來檔案之交換為監控，

並由 Scarlet 獨力負擔施行成本，不僅危害到 ISSP 享有的歐洲憲章第 16 條營業自

由，並違反智慧財產權執行指令第 3 條第 1 項：智財執行措施需合理公平、不得為

不必要地繁雜、高成本。再者，本案禁制令之效果尚會侵害歐洲憲章第 8 條及第 11

條所保障的個人資料（常態性監控用戶的 IP 位址）及資訊流通權（可能過濾掉合

法的資訊流通，且侵害著作權的檔案交換可能因符合法定例外規定，而被認定為合

法的檔案交換，於各會員國權利例外規定歧異的狀況下，過濾機制更難以準確篩選

出不法的資訊流通）640。一端為智財保護，另一端為營業自由、個人資料及資訊流

通權保護的公允衡量之下，電子商務指令、資訊社會指令、智慧財產權執行指令、

資料保護指令及電子通訊隱私指令之規定皆應解釋為，內國法院不得為命 ISSP 安

裝過濾機制的禁制令裁決。 

                                                      
635. Directive 2002/58/EC of the European Parliament and of the Council of 12 July 2002 concerning the 

processing of personal data and the protection of privacy in the electronic communications sector (Directive 

on privacy and electronic communications), 2002 O.J. (L201) 37.  
636  Case C-70/10, Scarlet Extended SA v Société belge des auteurs, compositeurs et éditeurs SCRL 

(SABAM), at ¶¶ 15-28 (Nov. 24, 2011)[hereinafter Scarlet Extended].  
637 Recitle 16 of InfoSoc Directive: “[…] since that Directive (author’s note: E-Commerce Directive) 

provides a harmonised framework of principles and provisions relevant inter alia to important parts of this 

Directive. This Directive is without prejudice to provisions relating to liability in that Directive.”, supra 

note 9.  
638 Article 3 (a) of Enforcement Directive: “ This Directive shall not affect: the Community provisions 

governing the substantive law on intellectual property, Directive 95/46/EC, Directive 1999/93/EC or 

Directive 2000/31/EC, in general, and Articles 12 to 15 of Directive 2000/31/EC in particular.”, supra note 

633.  
639 Case C-70/10, Scarlet Extended, supra note 636, at ¶¶ 30-40.  
640 Case C-70/10, Scarlet Extended, supra note 636, at ¶¶ 41-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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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SABAM v. Netlog TV(C-360/10) 

 SABAM 案641中，SABAM 案涉及 Netlog NV 社交平台用戶於未經權利人及集

管團體之同意或授權，Netlog NV 用戶將受著作權保護之作品上傳至 Netlog NV 平

台上，供其他平台用戶觀覽，著作權集體管理公司 SABAM 除主張平台用戶侵害

其所管理的著作權之外，尚請求布魯塞爾初審法院核發命 Netlog NV 安裝過濾機

制的禁制令，惟關於裝設過濾機制的禁制令於歐盟法下的適法性尚有疑義，遂請求

歐盟法院針對此類型禁制令的適法性為解釋。與 SABAM 案不同的是，Scarlet 為

電子商務指令第 12 條連線服務提供者，Netlog NV 為指令第 14 條資訊儲存服務提

供者，惟兩案皆就命 ISSP 裝設過濾機制的禁制令是否違反電子商務指令第 15 條

常態性監控義務之禁止規定及歐盟法下基本權保障規定的命題討論 

 SABAM 案重申 Scarlet 案之法院立場，即便禁制令的要件、內容皆屬於內國

立法權限，仍應遵守歐盟法關於 ISSP 不具常態性監控義務的規範，並衡平智財保

護與其他受影響基本權利之間的利益，即便 ISSP 為最有效地阻斷並防止用戶侵權

行為之人，惟著作權並不會因他人之違法重製或公開傳輸行為，使權利轉由侵權人

占有，權利人仍享有權利，此與有體財權受侵害後將由侵權人完全占有，權利人之

使用收益權完全受到剝奪的情形終究有別，有體財產權之保護尚需慮及其他受影

響之基本權利，而非屬絕對權（absolute rights），侵害效果更為輕微的著作權更應

考量到其他受影響之基本權利。歐盟法院本於此一想法，於禁制令內容的適法性判

斷上，除避免課與 ISSP 全面性的監控義務之外，應以比例原則為衡量標準。 

 

三 未限縮安全港之適用：Tobias McFadden v. Sony Music Entertainment 

Germany GmbH(C-484/14) 

 Mc Fadden 先生經營一家販售與租賃照明及音響系統的實體店面，並於店面附

近提供免費的無線區域網路（wireless local area network，簡稱 WLAN），藉由提供

附近商家客戶、路人及鄰居免費的無線網路，以吸引人潮入店消費。唱片商 Sony 

Music 發現，有人利用 Mc Fadden 先生提供的無線網路違法地將其所發行唱片之作

品置於網路上供大眾得以接觸，遂於 2010 年 10 月 29 日寄發存證信函通知 Mc 

Fadden 先生上開情事，隨後 Mc Fadden 先生請求德國慕尼黑第一區域法院就此事

實為 Mc Fadden 未侵害系爭作品著作權的確認判決（negative Feststellungsklage），

                                                      
641 Case C-360/10, SABAM v. Netlog NV (Feb. 16, 2012)[hereinafter SABAM]. SABAM 案涉及 Netlog 

NV 社交平台用戶於未經權利人及集管團體之同意或授權，Netlog NV 用戶將受著作權保護之作品

上傳至 Netlog NV 平台上，供其他平台用戶觀覽，著作權集體管理公司 SABAM 除主張平台用戶侵

害其所管理的著作權之外，尚請求布魯塞爾初審法院核發命 Netlog NV 安裝過濾機制的禁制令，惟

關於裝設過濾機制的禁制令於歐盟法下的適法性尚有疑義，遂請求歐盟法院針對此類型禁制令的

適法性為解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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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ony Music 提起反訴請求法院判決 Mc Fadden 直接侵害其著作權，除應負擔民事

損賠責任外，應受附罰款的禁制令處分，並補償其因本訴訟所生的一切費用。因 Mc 

Fadden 缺席，地院遂為駁回 Mc Fadden 主張、維持反訴主張之一造缺席判決，Mc 

Fadden 提起上訴後，法院雖確認 Mc Fadden 未直接侵害著作權，惟仍可能就未能

避免他人利用其無線網路以匿名方式侵害他人著作權一事，負擔間接侵權責任

（StÖrerhaftung）。然而，就 Mc Fadden 是否得以安全港為由免除侵權責任，德國

法院請求歐盟法院就若干問題為解釋：電子商務指令第 12 條之解釋為何？同指令

第 12 條第 1 項之適用，是否存在法條明文以外之其他要件之限制？智慧財產權執

行指令第 11 條及資訊社會指令第 8 條第 3 項所規範禁制令的內容範圍為何？642 

 首先，免費提供大眾無線網路熱點，是否符合 98/48/EC 號指令第 1 條第 2 項

所規定資訊社會服務定義中的「有償」提供要件？電子商務指令第 18 段前言將資

訊社會服務範圍擴及於線上經濟活動，電子商務指令第 12 條第 1 項所指的「有償」

提供並不要求由服務接收者支付對價643，雖然使用 Mc Fadden 提供的無線網路熱

點並無須支付任何對價，惟 Mc Fadden 係出於廣告其照明及音響設備等目的而提

供，免費無線網路熱點的提供成本既已包含在銷售商品的售價中644，購買 Mc 

Fadden 商品之消費者實已就熱點服務支付對價，因此，本案中 Mc Fadden 所提供

的免費無線網路熱點仍構成電子商務指令第 12 條第 1 項之資訊社會服務645。佐審

官 M. Szpunar 更進一步指出，免費的無線網路熱點既已構成 Mc Fadden 主要業務

的行銷策略，Mc Fadden 的連線服務提供即發生經濟活動的脈絡下，當屬於有償提

供的資訊社會服務646。 

 另，電子商務指令第 12 條第 1 項規定，ISSP 所提供的資訊社會服務包括「提

供」通訊傳輸連線（“provision” access to a communication network），其中，「提供」

是否要求服務供需間具有契約關係，且需服務提供者就該服務為廣告宣傳？從電

子商務指令第 42 段前言及同指令第 12 條第 1 項並未就「提供」為其他要件限制，

即便電子商務指令第 2 條第 b 款之德文版中的「anbieten」的英文翻譯為「offer」，

而具有廣告宣傳之意涵，然而，基於歐盟法適用上的一體性，需為一致性的解釋，

即便條文有疑義，亦不能僅孤立地針對單一語言的官方條文為解釋，而需考量其他

語言的官方條文。因此，於其他語言的官方條文中「提供」一詞並未隱含「offer」

及「廣告宣傳」等意涵下，電子商務指令第 12 條第 1 項之資訊社會服務範圍應解

釋為「為傳輸資訊而提供的技術、自動及被動性的線上經濟活動」647。佐審官 M. 

Szpunar 亦補充道，屬於中介服務一環的資訊社會服務應以廣義理解，不存在契約

關係等要件之限制，如有進一步要件限制，則屬內國法規範之問題，非屬指令之規

                                                      
642 Case C-484/14, Tobias McFadden v. Sony Music Entertainment Germany GmbH, at ¶¶ 22-33 (Sept. 15, 

2016)[hereinafter Mc Fadden]. 
643 Case C-291/13, Sotiris Papasavvas v. O Fileleftheros Dimosia Etaireia Ltd and Others, at ¶ 28-9 (Sept. 

11, 2014). 
644 Case C-352/85, Bond van Adverteerders and others v The Netherlands State, at ¶ 16 (Apr. 26, 1988).; 

Joined cases C-51/96 and C-191/97, at ¶ 56 (Apr. 11, 2000). 
645 Case C-484/14, Mc Fadden, supra note 642, at ¶¶ 34-43.  
646 Case C-484/14, Opinion of Advocate General M. Szpunar in Mc Fadden, at ¶ 42-3.  
647 Case C-484/14, Mc Fadden, supra note 642, at ¶¶ 44-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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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648。 

 次之，電子商務指令第 14 條第 1 項第 b 款所規定的免責要件是否得準用

（mutatis mutandis）於同指令第 12 條第 1 項之連線服務提供者？就服務性質而言，

單純連線服務性質上屬於資訊傳輸；快取及資訊儲存服務性質上則屬於資訊存儲，

且後者服務之提供涉入用戶活動的程度較高，相較於連線服務僅提供用戶傳輸資

訊之媒介，提供用戶傳輸資訊存儲載體之快取及儲存服務，因對於用戶所傳輸資訊

之控制力較高，較有可能知悉用戶之侵權活動，因此，法條始要求此種服務提供者

需於知情後，負擔立即採取措施以移除或阻斷侵權活動之義務。電子商務指令第 12

條既未規定同指令第 14 條之規定應準用於連線服務提供者，且兩者服務性質存在

重大差異，而無準用之基礎，基此，電子商務指令第 14 條第 1 項第 b 款所規定的

免責要件並不得比照適用於連線服務提供者649。 

 最後，電子商務指令第 2 條第 b 款及同指令第 12 條第 1 項合併觀察，是否存

在有別於法條明文規定以外之其他安全港適用要件？除了指令第 12 條第 1 項針對

單純連線的資訊社會服務之定義外，指令第 2 條第 b 款僅就服務提供者主體為自

然人或法人的單一資格限制，如就服務提供者主體為法條明文以外之其他限制，將

破壞立法者預設的利益權衡狀態，因此，除法條明文規定外，不宜就服務提供者主

體資格設有其他要件限制650。佐審官 M. Szpunar 亦表明，電子商務指令第 12 條所

列之三項要件，除為累積適用外，且為窮盡式列舉，並不存在創設法條以外要件之

空間651。 

四 限縮安全港之適用：2019 年數位著作權指令第 17 條 

 不同於美國的 DMCA，電子商務指令並非特別針對著作物為規範，其規範範

圍尚包括美國的電子通訊法案（Communications Decency Act）之規範主體，歐洲

議會轄下的內部市場與消費者保護會（European Parliament’s Committee for Internal 

Market and Consumer Protection，簡稱 IMCO）於 2017 年發布的報告652指出，相較

於其他財產權之侵害，著作權侵害較容易識別，且部分會員國已針對著作權侵害事

件實施通知暨取下程序。此外，於搜尋引擎及參與式平台（participative platforms）

於 2000 年電子商務指令制定當時，仍屬於萌芽期階段，現今的商業模式已與當時

有顯著之不同，未必能完全落入電子商務指令所制定的三種豁免規定中653，而是否

以服務提供者的被動性為豁免民事責任之前提依據，鑒於內容平台的發展與運作

實務，似有檢討之必要654，遂有重新檢討涉及著作權的網路服務提供者之責任之呼

                                                      
648 Supra note 646, at ¶ 54.  
649 Supra note 642, at ¶¶ 55-65.; supra note 646, at ¶ 100.  
650 Supra note 642, at ¶¶ 66-71.  
651 Supra note 646, at ¶ 103.  
652 Giovanni Sartor, PROVIDERS LIABILITY : FROM THE ECOMMERCE DIRECTIVE TO THE FUTURE (European 

Parliament, 2017), available at 

https://www.europarl.europa.eu/RegData/etudes/IDAN/2017/614179/IPOL_IDA(2017)614179_EN.pdf. 

(last visited on Aug. 15, 2020). 
653 Id., at 18.  
654 Id., at 19.  

https://www.europarl.europa.eu/RegData/etudes/IDAN/2017/614179/IPOL_IDA(2017)614179_EN.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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聲。隨著數位科技發展，網路平台已成為散布與連結著作之主流市場，然而，著作

之創作者並未因散布著作之媒介去中心化（不再由唱片商、出版商壟斷著作公開散

布之管道）而獲得較高報酬，反而係由線上內容共享平台業者獨厚享有高昂收益，

創作者與平台業者所獲得報酬間之落差即稱為「價值差距（value gap）」，為使得著

作權人得以透過授權取得報酬，以公平分享其作品所產生的價值，以弭平「價值落

差」655。雖實證研究指出，因著作銷量之減少並非源於線上內容共享平台之盛行，

故強制平台業者向創作者取得授權的方式並無法消除價值落差，反而造成平台業

者之責任過重，有礙科技創新656。 

 惟歐盟執委會（European Commission）仍本於此一假設，於 2016 年 9 月向歐

洲議會（European Parliament）提出「數位單一市場著作權指令提案657」，旨在促進

著作權人與網路服務提供者，獲得共享其著作物所生利益的同等談判地位658。上述

提案經過多次協商、調整後，歐盟議會於 2019 年 3 月 26 日正式通過數位單一市

場著作權指令提案，同年 4 月歐盟理事會通過該版本之法案，並於 2019 年 5 月 17

日正式公告「2019 年歐盟數位單一市場著作權和相關權利之指令659」（以下簡稱數

位著作權指令），並於公告日起 20 日後正式生效，各會員國則至遲須於 2021 年 6

月 7 日前頒布內國法規以落實新指令之規定。其中，數位著作權指令第 17 條係關

於線上內容共享服務提供者（Online Content Sharing Services Providers，以下簡稱

OCSSP）使用受著作權保護內容的使用規範，共有 10 項規定660： 

 

第 1 項，成員國應規定，當 OCSSP661向公眾提供相關管道，以接觸由其用

戶所上傳的受著作權保護之作品或其他受保護標的時，將構成向公眾傳達

（communication to the public）或向公眾提供（making available to the public）

                                                      
655 Maria Lillà Montagnani & Alina Trapova, New Obligations for Internet Intermediaries in the Digital 

Single Market — Safe Harbors in Turmoil?, 22 J. INTERNET L. 3, 4 (2019).  
656 Colangelo G. & Maggiolino M., ISPs' Copyright Liability In The EU Digital Single Market Strategy, 

26 INTER. J. L. & INFO. TECH. 142, 153-6 (2018).; Frosio G, To Filter or Not to Filter? That Is the Question 

in EU Copyright Reform, 32 CARDOZO ARTS & ENT. L.J. 331, 361-4 (2018). 
657 Proposal for a Directive of the European Parliament and of the Council on Copyright in the Digital 

Single Market, EUROPEAN COMMISSION, https://eur-lex.europa.eu/eli/dir/2019/790/oj#d1e1926-92-1 (last 

visited Mar. 16, 2020).  
658 阮韻蒨，平臺經營者對於使用者侵權行為之連帶責任探討，科技法律透析，31 卷 11 期，頁 42，

2019 年 11 月。 
659 Directive (EU) 2019/790 of the European Parliament and of the Council of 17 April 2019 on copyright 

and related rights in the Digital Single Market and amending Directives 96/9/EC and 2001/29/EC, 2019 

O.J. (L130) 92 [hereinafter Directive on copyright in DSM].  
660 筆者參考條文之官方英文版及陳俞廷，從歐盟數位單一市場著作權變革—論 ISP 責任之轉變，

國立台北科技大學智慧財產權研究所碩士論文，2019 年 7 月，頁 39-42；鄭文暐，影音著作在涉外

商務發展下的著作權爭議—以合理使用與過濾機制為中心，東吳大學法學院暨法律學系碩士在職

專班涉外商務談判法律組碩士論文，2019 年 7 月，頁 57-61，所為之自譯。 
661 按數位著作權指令第 2 條第 1 項第 6 款，OCSSP 乃指，以儲存和提供大眾得以接觸用戶所上傳

的大量受著作權或其他權利保護之作品為主要目的，並基於營利目的而提供資訊社會服務之提供

者。然而，諸如非營利之線上百科全書、非營利之教育與科研之用途的知識庫、開放原始碼的軟體

開發或共享平台、歐洲電子通訊規則指令所定義的電子通訊服務、網路商場、B2B 雲端以及個人雲

端等服務之提供者，均非本指令所規範的 OCSSP。 

https://eur-lex.europa.eu/eli/dir/2019/790/oj#d1e1926-9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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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為。因此，OCSSP 應向資訊社會指令第 3 條第 1 項及第 2 項所規定的權

利人取得授權，例如簽訂授權契約，以便向公眾傳達或向公眾提供著作或

其他受保護標的。 

 

第 2 項，成員國應規定，OCSSP 於取得授權的情況下，例如已簽訂授權契

約，該授權範圍應包括，用戶基於非商業性或無法獲取大量利潤的資訊社

會指令第 3 條之行為（亦即向公眾傳達或向公眾提供，受著作權保護之作

品或其他受保護標的）。 

  

第 3 項，當 OCSSP 根據本指令為向公眾傳達或向公眾提供之行為時，電

子商務指令第 14 條第 1 項之免責規定不適用於本條所涵蓋之情況。 

本項前段之規定不應影響超出本指令適用範圍以外之其他可能適用電子

商務指令第 14 條第 1 項之服務提供者。 

 

第 4 項，如果未取得授權，OCSSP 應就其用戶未經授權所為之向公眾傳達

行為，包括向公眾提供受著作權保護之作品或其他應受保護標的等行為負

責，除非服務提供者證明： 

 (a)已盡最大努力獲得授權，並且 

 (b)按照行業的專業勤勉標準，在權利人已向服務提供者提供相關且必

要的資訊後，已盡最大努力使特定作品或其他受保護標的無法被他人接

觸；並在任何情況下， 

 (c)在收到權利人提供的充分具體的通知後，迅速採取行動，以阻斷連

線或從其網站上移除所涉及的著作或其他受保護標的，並依據 b 款規定

盡最大努力防止用戶未來再次上傳。 

 

第 5 項，網路服務提供者是否合於本條第 4 項所定之義務，根據比例原則

應審酌包括但不限於以下所列之因素： 

 (a)服務類型、服務接收者和服務提供規模，以及用戶所上傳的著作或

其他受保護標的之類型；和 

 (b)適當且有效措施的可取得性和措施施行成本 

 

第 6 項，會員國應規定，對於在歐盟境內向公眾提供服務未滿三年、年營

業額低於 1000 萬歐元（根據歐盟執委會第 2003/361/EC 號建議為計算）的

新的 OCSSP，其免責前提，限縮在僅須遵守本條第 4 項第 a 款，且於收到

充分具體的通知後，迅速阻斷連線或從其網站上移除所涉及的著作或其他

受保護標的。 

如前一曆年的每月平均訪客人數超過 500 萬人次，OCSSP 尚須證明，其於

權利人已提供相關且必要資訊的前提下，已盡最大努力防止用戶未來上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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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涉及的著作或其他受保護標的。 

 

第 7 項，當用戶上傳的作品或其他受保護標的未侵害著作權及相關權利時，

包括屬於權利例外或限制條款所涵蓋的著作或其他受保護標的，OCSSP 與

權利人間的合作，不應妨礙用戶上傳著作或其他受保護標的之可近性。 

當用戶透過網路內容共享服務上傳和提供使用者生成內容 （content 

generated by users）時，會員國應確保每一會員國境內之使用者，皆能夠適

用以下的權利例外或限制條款： 

 (a)基於引用、批評、評論等目的； 

 (b)用於諷刺、戲謔仿作或模仿等用途。 

 

第 8 項，本條之適用不應產生任何一般監控義務。 

會員國應規定 OCSSP 有應其要求，提供權利人關於雙方依本條第 4 項所

為之實際合作狀況的充分資訊；在雙方簽訂授權契約的情況下，就契約所

約定之內容提供資訊。 

 

第 9 項，會員國應規定，當用戶上傳的著作或其他受保護標的遭到移除，

因而產生爭議時，OCSSP 應建立供用戶得以迅速且有效申訴和救濟的機

制。 

當權利人要求 OCSSP 阻斷連線或移除特定著作或其他受保護標的，其應

提出正當理由。依據本項前段規定的機制所提出的申訴，OCSSP 應毫不拖

延地處理，並應以人工審查的方式做成阻斷連線或移除上傳內容的決定。

此種機制應確保爭議能夠公平地解決，不得剝奪用戶依內國法所受的法律

保護，亦不得損害用戶訴諸有效司法救濟的權利。會員國尤應確保用戶得

向法院或相關司法機關，主張著作權或其他權利之權利例外或限制。 

本指令不得影響其他合法用途，例如歐盟法律規定的權利例外或限制之使

用，此外，除非符合歐盟隱私和電子通信指令662、GDPR663之規定，OCSSP

不得藉此識別個人用戶之身分或處理個人資料。 

OCSSP 應在其使用條款中告知其用戶，用戶得依據歐盟法之規定，於合於

著作權或相關權利之權利例外或限制條款的情形下，利用著作或其他受保

護標的。 

  

                                                      
662 Directive 2002/58/EC of the European Parliament and of the Council of 12 July 2002 concerning the 

processing of personal data and the protection of privacy in the electronic communications sector (Directive 

on privacy and electronic communications), 2002 O.J. (L201) 37 [hereinafter Directive on privacy and 

electronic communications]. 
663 Regulation (EU) 2016/679 of the European Parliament and of the Council of 27 April 2016 on the 

protection of natural persons with regard to the processing of personal data and on the free movement of 

such data, and repealing Directive 95/46/EC (General Data Protection Regulation), 2016 O.J. (L119) 1 

[hereinafter GDP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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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10 項，自 2019 年 6 月 6 日開始，執委會應與會員國合作，將利害關係

人組織起來，以對話討論出 OCSSP 與權利人之間的最佳合作模式。執委

會應諮詢 OCSSP、權利人、用戶團體及其他相關的利害關係人，並考量利

害關係人的對話結果，發布本條適用之指導建議，尤其是本條關於合作方

面之規定。於討論最佳合作模式時，應特別考量基本權之平衡，以及權利

例外或限制之使用情況。為了達到利害關係人相互對話之目的，用戶團體

應獲得 OCSSP 如何實踐本條第 4 項義務之具體舉措的充分訊息。 

 

 數位著作權指令第 17 條第 4 項及第 6 項之「盡最大努力」取得授權及防止用

戶未來再次上傳之義務，除非有權利限制及例外條款之適用，否則應適用於平台上

「所有的上傳內容」，此意味著：一方面，OCSSP 須針對平台上內容為初步全面性

的著作權侵害分析，並確保所有上傳內容於平台上公開已獲授權，課與 OCSSP 之

主動偵防之義務外，該義務之履行尚以專業勤勉之人所具備的同行高標準為之664。

另一方面，提供因應個案差異之彈性解釋空間，容許藉由數位著作權指令第 17 條

第 5 項所定的比例原則為利益權衡665。然而，要求 OCSSP「盡最大努力」取得授

權並防止用戶再次上傳侵權著作，勢必須識別平台上所有內容之來源與授權狀況，

恐與數位著作權指令第 17 條第 8 項「不應產生任何一般監控義務」之規定產生衝

突666，如何具體落實數位著作權指令第 17 條第 4 項，且不違反其他項之規定，尤

待執委會發布指導意見提供指引，雖然指導意見並不具法律上拘束力，惟基於數位

著作權指令之高程度義務要求，且尚應兼顧平台中立性及其他基本權利等眾多因

素，於條文之間存在潛在衝突之情形下，本文認為此一指導意見將成為日後 OCSSP

遵循之準則，對 OCSSP 形成事實上的拘束力。 

 綜觀歐盟法院對於網路服務提供者責任之發展，基本上，數位著作權指令仍維

持 Scarlet 及 SABAM 案排除網路服務提供者常態性監控義務及過濾義務之見解，

條文內容並避免提及特定技術，而改以促成 OCSSP 與利害關係人間對話討論方案

之方式，將義務履行的具體措施交由兩造共同決定667，然而，數位著作權指令第 17

條第 4 項實際操作的結果恐事實上要求 OCSSP 採用過濾機制668。如學者之上開假

設為真，依數位著作權指令第 17 條第 7 項，過濾機制須能夠避免篩選掉符合權利

限 制與例外規定之合法著作內容，過濾之精準度部分，一方面，目前的技術尚未

能夠精準區分合法與違法的內容，由其於各會員國之權利限制與例外規定各異的

情況下669，且諸如戲謔仿作、諷刺等例外事由皆須仰賴個案判斷（case-by-case 

                                                      
664 Recital 38b of Directive on copyright in DSM, supra 659.  
665 有論者認為，「盡最大努力」之開放性字眼，恐使得 OCSSP 難以預見何一措施適於或應該施行，

降低法可預測性。Mary LaFrance, An Ocean Apart: Transatlantic Approaches to Copyright Infringement 

by Internet Intermediaries, 47 AIPLA Q. J. 267, 300 (2019).  
666 Mary LaFrance, id., at 300.  
667 Maria Lillà Montagnani & Alina Trapova, supra note 655, at 5. 
668 Mary LaFrance, id., at 303.; Maria Lillà Montagnani & Alina Trapova, supra note 655, at 5. 
669 資訊社會指令第 5 條第 3 項權利限制與例外條款中的 15 項權利限制事由皆屬於各會員「得選

擇性實施(optional)」之性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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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alysis），更加深過濾機制精準判斷之難度，勢必讓錯誤移除內容的情形加劇，進

而產生抑制言論的寒蟬效應（chilling effect）670，更讓原本於資訊社會指令中已難

以判斷其適法性的迷因創作（memes）更難以於數位著作權指令已施行的環境下發

展；另一方面，為因應各會員國之權利限制與例外規定皆各異的情況，過濾機制之

設計勢必須更為複雜，將造成有能力負擔高成本且複雜的過濾機制的 OCSSP 始有

能力遵法，小型 OCSSP 將逐漸退出市場，不僅恐侵害 OCSSP 之營業自由，亦有

違數位著作權指令欲建立公平競爭的著作市場（level-playing field）的初衷671。 

 再者，數位著作權指令第 17 條第 4 項第 c 款，創設了「通知暨壓制義務（notice 

and stay-down obligation）」，OCSSP 於接收權利人之侵權通知後，除應立即移除或

阻斷被控侵權內容之外，OCSSP 尚應防止該用戶再度上傳系爭侵權內容，防止義

務之違反雖不屬於著作權之侵害，但會產生侵權責任以外之制裁，此一制裁恐與電

子商務指令第 14 條之規定相牴觸672。至於通知暨壓制義務是否對資訊社會指令第

8 條第 3 項及智慧財產權執行指令第 11 條之適用產生影響？學者 Martin Husovec

指出，可能限縮禁制令適用之範圍。申言之，因法條用字為「防止用戶再度上傳侵

權內容」，就應防止的「侵權事件範圍」，通知暨壓制義務已不再採取歐盟法院所承

認的，由同一之人針對同一受保護標的物所為之侵權的「雙重相同」標準673，似採

取「單一相同（single identity）」標準，或是德國模式的「相似（similarity）」標準：

不論侵權者之身分，相似之侵權事件皆有義務防止674，至於防止之內涵及侵權事件

之範圍為何，皆有待日後歐盟法院之釐清。暫不論通知暨壓制義務之實質內涵，雖

通知暨壓制義務及禁制令，同具有防止侵權之功能而具有部分的替代性，但前者為

法定義務，後者性質上較接近保全處分，一旦 OCSSP 接收到侵權通知，不待權利

人之聲請，立即產生防止義務，將取代權利人部份禁制令聲請之需求，進而產生限

縮禁制令適用範圍之效果675。 

 數位著作權指令第 17 條第 1 項藉由擴張解釋向公眾傳達及向公眾提供權之內

涵，擴大直接侵權責任之範圍，此一趨勢亦符合歐盟法院針對資訊社會指令第 3 條

第 1 項所為之判例發展。舉例而言676，GS Media 案認為，當提供超連結之人明知

或應知超連結所指向之著作內容為未授權時，始負直接侵權責任，並以超連結的營

利目的推定提供超連結之人的主觀要件。Filmspieler 案除承襲 GS Media 案之見解

外，並降低干預因子的客觀性要求，將向公眾傳達權之「傳達」行為的概念擴張至

                                                      
670 Thomas Riis & Sebastian Felix Schwemer, Leaving the European Safe Harbor, Sailing Toward 

Algorithmic Content Regulation, 22 J. INTERNET L. 11, 18-20 (2019).  
671 Maria Lillà Montagnani & Alina Trapova, supra note 655, at 5-6. 
672  Martin Husovec, INJUNCTIONS AGAINST INTERMEDIARIES IN THE EUROPEAN UNION: ACCOUNTABLE 

BUT NOT LIABLE? 71 (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17).  
673 Case C-324/09, eBay, supra note 630, at ¶ 141.; Case C-324/09, Opinion of AG Jääskinen in eBay, at ¶ 

182.  
674 HUSOVEC, id., at 106.  
675 HUSOVEC, id., at 72.  
676 許多文獻皆自 GS Media、Filmspieler 及 Ziggo 案之見解發展歷程，觀察到歐盟法院逐漸擴張網

路服務提供者之責任範圍的趨勢。Maria Lillà Montagnani & Alina Trapova, supra note 655, at 5.; Mary 

LaFrance, id., at 30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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銷售多媒體播放器。Ziggo 案則引進平台提供者之主觀知悉、平台的營利性質因素，

以判斷侵權行為之效果是否及於「新公眾」，首次將原僅負間接侵權責任的網路服

務提供者，以主觀知悉的標準，將其課予直接侵權責任，並免除其適用安全港抗辯

（電子商務指令第 14 條）及常態性監控義務抗辯（電子商務指令第 15 條）的可

能。雖然，數位著作權指令第 17 條僅針對具有一定規模的 OCSSP 為規定，如：

YouTube、Facebook 及 Twitter 等線上內容共享平台，小規模的 OCSSP、其他的網

路服務提供者仍享有電子商務指令所賦予之安全港抗辯，但就歐盟已將一定規模

的 OCSSP 從原本的中立性平台轉變為向公眾傳達或提供權之直接侵害者的立場，

有別於美國 DMCA 的司法實務仍堅守明確知悉與紅旗標準的立場，網路服務提供

者如欲繼續在歐盟境內營運，勢必須改變其商業模式，以因應歐盟逐漸揚棄以平台

之明確知悉為問責標準之想法。 

 總體而言，數位著作權指令第 17 條第 4 項備受爭議，波蘭政府於指令甫通過

之初，以數位著作權指令第 17 條第 4 項第 b 款及第 c 款之規定勢必造成 OCSSP

需採取上傳過濾器等預防控制機制，進而侵蝕言論自由與資訊流通自由之核心領

域，且違反權利限制應符合的比例原則中的必要性及狹義比例性為由，請求歐盟法

院宣告數位著作權指令第 17 條第 4 項第 b 款及第 c 款之規定無效，如未實質改變

本條之其餘規定而無法僅部份除去第 4 項第 b 款及第 c 款時，請求應宣告第 17 條

之全部規定無效677。 

第三節 本文觀察 

第一項 美國法：安全港條款已不當擴張及減縮責任主體之侵權責任 

第一款 誘引侵權不應適用安全港條款 

    美國判例法一直以來承認輔助侵權及代理侵權責任得適用安全港條款與以免

除，然而，同屬於間接侵權責任的誘引侵權責任是否亦得適用之？此問題首見於

Fung 案，第九巡迴法院已明確表示誘引侵權責任仍有適用安全港之餘地，理由有

二：一，DMCA 的立法歷史顯示，立法者的目的係「至少」提供輔助侵權及代理

侵權責任豁免，且條文本身未明文排除誘引侵權之適用；二，誘引侵權責任與

DMCA 安全港要件之間並不存在本質上的適用衝突。舉例而言，為提供他人侵權

之用的服務提供者雖成立誘引侵權責任，其仍可能實施針對經證實為反覆侵權者

之人的移除或阻斷政策，誘引侵權責任之成立要件與安全港之適用要件間，兩者互

不衝突，仍有分別成立的可能性。 

    但本文認為，第九巡迴法院的論理似有未洽。首先，法律未明文排除並不等於

允許適用，尚需進一步溯其立法目的以探求立法者真意，而非單純僅就立法歷史中

的特定字眼（如：至少），即推斷立法者有意將安全港條款擴及適用於誘引侵權責

                                                      
677  Case C-401/19, Application (OJ), Republic of Poland v. European Parliament and Council of the 

European Union (May 24, 20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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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況 DMCA 安全港係於 1998 年制定，最高法院於 2005 年 grokster III 案始將專

利法上誘引侵權責任引入著作權法領域中，立法當時的著作權法領域，尚未有誘引

侵權之概念，立法者是否有意將安全港條款適用於誘引侵權責任上，有必要進一步

探究，不宜僅就隻字片語而遽下論斷。再者，誘引侵權責任之成立要件與安全港之

適用要件間是否存在本質上衝突，並非機械式判斷服務提供者是否可能履行安全

港條款所要求的法定義務，而是判斷兩者規範目的是否存在本質上的衝突，因此，

本文認為第九巡迴法院之結論容待商榷，本文基於以下三個理由，認為誘引侵權責

任並無適用安全港條款之餘地。 

 首先，如允誘引侵權適用安全港條款，將牴觸安全港條款之規範意旨。對於服

務提供者來說，提供安全港條款使之得以明確其責任之界線，不致因畏於不確定的

法律風險而縮減對於資訊傳播的設備與技術研發，達到促進網路發展活絡的目的；

對於著作權利人來說，雖然數位時代下著作侵害的質與量激增，但透過安全港條款

之制定，促進服務提供者提供相對保護著作權的數位環境，讓著作權人願意將其著

作內容數位化並置於網路上流通，以提供文化發展之養分。因此，不論就何一利益

方之角度，安全港條款僅針對從事被動式（passive）活動的「無辜（innocent）」服

務提供者提供免責保護，如故意提供鼓勵使用者侵權之服務或設備，既非安全港條

款所欲保護之對象，當無適用之餘地678。此外，安全港條款規定，如服務提供者明

確知悉或應知悉侵權活動存在，即應立即採取降低侵權之手段，如服務提供者有權

控制侵權行為，並自使用者之侵權活動中直接獲取利益者，則應排除安全港之適用。

基此，自條文之規範可知，僅有善意無辜，並願意積極配合權利人以終止、防止侵

權活動發生之服務提供者，始為規範所欲保護之對象，如屬具有侵權故意的服務提

供者雖未必不能履行安全港條款所要求之行為義務，但因非屬規範目的之保護範

圍，而應排除在規範適用之外。 

 再者，如允誘引侵權適用安全港條款，則有違公平原則。典型適用安全港條款

之服務提供者為非以提供侵權用途之服務提供者 YouTube，而 YouTube 之商業模

式顯與 grokster 不同，如一律允許兩者服務提供者皆得透過安全港免責，不免有不

同事物為相同處理之譏。  

 最後，誘引侵權之責任要件與安全港之成立要件之適用存在本質上的衝突679。

成立誘引侵權者係透過其外在的明確表達或客觀行為，皆顯示出被告鼓勵用戶侵

權之不法意圖，既然其不法意圖已內涵其已意識到其行為係積極促進用戶侵權，則

與安全港條款要求被告對於其行為導致用戶侵權之情事不知悉，如一知悉則需立

即採取行動以終止或防止侵權發生的適用情境有別，兩者之適用情境相衝突，不存

                                                      
678 學者沈宗倫亦採此一見解，但以更上位的角度觀察，並限定在網路連線服務提供者之脈絡下為

討論，並將「連線服務提供者事先已知其使用者將利用其提供之工具或設施，非法傳輸遽著作權保

護適格的資料，其不予阻止，甚至鼓勵使用者為之」之情形類型化為「主觀的侵害因果介入」，如

允連線服務提供者的主觀侵害因果介入，則將與安全港條款的「欲使網路服務提供者脫離著作權侵

害的因果關係」立法意旨大相違逆。參沈宗倫，同前註 15，頁 278，2010 年 1 月。 
679 Jacqueline C. Charlesworth, The Moral Of The Story: What Grokster Has To Teach About The DMCA, 

2011 STAN. TECH. L. REV. 6, 19 (20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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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同時並存的可能，故一成立誘引侵權責任者，即無法再以安全港條款免除其自民

事責任。 

  

第二款 間接侵權要件與安全港適用要件有別 

一 輔助侵權 

 輔助侵權，係指行為人知悉侵權活動，並教唆、導致或實質幫助他人的侵權行

為者，該行為人即應負擔民事侵權責任。首先，就實質幫助要件，美國著作權法

§512(c)(1)(A)及§512(d)(1)規定，「用戶之指示將資訊儲存在其所控制或經營之系統

或網路中，所生之（by reason of）著作權侵害」、「使用資訊搜尋工具，包括目錄

（directory）、索引（index）、關聯出處（reference）、指向（pointer）或超連結（hypertext 

link），提供或指引用戶至含有侵權內容或侵權活動之網址，所生之（by reason of）

著作權侵害」，其中「所生之（by reason of）」已預設行為人資訊儲存、資訊搜尋工

具的提供行為已實質上導致系爭侵權事件，條文結構恰好反映輔助侵權中的實質

幫助的要件。而不論是安全港條款所要求的因果關係，及輔助侵權所要求的實質貢

獻，皆指的是行為與用戶的侵權活動間的貢獻效果，兩者間的內涵並無不同。 

 另外，就知悉要件，知悉的範圍為何？輔助侵權之知悉範圍，僅提及需知悉「特

定」之侵權事件，而不能泛知有侵權情事發生，然而，是否僅需知悉構成侵權之「客

觀事實的存在」，或亦要求知悉該事實為侵權之「不法性」，實務並未有著墨。學者

Goldstein 認為，成立輔助侵權責任之被告僅需構成侵權責任之活動存在，不須對

該活動構成侵權之不法性有所認識 680 。美國著作權法 §512(c)(1)(A)(i)及

§512(d)(1)(A)中「如服務提供者未明確知悉…資料或其使用乃屬侵權」，可知條文

明確要求服務提供者須知悉侵權資料及活動之「客觀存在」及屬於侵權之「不法

性」。另就紅旗標準觀察，實務認為係指「服務提供者主觀上察覺相關事實，且該

事實於一般理性之人的視角下，明顯為特定的侵權事件」，雖法院未進一步就此所

指的「明顯程度」究係為顯已發生或顯為侵權性質為闡釋，但觀察安全港條款之立

法政策：「提供服務提供者得以透過履行『法定義務』，以對價交換『民事免責之法

律效果』的選擇性機制681」可知，立法者係預設服務提供者在短暫編目活動的過程

中，針對系爭內容是否為著作權保護適格、是否仍在著作權保護期間之內、其使用

是否獲得授權、如未獲權，則是否構成合理使用等問題，其並無能力判斷682，故此

所指的「明顯程度」當包含對「不法性」之認識。 

 此外，為避免課與服務提供者判斷系爭內容是否侵權之責任，第九巡迴法院認

                                                      
680 Paul Goldstein, GOLDMAN ON COPYRIGHT §8.1 (3d ed. 2008).; R. Anthony Reese,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Isp Safe Harbors And The Ordinary Rules Of Copyright Liability, 32 COLUM. J. L. & ARTS 

427, 433 (2009). 
681 沈宗倫，同前註 15，頁 265-6。 
682 H. R. REP. NO. 105-551, pt. 2, at 57-8 (1998)., available at https://www.congress.gov/congressional-

report/105th-congress/house-report/551/2. (last visited on Aug. 15, 2020). 

https://www.congress.gov/congressional-report/105th-congress/house-report/551/2
https://www.congress.gov/congressional-report/105th-congress/house-report/55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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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安全港條款著重判斷權利人是否已舉證證明個案中的相關事實與情狀足以讓

一般理性之人皆得察覺用戶活動的侵權性質683，只要當服務提供者不費吹灰之力

就能知悉用戶活動之侵權性，始具有履行移除等法定義務，如仍需費力查證用戶活

動的「不法性」，不論其是否查證或是否法定義務，其皆享有安全港之保護。本於

立法者之同一假設，權利人的侵權通知之明確程度，亦須達到服務提供者不費吹灰

之力就能知悉特定用戶之特定侵權活動之不法性，始會產生服務提供者之「法定義

務」，而實務以「服務提供者已察覺系爭影片很可能構成侵權，卻蓄意採取行動以

迴避知悉該侵權事實，則服務提供者亦構成觸發立即移除義務的明確知悉」為由，

認定「蓄意視而不見」亦構成明確知悉要件的見解684，亦反映需知悉用戶行為「不

法性」之要求。因此，不論從創設安全港之立法政策，或是從實務見解之背後邏輯，

皆顯示安全港條款之知悉和察覺範圍，皆要求及於行為之「不法性」。 

 綜合上開分析，在實質幫助要件在輔助侵權責任及安全港條款中，該當門檻並

無不同的前提下，如學者 goldstein 之見解正確，則輔助侵權之知悉範圍僅止於活

動之存在事實，相較於安全港條款尚要求行為之不法性，輔助侵權責任成立之門檻

較低，如成立輔助侵權責任者，仍有成立安全港條款以免除責任之可能性。 

二 代理侵權 

 代理侵權，係指一人有權及能力監督他人之侵權活動，並自該活動中直接獲取

經濟利益時，該行為人即應負擔民事侵權責任。首先，就有權及能力要件，美國著

作權法§512(c)(1)(B)及§512(d)(2)中「並未自其有權或有能力控制之侵權活動中，直

接獲取經濟利益」，條文用字與普通法上的代理侵權責任之要件幾乎雷同，但

Ginsburg 法官明確表示代理侵權之「有權及能力監督」和安全港之「有權及能力控

制」的解釋當然不同685，實務亦已表示，前者係指服務提供者對用戶侵權活動有重

大影響之程度，後者係指服務提供者針對特定侵權活動得以施加實質之影響力，前

者強調服務提供者與用戶之間的緊密性，而非針對特定侵權事件，後者強調服務提

供者對於特定侵權事件之干預能力，性質不同、程度有別，雖難以論斷何一要件門

檻較高，但可知成立代理侵權責任者，仍有成立安全港條款以免除責任之空間。 

 另外，就直接獲取經濟利益要件，與有權及能力要件之情況一樣，§512(c)(1)(B)

及§512(d)(2)的條文用字與普通法上的代理侵權責任之要件幾乎雷同，實務普遍認

為代理侵權之直接經濟利益為：「侵權活動與被告所獲得之經濟利益間具有因果關

係，如係自用戶之侵權活動所獲得之經濟利益，則進一步考量其平台上之侵權活動

是否構成消費吸引的拉力（a draw），而非僅是附加利益」，然而，此要件於安全港

條款中甚少被討論，被告往往因未能該當有權及能力控制要件，而未能續為討論第

                                                      
683 Perfect 10, Inc. v. CCBill LLC, 488 F.3d 1102, at 1114 (9th Cir. 2007).  
684 Viacom Int'l, Inc. v. YouTube, Inc., 676 F.3d 19, 27 (2nd Cir. 2012).; Capitol Records, LLC v. Vimeo, LLC, 
826 F.3d 78, 84-6 (2nd Cir. 2016).; EMI Christian Music Group, Incorporated v. MP3tunes, LLC, 844 F.3d 79, 
96 (2nd Cir., 2016).皆採此一見解。 
685 Jane Ginsburg, Separating The Sony Sheep From The Grokster Goats, 50 ARIZ. L. REV. 577, 600-2 

(2008).  



‧
國

立
政 治

大

學
‧

N
a

t io
na l  Chengch i  U

niv

ers
i t

y

DOI:10.6814/NCCU202001391

178 

二個要件，但第九巡迴法院於 Fung 案中首次針對此要件為討論，雖未特別提及代

理侵權之直接經濟利益要件，但其解釋與代理侵權之要件不謀而合。 

 綜合上開分析，在代理侵權責任與安全港條款之直接經濟利益要件相同的情

況下，兩者之區別僅在有能力及權力監督或控制，雖兩者間之區別上不明確，與用

戶身分間的緊密性和對於特定侵權活動的實質影響力，兩者似有重疊之處，但可以

確定的是，法院並無意讓代理侵權責任和安全港之要件完全相同，否則將造成凡構

成代理侵權者皆無成立安全港條款之空間的結果，架空安全港條款之立法意旨。 

學者 Reese 亦認為，間接侵權責任和安全港條款之要件的該當門檻有別，且因安全

港條款之要件受制於詳細的法條文字，兩者要件雖相似，但兩者要件之成立門檻似

難匯流。 

 舉例而言，就輔助侵權之知悉要件，安全港條款之知悉須達到不費吹灰之力即

可知悉不法性之程度，而此一程度須與§512(c)(3)及§512(d)(3)所規定的侵權通知之

內容要求相當；就代理侵權之有權及能力要件，有權及能力移除侵權內容，可能該

當代理侵權責任中的有權及能力監督，但此一行為要求為安全港所明定之法定義

務，因此未必能夠該當安全港條款中的有權及能力控制要件。但學者 Reese 認為，

法院日後於解釋安全港條款之要件時，仍很可能會以相應的間接侵權責任要件作

為解釋之參考和指引686。 

第三款 間接責任與安全港適用上之趨同：以美國法為例 

一 安全港條款允許法院自由認定間接侵權責任 

 就安全港條款之立法文字來說，間接侵權責任與安全港條款之適用要件相似

卻有別，而上一段分析亦顯示出法院欲區別兩者要件上之差異；就安全港條款之立

法結構來說，立法者亦保留給法院得自由認定間接侵權責任之空間。申言之，安全

港條款性質上為免責抗辯，程序上原告必先提出被告侵權之表面證據，法院任認定

成立侵權之後，被告始提出安全港的免責抗辯，法院始會審酌安全港條款，因此，

得因安全港條款而免責之網路服務提供者，必須先經法院為責任認定，創設出法院

得發展網路服務提供者之責任體系的空間與機會。但是，安全港條款設有「適格要

件」，性質上為立法者欲建立網路服務提供者提供服務的最佳常規（best practice），

未該當適格要件的後果僅係無法獲得安全港的免責保護687，並不會因而產生其他

責任，但法院往往因安全港條款要件之該當，而直接得出免責之結論，而未先就網

路服務提供者之責任為討論，因此，適格要件的創設，實為決定法院是否討論網路

服務提供者責任的篩漏688。 

 理論面上，安全港條款之抗辯性質提供法院得自由發展網路服務提供者責任

                                                      
686 R. Anthony Reese,supra note 680, at 442-3. 
687 Amanda Reid, Condifering Fair Use: DMCA’s Take Down & Repeat Infringers Policies, 24 COMM. L. 

& POL’Y 101, 119 (2019).; Christopher A. Cotropia & James Gibson, Convergence And Conflation In 

Online Copyright, 105 IOWA L. REV. 1027, 1046 (2020).   
688 Christopher A. Cotropia & James Gibson, id., at 10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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體系的機會，實際面上，安全港的適格要件作為責任判斷與否的篩漏，雖法院就網

路服務提供者責任認定之表態機會減少，但仍保留給法院得以發展普通法上間接

侵權責任體系之空間。 

二 判例發展之趨勢：間接侵權責任與安全港間之匯流 

 於構成著作權侵害的案例中，雖法院仍會針對安全港條款之要件為審查，但多

會未能該當安全港條款之要件，呈現有責無責與否的一致性結論。 

 舉例來說，Fung 於 isoHunt 論壇中徵求用戶上傳受著作權保護的特定著作內

容、提供用戶搜尋盜版影片、播放盜版影片及燒錄成 DVD 等技術上協助等證據，

於間接責任的認定上，構成足以該當誘引侵權中的不法侵權意圖要件；於安全港條

款的認定上，構成足以該當§512(c)(1)(A)(ii)的紅旗原則要件。此外，Fung 未有降

低侵權發生機制的任何行動，且 Fung 的主要收益來源為用戶的侵權活動創造出的

高流量所帶來的廣告收益等證據，於間接責任的認定上，構成足以該當誘引侵權中

不法侵權意圖的要件；於安全港條款的認定上，構成足以該當§512(c)(1)(B)的直接

經濟利益要件。 

 法院復以 Fung 與實施直接侵權行為的用戶同具侵權意圖、Fung 提供的服務構

成用戶直接侵權行為之一部，認定兩者間具有關係上的緊密性，而該當§512(c)(1)(B)

的有權或有能力控制要件。 

 因此，從成立誘引侵權責任的 Fung 案可知，該當誘引侵權責任的不法意圖要

件的客觀證據，亦被用來判斷足以開啟服務提供者移除義務的紅旗原則要件，以及

排除安全港適用的直接經濟利益要件。而成立誘引侵權責任本身亦該當足以排除

安全港適用的有權或有能力控制要件。第九巡迴法院亦承認，雖間接責任的成立與

否，與安全港條款適用與否，法源依據、構成要件皆有不同，兩者需獨立判斷，但

與間接責任判斷相關的證據係與安全港的判斷高度相關，兩者具有內在的相容性。

成立間接侵權責任，即無法成立安全港條款而免責者，就目前為止仍屬理論上的推

論689。學者 Christopher 及 James 亦為文指出此一趨勢，並列舉 goldstein v. 

metropolitan Regional information systems、Venus Fashions v. ContextLogic 為例證690。 

三 判例發展之趨勢：間接侵權責任與安全港間之趨同 

（一） 創設新的責任型態 

 BMG Rights Management (US) LLC v. Cox Communications, Inc.案所討論者為，

網路連線服務提供者提供網路連線供用戶違法檔案交換的責任認定，原告委託著

作權管理機構寄發侵權通知，但該機構先前遭原告列為黑名單，致該機構代表原告

寄發的侵權通知遭屏蔽，法院將被告列黑名單之舉認定為蓄意視而不見特定的侵

權活動，進而認定被告成立輔助侵權責任。惟，作為連線服務提供者很可能符合美

                                                      
689 Columbia Pictures Industries, Inc. v. Fung, supra note 419, at 1040.  
690 Christopher A. Cotropia & James Gibson, supra note 687, at 106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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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著作權法§512(a)之安全港條款，第四巡迴法院卻以 Cox 未能合理實施終止對屢

次侵權用戶提供服務之政策為由，認定其形同未實施因應屢次侵權之政策691，同時

將該行為定位為蓄意視而不見特定侵權活動，COX 因而成立輔助侵權責任。 

 細繹法院之論理發現，法院錯誤地將得以免責的「屢次侵權條款」之認定融入

間接侵權責任的認定標準內，舉例來說，法院以 Cox 拒絕接收超過一百萬筆來自

BMG 代表的侵權通知，認定已足證明 Cox 蓄意針對特定侵權活動視而不見，以

DMCA 侵權通知推斷 COX 的主觀知悉，乍看成理，惟上開判斷僅能適用於除了網

路連線服務提供者以外之其餘三種服務提供者。法條僅針對連線服務提供者以外

之其餘三種服務提供者設有 DMCA 侵權通知設計，係因該三種服務提供者之服務

性質皆屬於持續性地提供近用侵權內容之管道：快取服務係伺服器本身自動複製

系爭內容的副本、儲存服務係伺服器本身存儲系爭內容、資訊搜尋工具係透過索引

連結縮短位在第三方伺服器中的系爭內容之近用；然而，就網路連線服務提供者，

其服務性質為一次性的傳輸載體提供，將系爭內容自網路上的此端傳送至彼端，當

資料傳輸完成，服務提供者與遭控侵權內容之接觸即消失，服務提供者接觸遭控侵

權內容之時段僅有傳輸開始與傳輸結束的那剎那，權利人寄發 DMCA 侵權通知的

當下，被控侵權內容之傳輸已發生且已完結，連線服務提供者對於被控侵權內容之

近用已無控制力，亦無移除或終止服務之實益，故無通知暨取下程序之設計。 

 因此，通知暨取下程序之設計係因服務提供者接收到 DMCA 侵權通知之時點

仍對遭控侵權內容之近用存在控制力，其與遭控侵權內容之接觸為持續性關係，使

得其因接收到 DMCA 侵權通知而生的主觀知悉得以與犯行之實施「同時存在」。

相反地，連線服務提供者接收到 DMCA 侵權通知之時點，傳輸行為已發生且已完

結，其因 DMCA 侵權通知而生的主觀知悉存在於犯行實施之「後」，既然在傳輸犯

行實施當下並無主觀知悉，即不能以犯行後所收到的 DMCA 侵權通知來推論其傳

輸行為當下具有主觀知悉。  

 此外，學者 Christopher 和 James 指出，設有通知暨取下機制者皆設有相應的

擔保（safeguard）機制，包括擔保陳述之善意性、願受重大虛偽陳述的偽證罪、民

事責任之處罰、使用者反制的「回復通知（counter-notification）」等機制，以避免

權利人之權利過度擴張，且即便網路連線服務提供者收到 DMCA 侵權通知，其與

遭控侵權內容的接觸既已消失，即無從審查、確認、定位遭控侵權內容，只能依從

權利人的單方指控，因此，學者 Christopher 和 James 認為對連線服務提供者寄發

DMCA 侵權通知，基於不可驗證性及無擔保性，合理實施「反覆侵權條款」與否

的判斷應與 DMCA 侵權通知無關692。 

 總結來說，本文認為基於網路連線服務提供者與其餘三種服務提供者之服務

性質的重大差異，即便認為 DMCA 侵權通知之接收可以產生主觀知悉，但因傳輸

                                                      
691 BMG Rights Mgmt. (US) v. Cox Commc’ns, Inc., 881 F.3d 293, 305 (4th Cir. 2018).; 沈宗倫老師認

為，怠於執行「停權政策」與未建立「停權政策」相當，恰與美國第四巡迴法院之見解不謀而合。

參沈宗倫，前揭註 678，頁 274。 
692 Christopher A. Cotropia & James Gibson, supra note 687, at 107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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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為完結與知悉時點間的落差，基於主觀要件的「同時性原則693」，斷不能以 DMCA

侵權通知的接收來認定輔助侵權行為的知悉要件。此外，自學者 Christopher 和

James 的觀察可知，合理實施「反覆侵權條款」與否的判斷應與 DMCA 侵權通知

無關，法院錯誤地將本案的侵權通知用來判斷輔助侵權責任的知悉要件及合理實

施「反覆侵權條款」與否，造成權利人得以透過寄發大量不可驗證的侵權通知，令

網路連線服務提供者擔負輔助侵權責任，並可進一步要求網路連線服務提供者終

止用戶的連線服務，如要求未果並能使之喪失灣權港免責之保護，實質上創造了溢

脫法條文字的新的責任型態。回顧美國眾議院的立法文件：「美國著作權法§512 不

會創設服務提供者新的責任型態，或影響其既得的抗辯694」，然而，顯然地，BMG 

Rights Management (US) LLC v. Cox Communications, Inc.案已針對連線服務提供者

創設設了新的責任型態，並剝奪其應受安全港免責保護的抗辯。 

（二） 創設新的責任豁免型態 

 Ventura content v. motherless 案中所討論者為，影音平台經營者 lange 提供用戶

上傳影音之空間的責任認定，雖平台上 內容皆為用戶所上傳，但 Lange 會事前針

對用戶欲上傳之內容為實質審查，將涉有兒童色情、著作權標示、浮水印及其他涉

有違法內容或違反 motherless.com 使用規範的圖片或影片事前攔阻，不予上傳至平

台。事前的內容審查不僅涉及代理侵權責任中的有權及能力控制要件、亦涉及輔助

侵權責任中的主觀知悉要件，此外，就安全港條款來說，經事前審查准許始會上架

內容的作法是否仍能符合美國著作權法§512(c)資訊儲存服務提供者定義中的「依

用戶之指示」尚有疑義，即便該當依用戶指示而為儲存之服務，Lange 的事前審查

仍可能該當安全港要件的明確知悉或紅旗標準下的察覺要件，而無法獲得安全港

之責任豁免，而應負輔助侵權或代理侵權之民事責任。然而，Lange 卻以§512(m)

主張不得以其事前審查行為即剝奪其受安全港之免責保護，此一解釋雖受第九巡

迴法院接受，並准許 lange 適用§512(c)而免除其民事責任，惟本文認為法院錯誤地

將§512(m)作為安全港成立與否之實質要件，§512(m)之條文標題「隱私權之保護」

即闡明美國著作權法§512 無意課與服務提供者監控、審查用戶上傳內容之義務，

其本質相當於歐盟電子商務指令第 15 條第 1 項：「會員國不得對提供者施加監控

其所傳輸或儲存之資訊的常態性義務，亦不得要求提供者主動蒐集顯示不法活動

事實或情節之證據」，與服務提供者之責任認定、安全港適用與否並無實質關聯，

法院錯把 lange 事前審查用戶內容適法性的行為認定為安全港之成立要件之一，不

僅顯示出過往判例中，法院於判斷服務提供者責任與安全港成立與否時，兩者要件

與標準相互參酌的匯流趨勢，亦顯示出法院將足以認定服務提供者間接侵權責任

之證據用來認定安全港之成立要件，兩者標準呈現趨同的現象，讓事前審查行為實

質上成為新的責任豁免的行為態樣。 

                                                      
693 判斷故意的關鍵時點為行為當時，也就是著手實施構成要件行為之際，此為刑法上故意存在時

點的要求。參林鈺雄，新刑法總則，頁 186，2011 年，3 版。 
694 Supra note 682, at 6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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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項 歐盟法：安全港條款未不當擴張及減縮責任主體之侵權責任 

 從歐盟法院 Google adwords 案及 ebay 案可知，將適用安全港之服務提供者限

於對於用戶侵權行為，未認識且未有控制力，在用戶之侵權活動中僅居於技術性、

自動性及被動性的地位之「中立性」之服務提供者，如該服務提供者所提供之服務

為資訊儲存服務，如其主觀上認識用戶行為之不法性，而未復立即取下侵權內容，

則其未能駛入安全港以豁免其民事責任。因此，歐盟法院就服務提供者之主觀知悉，

採取主客觀混合標準：「以一般勤勉的服務提供者立於被告之情形下，其是否得以

合理知悉」，作為判斷個案中的網路服務提供者是否實際知悉用戶活動之不法性、

是否應啟動其立即取下義務之判准695。另補充說明，如因未能履行立即取下義務而

不該當電子商務指令之安全港條款時，未必即構成侵權責任，仍應考量該內國法下

之間接侵權責任之規範696，如該當其構成要件時，始論該服務提供者之間接侵權責

任697。Scarlet 及 SABAM 案則明確指出，因過濾機制的安裝勢必形同課與網路服

務提供者一常態性的審查義務，然此為電子商務指令第 15 條第 1 項所禁止，故一

併禁止法院要求網路服務提供者安裝過濾機制。 

 不同於美國法上的發展，Cox 案中美國法院將得以免責的「屢次侵權條款」之

認定融入間接侵權責任的認定標準內，實質擴張責任主體之責任範圍；ventura 案

中美國法院將服務提供者事前審查內容適法性的行為解釋為免責要件之一，實質

減縮責任主體之責任範圍，歐盟法院謹守安全港條款適用主體適格之要求，即「中

立性」地位，且明確禁止法院要求服務提供者設置諸如過濾機制等逾越「中立性」

地位之措施，因歐盟法針對間接侵權責任之規定未有規定，故無從在歐盟法規範中

探究網路服務提供者之間接侵權責任與安全港條款間的互動，亦無法得知安全港

條款是否不當擴張及減縮責任主體之間接侵權責任，安全港條款之適用是否實質

擴張或減縮服務提供者之責任範圍，僅能從歐盟各國之判決中析得之。 

  

                                                      
695  Graeme B. Dinwoodie, A Comparative Analysis Of The Secondary Liability Of Online Service 

Providers, in SECONDARY LIABILITY OF INTERNET SERVICE PROVIDERS 37 (G. B. Dinwoodie ed., Springer 

2017).  
696 關於歐盟各會員國間接侵權之內國法規範介紹，參本文「第三章、第二節、第三項、第二款之

歐盟各成員國之立法或司法實踐下的二、間接侵權責任」。 
697 Dinwoodie 學者認為，於英國法下，存在著服務提供者未符合安全港條款，亦不該當共同侵權責

任之可能；於美國法下，亦存在著服務提供者未符合安全港條款，亦不該當輔助、代理即又引侵權

責任之可能。Graeme B. Dinwoodie, supra note 695, at 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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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 重塑我國公開傳輸權侵害之民事責任 

第一節 引進直接與間接侵權責任之區別標準 

 於「提供網域空間及網站供網友上傳、張貼著作」、「研發並提供下載 P2P 軟

體，並經營檔案交換網站」、「提供可連結至外部影音網站之機上盒及 APP」個案，

皆屬於「間接行為人」。而直接責任及間接責任之區別標準，在民事責任領域中即

釐清著作權法第 88 條第 1 項前段「單獨侵害之損害賠償責任」與同法同條同項後

段「（狹義）共同侵害之損害賠償責任」及民法第 185 條第 2 項「造意及幫助侵害

責任」之間的判斷標準，雖以應負擔的損賠責任來說，應負損賠責任的金額並無不

同，此一區別實益未如刑事責任直接影響刑度般來地顯著，但對實務而言則牽涉不

同的請求權基礎，不同之請求權基礎又涉及不同的要件審查，諸如，不同於單獨侵

害之損害賠償責任，共同侵權責任減輕被害人就因果關係之舉證責任、（狹義）共

同侵權責任無庸審酌主觀的意思聯絡、造意及幫助侵害責任須以直接責任成立為

前提等，因此，有必要予以釐清。 

 此外，如其服務提供行為依直接責任與間接責任之區別標準，而應論以間接責

任者，因造意及幫助侵害責任之成立，係以直接侵權責任之成立為前提698，但現實

中往往不是客觀上不存在直接侵權行為、或是直接侵權行為構成合理使用，又或者

是直接侵權人難以訴追而未能認定其直接侵權責任，如仍採取「從屬說」的立場，

著作權利人恐無從請求以彌補其所受之損害。當網路服務提供者成為權利人唯一

現實上可行的追訴、問責對象時，網路服務提供者之責任認定越形重要，面對著作

權法第 88 條第 1 項後段及民法第 185 條第 2 項要求「直接侵權責任之成立」為間

接責任論斷之前提的適用上困境，且無法變更「從屬說」的現行法制下，本文以下

嘗試引進美國法上的 volition 要件，除作為區別直接責任與間接責任的標準外，期

望透過擴張網路服務提供者成立公開傳輸權侵害之直接責任之空間，以解決因受

限於「從屬說」要件而無法對多數網路服務提供者問責的弊端。 

第一項 Volition 要件於我國法下應理解為「主觀意志狀態」 

 自本文「第三章、第三節、第三項、第二款」之分析可知，美國實務表面上係

爭執 volition 要件之內涵，實際上係討論「實際上付出人類的智力、精神，以設計、

創造出的非法著作利用行為」之行為人為何的問題，並以該人作為直接責任所要課

責之對象，因此，剩下所需解決的問題僅剩如何透過 volition 要件精準判斷出所有

個案中的「實際上付出人類的智力、精神，以設計、創造出的非法著作利用行為」

之行為人，且該 volition 要件之內涵需與法條文字及立法者原意相符，基此，本文

                                                      
698 智慧財產法院民事判決 103 年度民專上字第 16 號：「我國對『造意』、『幫助』之侵權責任係採

從屬說，並非獨立說，並以故意為必要，不將之『過失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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遂嘗試從著作權法之立法目的出發，討論 volition 要件之最適內涵。 

 我國著作權法係以著作權人之權益保護為主要目標699，因精神之勞動所獲得

之成果得以促進人類社會文化及科學的發展，為促使作者更努力於創作，遂保護其

思想智能與感情之無形產物，並賦予作者就其作品能夠專享一定的人格及經濟利

益之權利。然而，創作往往始於先人之智慧之上，遂應認為著作為社會共有之文化

財產，著作權人就其作品專享之獨占利益基於社會利用之公共需求，需受一定程度

的限制（如：權利期間、標的限制、合理使用等）。因此，立法條文雖係以保護著

作權人之創作為開宗明義之目的，但更在於藉此鼓勵社會文化之進步與發展，著作

權人之權益保護為目標達成所使用之手段，著作權法真正的目標實係促進國家文

化之發展，故當面臨到權利人之權益與著作利用人之使用利益間之衝突時，應特別

注意兩者間的平衡，以不阻礙、影響文化發展為要700。 

 由此可知，於問責服務提供者之直接責任時，必須考量到不阻礙其服務能夠促

進資訊傳播、增進大眾對於著作之接觸與利用而得立基於前人之智慧結晶以豐富

創作內容，更重要的是，需不妨礙其作為資訊社會中「資訊傳輸管道」重要媒介的

功能。如其服務提供具有可責性，其應非難之處在於其服務之提供已喪失「資訊傳

輸管道」的中立性功能，而傾向非法公開傳輸他人著作，減損權利人獨占公開傳輸

權能所能獲得之經濟利益，準此，volition 要件既作為直接責任與間接責任區別標

準，volition 要件勢必須能夠反映服務提供者之行為非難性，須能呈現服務提供者

打破其中立性角色的情況。參考我國著作權法第 90 條之 4 以降關於網路服務提供

者之民事免責事由之條文，立法者皆以「知悉」作為課與取下或移除義務的觸發要

件，立法者應係有意將未知悉使用者侵權活動之服務提供者納入民事責任豁免之

保護，先不論知悉程度為何，但至少在區別直接責任與間接責任之脈絡下，從非難

性、中立性要求及我國著作權法體系的角度來說，唯有將 volition 要件解釋為服務

提供者的「主觀意志狀態」，最能夠呼應我國著作權法立法目的及立法者意旨，並

能符合民事侵權法體系下僅針對行為人自己的行為負責的基本原則，此一理解亦

能迴避相當因果關係中的「相當性」標準不明的問題，並迴避使用者利用自動服務

提供者提供的設備、系統或服務所造成的侵權損害的個案中，因果鏈過長、參與者

過多的問題。  

第二項 自動服務提供者之「主觀意志狀態」所指為何 

 符合我國著作權法體系的「主觀意志狀態」所指為何，需先解決機器是否具有

「心智」此一大哉問。在心靈哲學中關於機器是否具有「心智」的論辯足資釐清機

                                                      
699 我國著作權法第 1 條前段：「為保障著作權人著作權益，調和社會公共利益，促進國家文化發

展，特制定本法。」，復依行政院「著作權法修正草案總說明」稱：本法之立法目的謂「著作固為

著作權人智慧之結晶，但其行世，則有賴他人投資製作加 以推廣，與社會大眾之消費欣賞，著作

權人乃能享有名譽與經濟之利益。故著作權法之修正，於加強著作權人權益之保護外，並兼顧利用

人之擴大利用，俾 藉社會公共利益之調和，達成發展國家文化之目標。」 
700 羅明通，同前註 7，頁 1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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器是否具有心智、其心智之差異與人類是否有差別、該心智內容之具備是否足以令

機器（或程式）擔負法律上責任等三項問題。因此，以下將簡述心靈哲學中關於機

器是否具有「心智」此問題之論辯，並就上開三項問題提供解答。 

 John Searle 的中文房間論證（Chinese Room Argument）否定機器具有與人類

相同的「感知性（conscious）」心智，而僅具有模仿人類心智運作的「功能性

（functional）」心智，並以中文房間的思考實驗作為論證。假設存在一個與外界斷

絕聯絡之房間，將一位不懂中文的英文母語人士關在房間中，房間裏頭僅有兩本書：

一本為以中文為撰寫的中文語法結構書、另一本為以英語為撰寫的中文語法結構

書操作指南。當房間外的中文母語人士以中文撰寫小紙條，並將小紙條遞給房間內

的英文母語人士，假設其能夠妥善參照操作指南的指示，在中文語法結構書中找出

能夠回答小紙條上問題的相應答案，並依照中文語法結構書中所提供的相應答案，

按照中文字的外觀完整描繪在小紙條上，再遞給房間外的中文母語人士。假設流程

一切順利，房間外的中文母語人士會認為小紙條上的答覆切合問題內容，且認定房

間內的人亦為中文母語人士，但實際上房間內的人並不懂中文，而僅是機械地將其

找到的對應答案抄錄在小紙條中。因此，Searle 指出，無論機器之運作功能多麼完

美，其僅能提供相當於中文母語人士的運算結果，並不能如同中文母語人士一般理

解、體驗中文本身，運算結果僅是心智活動下的「功能性產物」，而非體驗中文語

意、美感之「感知性活動」701。 

 David Chalmers 提出「感知難題（Hard Problem of Consciousness）」，明確將人

類的心智狀態區分為感知性及功能性。以痛覺為例，解釋痛覺的腦神經機制，包括

大腦如何回應皮肉組織撕裂，因而觸發痛覺、如何引發大腦發送迴避性反

應的神經訊息，產生喊痛、縮回手指等生理反應的過程，皆能由腦神經學

家研究並解答，此屬於人類心智的功能性部分，屬於（相對）簡單的問題。

但痛覺帶來的痛的體驗、差的心情等皆屬於人類心智的感知性部分，人類

的腦神經運作何以產生痛的體驗、差的心情，則屬科學無法解答的困難問題
702。 

 因此，不論從 Searle 的中文房間論證，或是從 Chalmers 的感知難題的觀點，

皆認為人類的心智可以區分為「感知性」及「功能性」，而機器僅能複製人類心智

的「功能性」活動，而不及於「感知、體驗性」活動，故就本項最初所提的三項問

題，從心靈哲學的角度而言，機器當具有心智，但其僅具備人類心智中的「功能性」

部分，而不及於「感知性」部分。但是，人類同時具備心智的「功能性」及「感知

性」部分，故有必要進一步探究法律針對人類的特定行為課與責任的基礎係基於人

類主觀意志狀態的「何部分」。 

 機器的「功能性」心智活動係指，機器有能力為相當於人類的思考與判斷的決

策活動，並依照決策結果為行為的過程703。在著作權法中，行為人之所以會被認定

                                                      
701 John R. Searle, Minds, Brains And Programs, 3 BEHAV. & BRAIN SCI. 417, 417-8 (1980).  
702 DAVID CHALMERS, THE CONSCIOUS MIND: IN SEARCH OF FUNDAMENTAL THEORY 4-5, 17-8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6).  
703  Mala Chatterjee & Jeanne C. Fromer, Minds, Machines, And The Law: The Case Of Volition 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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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直接侵權人，係因其行為直接影響了權利人就其著作所應享有的排他性權能所

生的經濟利益，問責基礎即為權利人所受損害之填補，故，著作權侵害之民事責任

之課與，所在意者係行為人所為的「功能性」心智活動導致權利人就其著作所應享

有之利益之不當變動，而非行為人本身的「認知性」心智活動本身。因此，自著作

權直接侵害責任的課責原因來說，著作權法之直接責任所處罰者皆係行為人之「功

能性」心智活動。 

 在自動服務提供者所提供的程式自動執行侵權活動之個案中，誰為實際上付

出人類的智力、精神以創造、設計出非法著作利用行為，而應對之負直接責任，實

即「確定客觀侵權事實是否為主觀意志之外在表述」之判斷，只有當服務提供者主

觀認知的事實足以支撐程式自動執行所創造的法所不容許的侵權風險，而且此風

險實現成為損害結果時，該侵權結果才能由服務提供者負責。 

第三項 Volition 要件與我國法之相容性 

 以「功能性」心智活動作為「主觀意志狀態」的內涵，則進一步的問題是，如

欲將此標準引入我國著作權法中，是否產生體系不相容的問題？考慮法律移植之

前，除需考量我國實務是否面臨著此要件之功能所能解決的問題外，尚應考量美國

著作權侵害之民事責任與我國著作權侵害之民事責任之間是否存在重大的體系差

異，而不適合移植美國法上的 volition 要件。 

 乍看之下，區別直接責任與間接責任的 volition 要件似乎與美國法上著作權之

直接責任性質相衝突，蓋美國法上的著作權侵害之直接責任係嚴格責任，亦即，著

作權侵害之直接責任的成立，不問行為人之故意、過失。且美國司法實務於音樂著

作的侵害訴訟中創設「潛意識模仿理論（doctrine of subconscious copying）」，縱然

行為人係不自覺地使用前人的著作，仍構成著作權之侵害704，因此，美國法上的著

作權直接侵權責任並不問侵害人之主觀認知。美國實務卻在不需要主觀要件的直

接責任中引進具有「主觀意志狀態」內涵的 volition 要件，表面上性質衝突，實則

卻不然。volition 要件所指的「功能性」心智活動並非主觀之故意、過失，其實係

判斷「實際上付出人類的智力、精神，以設計、創造出的非法著作利用行為」之行

為人為何，如認個案中的自動服務提供者具備 volition 要件，則應認該機器背後的

研發者、經營者才是對於整體非法利用著作活動中，付出人類的智力、精神以遂行

侵權之人，而非表面上向機器下達指令的使用者，因此，在直接責任中置入 volition

要件，並不與直接責任的嚴格責任性質相衝突。 

 比較我國著作權法及美國著作權法之民事責任體系發現，我國著作權法第 88

條第 1 項前段的直接侵害責任屬於過失責任，以行為人之故意、過失為必要，非屬

嚴格責任，且我國實務尚未有「潛意識模仿理論」之概念，因此，不論是著作權法

                                                      
Copyright Law, 119 COLUM. L. REV. 1887, 1908 (2019).  
704 楊兒璇，音樂著作權侵害之研究，國立政治大學科技管理與智慧財產研究所碩士論文，105 年 6

月，頁 7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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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的直接責任或是間接責任，主觀要件皆為必要要件，此為與美國著作權法上之民

事責任之間最大之差異，但因 volition 要件既已與嚴格責任性質不衝突，volition 要

件即無涉行為人之主觀要件，此要件並不會因我國與美國相迥異的民事責任體系，

而無法引入我國法中。下一個問題即為，此要件應如何置入我國著作權法第 88 條

第 1 項前段之審查呢？ 

第四項 Volition 要件應如何引入我國法體系中 

第一款 Volition 要件相當於民事侵權責任體系中的「歸責原則」 

 我國著作權法第 88 條第 1 項前段屬於侵權行為法性質，故應回歸我國侵權責

任體系來觀察。就我國侵權責任體系來說，我國侵權行為法針對不同類型的侵權採

過失責任、推定過失責任、無過失責任（危險責任、嚴格責任）及衡平責任。不論

何種侵權類型，皆有「歸責原則」之要求，即被害人須自己承擔所生的損害，僅於

有特殊理由時，始得向加害人請求損害賠償。所謂特殊理由，係指應將損害歸由加

害人承擔，使其負賠償責任的事由，學說將之稱為歸責原則或損害歸責事由705。此

係基於「良好的政策應讓損失停留於其所發生之處，除非有特別干預的理由存在」

之理念。因此，「歸責原則」屬於被害人得否及應向誰請求賠償之問題。 

 對應到美國法上 volition 要件所欲解決之問題：在高度自動化執行侵權活動的

個案中，誰為「實際上付出人類的智力、精神以創造、設計出非法著作利用行為，

而應對之負直接責任」，並以之區別服務提供者的直接責任及間接責任：直接責任

屬於為自己行為所生的損害負責的責任態樣；間接責任則屬於為第三人行為所生

的損害負責的責任態樣。簡言之，得以「區別個案中的系爭損害是否可歸屬於服務

提供者的提供行為，而由其直接負責」的 volition 要件與「歸責原則」所解決的問

題恰巧不謀而合，兩者之實質內涵亦相吻合，本文遂認為 volition 要件實為我國民

事侵權責任體系中「歸責原則」之判斷。 

第二款 注意義務之內容調整 

 我國公開傳輸權直接侵權之規範為著作權法第 88 條第 1 項前段；公開傳輸權

間接侵權之規範為著作權法第 88 條第 1 項後段，其中「共同侵害」之判斷，則參

照民法第 185 條第 1 項前段及第 2 項，兩者皆屬於過失責任，其「歸責原則」之概

念為，行為人是否已盡「善良管理人之注意義務」，苟非怠於此注意，即難謂有過

失，即不得令其為損害負責706。因此，進一步的問題為：既然直接責任與間接責任

的「歸責原則」內涵皆為注意義務的違反，則兩者間的「注意義務」的內容有何等

之不同？volition 要件之精神納入解釋後，兩者間的「注意義務」的內容有何等之

調整？ 

                                                      
705 王澤鑑，同前註 19，頁 11。 
706 最高法院 19 年上字 2746 號判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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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開傳輸權為針對系爭著作內容是否、如何以公開傳輸之方式散布的支配權

能，如係直接侵害，則係對於系爭侵權活動的發展具有主導性地位，或是雖僅係參

與或依附在他人所開啟的侵權活動，但其涉入程度已深至足以改變侵權活動發展

之因果、主導後續侵權活動之發展，此時，該直接侵權人所違反者為「任何人皆不

得違犯他人權利」的注意義務；如係間接侵權，則係對於系爭侵權活動的發展未具

主導性地位，僅係部分性地參與及依附在他人所開啟的侵權活動，基於其對於系爭

侵權活動發展的因果鏈貢獻性較低，其注意義務的範圍即須相應地減縮，減縮至

「停止具有因果貢獻力的行為」的注意義務。兩者行為之因果貢獻力有別，遂應負

的注意義務範圍亦有所區別。然而，兩者客觀上所應負的損賠責任並無差別，蓋因

侵權活動中複數參與者個別之因果貢獻力難以釐清，遂減輕被害人對因果關係之

舉證責任，並明定數參與者對被害人所受損害之全部連帶負責707。承先前之分析，

volition 要件之內涵為：「確定客觀侵權事實是否為服務提供者主觀意志之外在表

述」之判斷，進一步具體化後即，「以服務提供者之角度觀察，其所認知的事實是

否足以支撐著作權法所不容許的侵權風險」，如其所認知的事實不足以支撐著作權

法所不容許的侵權風險，即便侵權風險已發展成實害，因其非屬其意志範圍內，而

當非令其就侵權風險發展的整體歷程負直接責任，故將美國法上 volition 要件之精

神引入構成直接侵權責任的注意義務範圍的結果，即多出服務提供者「主觀上認知

的事實足以支撐著作權法所不容許的公開傳輸權侵害風險」之要件。 

 本文認為，行為得以歸責的前提在於行為人本身具有自由，而此自由可以區分

成內在自由及外在自由，內在自由係行為人主觀上對於如何造成外在客觀變動的

因果法則有所掌握，亦即必須認知到其須投入多少條件才能夠得到變動的結果，其

次，其有能力按照其認知而使自己的投入成為結果的條件，以此創造一個導向結果

的因果歷程；外在自由係指行為人得恣意地決定是否及如何行動，本質上為行動自

由。volition 要件即係判斷行為人是否在兼具內在自由及外在自由之情況下而為行

動，此一具體化的闡釋亦與先前所討論的「著作權法所處罰客體的係出於『功能性

心智』所為之行為」、volition 處理的課題為「誰為實際上付出人類的智力、精神以

創造、設計出的非法著作利用行為」等概念相符合。 

 綜合本文以上分析，將美國法上的 volition 要件引入我國法脈絡之後，得以將

民事侵權責任體系中的「歸責原則」作為區分服務提供者之直接責任與間接責任的

標準，其判斷標準為「以服務提供者之視角為判斷，其客觀上所提供的服務，按其

所設想的因果法則，是否會產生足以支撐公開傳輸權侵害的不法結果」，並附加額

外一輔助要件判斷之：「服務提供者之服務提供行為是否得以排除既存事實（即：

用戶利用其服務作為合法用途的既存事實）的因果延續性」。如上述兩要件不該當，

服務提供者的服務提供行為所創設出因果關係即不符合其意志內容的客觀事態，

此即非屬服務提供者之意志的外在表述，不能將該因果關係所產生的結果歸屬於

服務提供者的主觀意志。因此，本文建議得以區分直接侵權與間接侵權的標準，其

內涵實為主觀歸責，其概念並不同於故意、過失。主觀歸責係指，客觀事態是否得

                                                      
707 王澤鑑，同前註 19，頁 439-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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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歸屬於行為人主觀意志的問題，不論按故意過失都會有此問題，都是行為人主觀

上對於足以支撐法所不容許風險之事實的認知；故意過失則為風險意識的問題，行

為人對於其行為指向他人權利侵害之可能性的認知，而故意行為人具有風險意識，

過失行為人本身不具有，但按客觀第三人之視角認為其應具備該等風險意識。又主

觀歸責亦不同於客觀歸責，前者係以行為人本身之視角觀察；後者係以客觀第三人

的視角觀察，雖我國民事侵權判斷長期以來多忽略主觀歸責的問題，然而，此概念

在自動服務提供者自動提供一連串足以幫助用戶實施非法公開傳輸行為的個案中，

係十分重要。本文於此處所主張的判斷標準，將於下文討論「其服務被第三人用來

侵權之服務提供者」的個案類型的責任認定時，予以適用。 

第五項 我國公開傳輸權爭議案件之適用：「其服務被他人用來侵權之

網路服務提供者」 

 其判斷標準為「以服務提供者之視角為判斷，其客觀上所提供的服務，按其所

設想的因果法則，是否會產生足以支撐公開傳輸權侵害的不法結果」，並附加額外

一輔助要件判斷之：「服務提供者之服務提供行為是否得以排除既存事實（即：用

戶利用其服務作為合法用途的既存事實）的因果延續性」。如上述兩要件不該當，

服務提供者的服務提供行為所創設出因果關係即不符合其意志內容的客觀事態，

此即非屬服務提供者之意志的外在表述，不能將該因果關係所產生的結果歸屬於

服務提供者的主觀意志。 

 本文將「其服務被第三人用來侵權之服務提供者」所涉及的個案類型化成三種，

以本文建議的審查模式操作，並將本文審查的結果與歐盟與美國對應的個案相比

較，以檢驗本文所建議的審查模式是否具備明確、可預測、可操作及結果妥適等特

點。如符合上開要件者，即開啟直接侵權責任之審查；如否，則開啟間接侵權責任

之審查。鑒於本文所聚焦者為公開傳輸權之直接侵權責任的認定，如經本文審查結

果為應開啟直接侵權責任之審查者，本文將參考學者王澤鑑就民法第 184 條第 1

項前段要件的審查體系，即「構成要件」（包括加害行為、因果關係）、「不法性」

及「故意、過失」的順序。如經本文審查結果為應開啟間接侵權責任之審查者，因

公開傳輸權之間接責任非本文討論之主體，遂不續為討論之。 

 

【提供 P2P 軟體及檔案交換平台】 

「歸責原則」之審查：無論服務提供者所提供的 P2P 軟體及檔案交換平台所涉及

的技術架構為集中式或分散式，並不影響判斷，前者係以服務提供者的伺服器為主

機，該主機設有「搜尋引擎」，供用戶得以搜尋其他用戶的個人電腦硬碟內的「使

用者目錄」，因此，所有用戶所下達的指令皆須透過由服務提供者所控制的主機為

媒合，惟檔案的傳輸仍僅存在於用戶之間；後者則未設置伺服器來執行檔案名稱或

索引之管理，而是由軟體指定某些用戶電腦作為索引電腦來執行媒合用戶指令的

任務。 



‧
國

立
政 治

大

學
‧

N
a

t io
na l  Chengch i  U

niv

ers
i t

y

DOI:10.6814/NCCU202001391

190 

 以服務提供者之視角為判斷，雖然其僅提供用戶得以定位出檔案所在位址、媒

合需求用戶，並提供用戶間得以聯絡、傳輸的管道之技術，關於傳輸的開啟、傳輸

之內容、對象及速度皆由用戶所決定，服務提供者本身並無介入的可能，甚至在分

散式架構中，即便提供者關閉其所控制的伺服器，用戶間傳輸的活動仍得以持續進

行不受影響，但其所提供的技術即是為了躲避執法機關及著作財產權人因阻斷單

一非法著作來源，即癱瘓整體非法檔案之傳輸的缺失，遂以難以追蹤、阻斷非法著

作來源為特點的 P2P 傳輸技術為提供，故按服務提供者所設想的因果法則，通常

會促成用戶間互傳違法檔案的情形，產生用戶間公開傳輸權直接侵害的不法結果。

至於用戶間的違法行為是否皆應歸責於服務供者本身，則應進一步判斷服務提供

者之服務提供行為是否得以排除既存事實（即：用戶利用其服務作為合法用途的既

存事實）的因果延續性。當用戶亦得透過 P2P 傳輸技術為合法著作檔案之傳輸，

雖用戶一旦將檔案置於分享資料夾中，該檔案即會立即分享至 P2P 平台上在線的

所有下達指令請求該檔案的用戶，而難以有私人使用等權利例外之適用，但服務提

供者顯然無法阻斷用戶之合法使用，無法阻斷用戶為合法利用的因果延續性，基此，

其僅能考慮論以間接侵權責任。 

 

【提供網路連線服務，供用戶 P2P 軟體交換檔案】 

「歸責原則」之審查：網路服務提供者僅單純提供網路連線服務，網路連線僅係

網路活動得以遂行媒介、承載網路活動指令的載體，其服務性質為一次性的傳輸

載體提供，將用戶欲傳輸之內容自網路上的此端傳輸至彼端，當資料傳輸完成，

服務提供者與遭控侵權內容之接觸即消失，網路連線服務提供者所提供的服務既

無法掌控用戶活動，與用戶所傳輸內容的接觸亦僅有瞬間，故按服務提供者所設

想的因果法則，幾乎無從知悉、預見用戶間互傳檔案的適法性與否，其所提供的

服務並不足以支撐用戶從事違法網路行為的不法結果，基此，其僅能考慮論以間

接侵權責任。 

 

【提供雲端儲存空間】 

 自我國法案例的經驗可知，雲端儲存空間之提供服務可以是提供網域空間及

網站供網友上傳、張貼著作；自美國法案例的經驗可知，雲端儲存空間之提供服

務可以是 Aereo 案中，提供各用戶專屬的微型天線接收無線電視訊號，透過轉碼

器轉換成網路訊號並儲存在 Aereo 公司所擁有的中央硬碟內各用戶專屬的資料夾

中；也可以是 Giganews 案中，提供一分散式網路交流系統，供用戶上傳、儲存

資料至中央伺服器中，每筆資料並會自動生成 Message—ID，供系統定位並複製

分享至其他鄰近的伺服器中；提供雲端儲存空間也可以是 Polyvore 案中，提供用

戶分享圖片的 APP，於使用者下達裁剪圖片之指令時，APP 會自動將該圖片重製

成數個不同尺寸的圖片，並自動去除各圖片的元資料，並重新指定一個新的 URL

給各不同尺寸的圖片，以供 APP 使用者搜尋定位該圖片。 

「歸責原則」之審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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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提供網域空間及網站供上傳、張貼著作的個案 

 在單純提供網域空間及網站供上傳、張貼著作的個案中，其所提供的服務僅是

單純提供資料的儲存空間，性質上如同分享式的 Google Drive 或 Dropbox，其對於

用戶上傳之內容並無認識及預見，故按服務提供者所設想的因果法則，對於其服務

是否會產生侵害公開傳輸權之不法結果根本無從推斷，遂用戶的不法行為結果不

應歸責於服務提供者。惟如該服務提供者不僅提供網路儲存空間及張貼網頁，尚就

該雲端空間、網頁上存儲之內容具有刪除、設定觀看權限、上傳權限及下載密碼的

措施、審核會員資格等管理權力，鑒於服務提供者對於儲存空間的如何利用與其中

內容的觸及具有高度的控制力，按其所預設的因果法則發展，雲端儲存空間中的著

作內容、上傳或下載者資格，及觀覽、搜尋權限皆受其控制力所及，如有用戶上傳

或下載未經授權之著作內容，其客觀上應可得知悉。如用戶將該儲存空間為合法利

用（如：上傳已逾著作權保護期間的著作內容，或設定觀覽權限為私人，僅供個人

使用等），服務提供者亦存有刪除內容、更改觀覽權限等權力，其所提供的服務亦

足以排除非在其預設因果歷程發展之既存事實，故應認用戶所為的非法公開傳輸

行為得以歸責於服務提供者。 

2.  Aereo 案之事實類型 

 雖 Aereo 公司所提供的無線電視網路轉播服務的啟動係基於用戶所下達的指

令，惟用戶得以點選收看的節目內容、從接收訊號到串流至個人裝置中的整個流程，

皆為 Aereo 公司所設計、研發及控制，按 Aereo 公司所預設的因果法則，其對於用

戶觀覽到未經授權的無線電視節目的不法結果應有認識及預見，且因用戶所得觀

覽的節目內容皆已由 Aereo 公司事先擇定，整體傳輸的過程皆全權由 Aereo 公司

事前所設計好的程式所自動執行，用戶無介入、變更傳輸過程的可能，即不存在需

由服務提供者排除非在其預設因果歷程發展之既存事實的情形，應認整體傳輸過

程所生的不法結果可歸責於 Aereo 公司本身。 

3.  Giganews 案之事實類型 

 Giganews 公司所提供的 mimo reader 僅是單純讀取影像的軟體，其對於用戶上

傳的內容並無控制力，僅在用戶上傳內容時，自動地啟動後續一連串包括複製、傳

輸、顯示圖像等行為，其自動執行的一連串行為並不因用戶所上傳之內容而有所差

別，按 Giganews 公司所設想的因果法則，難認其所提供的服務足以產生用戶非法

公開傳輸的不法結果。此外，因 Giganews 公司對於「特定著作內容」的上傳、複

製、傳輸及儲存，並不具有控制力或決定權，刪除系統中的內容亦僅為容納更即時

的資訊所為的例行性行為，而未針對「特定著作內容」為檢視、篩選及刪除，故其

對於用戶上傳非法或合法著作內容一事，除非經著作權人通知其所在位址，否則

Giganews 公司並無能力排除既存事實的因果延續力，遂不應將用戶利用其系統為

非法公開傳輸的不法結果歸責於 Giganews 公司本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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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Polyvore 案之事實類型 

 Polyvore 公司所提供的裁剪功能，雖無法控制用戶所欲裁剪的圖片標的，但係

實質上幫助用戶所為的圖片重製行為，如無裁剪之功能，用戶將難以輕易地將網頁

中的圖片予以重製，且因 Polyvore APP 本質上即係提供用戶得以裁剪網站中任何

服裝、配件並予以重組、拼貼，與朋友圈分享時尚穿搭的平台，其對於用戶重製網

站中具有著作權保護的服裝、配件之攝影圖片一事已有認識及預見，尚提供用戶易

於擷取圖片的裁剪工具服務，按 Polyvore 公司所設想的因果法則，其服務之提供

足以產生用戶非法公開傳輸的不法結果。然而，Polyvore 公司對於「特定著作內容」

之檢視、篩選及刪除並無權限，除非經著作權人通知其所在位址，否則 Polyvore 公

司並無能力排除既存事實的因果延續力，遂不應將用戶利用裁剪功能為非法公開

傳輸的不法結果歸責於 Polyvore 公司本身。 

 就自動重製成八個不同尺寸的圖片，Polyvore 公司為能夠讓用戶使用的所有個

人裝置皆得以觀覽圖片，只要用戶上傳的任何圖片，系統皆會自動將該圖片於使用

者不知情的情形下重製成八種不同尺寸，以符合所有行動裝置中讀取軟體的相容

性要求，其目的既非供用戶搜尋之用，僅係為讓所有用戶皆得以順利使用其所提供

的服務，自動重製行為按 Polyvore 公司所設想的因果法則，應不致產生侵害公開

傳輸權之不法結果，遂不應將程式自動將用戶上傳的非法內容為自動重製所生的

不法結果歸責於 Polyvore 公司本身。 

 綜合上述分析，提供網域空間及網站供上傳、張貼著作的個案中，僅有當服務

提供者對於用戶上傳之內容具有控制權限、Aereo 案的兩種情形，用戶所為之非法

公開傳輸結果始得以歸責於服務提供者本身，並就服務提供者提供服務的行為另

行開啟直接侵權責任之審查。因此，volition 要件之該當並未非意味著逕令服務提

供者負擔直接侵權責任，而僅是開啟直接侵權責任之審查，volition 要件的功能僅

是在處理「用戶向電腦程式（或機器）下達指令後所生的非法公開傳輸結果是否歸

屬於程式（或機器）工程師及提供者之設計及提供行為，抑或是應歸屬於用戶下達

指令的行為」的問題，至於其設計及提供行為是否該當直接侵權責任，則需另行判

斷其是否該當非法公開傳輸之直接侵權的構成要件，volition 要件實質上即屬於在

眾多侵權參與者中「特定責任主體」的標準。 

第二節 重塑公開傳輸權侵害之認定標準 

第一項 鑑往知來：探我國公開傳輸權權利範圍界定上的應考量因素 

 我國基於網際網路技術之發展及國際公約之要求而創設公開傳輸權，但過往

司法實務並未針對公開傳輸權之權利範圍有明確的界定，為釐清我國公開傳輸權

之權利範圍，本文遂從立法目的的角度觀察，將歐洲、美國管制向公眾傳達行為

之發展簡史所得出的經驗作為我國公開傳輸權之權利範圍界定的參考，試圖自新

技術之發展如何推動歐美著作權法之變革的經驗，尋繹出我國公開傳輸權權利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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圍之界定要素。 

第一款 向公眾傳達行為於歐美著作權規範中之發展簡史 

 歐洲及美國著作權之原型，並非為了保護著作權人之權益，而是印刷業之特許

權制度被取消後，印刷業者為重新取得市場獨占地位而生的產物708。就向公眾傳達

權之發展脈絡而觀，向公眾傳達的最初概念為不經過實體重製階段而以非實體之

形式向公眾傳達著作內容之方法，美國於 1897 年首次立法賦予（文學及音樂著作）

創作者公開表演的排他權709，惟因音樂著作之銷售仰賴公開表演為宣傳，故即便多

有未經著作權人授權所為之公開表演，權利人多選擇不爭執，甚至發展出在唱片包

裝上聲明唱片購買者視為已經授權得公開表演該唱片中的著作內容，以促進唱片

銷量，而重製唱片以銷售正是當時著作權人主要的收益來源。美國 1909 年的著作

權法，為避免公開表演權之規範過度限制表演者710，並考量到非營利之音樂表演並

不會損及觀眾再為購票欣賞專業音樂表演的意願，因而創設「營利目的（for profit）」

標準，但無論戲劇表演為營利或非營利，觀眾皆會因知曉戲劇情節而不願意再購票

觀看，因此將公開表演權之保護客體限制在營利的音樂著作表演及所有戲劇表演

中。 

 1920 年代，無線電廣播漸趨普及，公眾得以毋庸聚集在表演生成的現場感知

著作內容，若干問題於焉而生：一，於封閉的電台錄音室為廣播，是否構成公開表

演？；二，針對現場表演為廣播，是否構成一個獨立的公開表演行為？；三，公眾

收聽廣播之行為，是否構成一個獨立的公開表演行為？針對第一個問題，美國法院

最初以無線電廣播僅是將聲波轉變為無線電頻段訊號，再將之轉變為聲波供公眾

接收的機械式重製行為，且收聽公眾未聚集在表演現場，而認為廣播行為無涉公開

表演，然而，法院後將公開表演之內涵自「在公眾聚集之現場為傳達（communication 

in public）」，擴張至「向公眾傳達（communication to the public）」，並以於封閉的電

台錄音室為廣播所產生的「行為效果」為向公眾傳達為由，將向公眾傳達之概念具

體化為「多向（members of the public are geologically dispersed）」及「同時傳達

（simultaneous communication）」。此外，1909 年美國著作權法中的公開表演權尚有

營利目的之要件，雖廣播的收聽觀眾未就接收訊號而付費，但美國法院已承認間接

營利之概念，亦即，雖廣播電台未向收聽者收費，電台向廣告主販賣廣告時段之行

為亦仍該當營利目的之要件。就第二及第三個問題，美國於其所頒布的 1976 年著

作權法制定之歷史文件中即認為，當著作內容傳達所及之公眾並非原始表演時所

預期者，即構成一個尚需額外取得授權之公開表演行為711。1976 年美國著作權法

                                                      
708 以法國為例，著作權之創設，乃是都會印刷業者(metropolitan publishers)為了對抗城鎮印刷業者

(provincial publishers)瓜分其市場利益而主張，雖表面上是為了著作內容之創作者之利益，實則都會

印刷業者擁有雄厚資金以收購創作者所擁有的著作權，藉由著作權作為財產權之性質，以達到排他

使用，達到壟斷印刷市場，獨占市場利益之目的。FOUAD, supra note 5,at 8-10. 
709 [1897] Copyright Act, c. 4, 29 Stat. 138.  
710 Section 1 (e) of the 1909 Act.  
711  H.R. REP. NO. 94-1476, at 62-63., available at 

https://law.resource.org/pub/us/works/aba/ibr/H.Rep.94-1476.pdf. (last visited on Aug. 15, 2020). 

https://law.resource.org/pub/us/works/aba/ibr/H.Rep.94-1476.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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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將「多向（members of the public are geologically dispersed）」明文作為公開表演

權之內涵之一，並摒棄營利目的之要件。 

 然而，當資訊被轉換成廣播訊號而為傳輸時，其至多僅能傳送至 30 英尺遠，

且無法穿越地理屏障而為傳送，新技術之變革於 1960 年代興起：衛星廣播，其技

術原理為由上行發射站透過定向天線向太空中的衛星發射上行頻段信號（the 

uplink stage），由衛星接收訊號、變頻、增加訊號強度（the transponder stage），再

將訊號傳回地面接收站（the downlink stage）。基於衛星廣播能夠突破地域限制之特

性，跨國傳輸廣播訊號之行為應適用哪一國之法律，亦即準據法擇定之問題於焉產

生。為解決上開問題，歐盟頒布衛星及有線再傳輸指令712，將衛星廣播納入向公眾

傳達權之其一態樣，而破解加密訊號之行為亦屬於向公眾提供權之其一態樣，並透

過衛星廣播之功能性特徵：公眾直接接收衛星訊號，將衛星廣播納入向公眾傳達權

之概念之一，權利人並擴及表演人、唱片製作人及廣播組織等鄰接權人713。美國則

著重於未經授權而攔截僅供傳輸給有線業者之衛星訊號的個人行為的管制，並規

定於美國聯邦電信法第 605 條中。 

 但是，衛星廣播仍存在著訊號承載量不足、衛星訊號受靜力干擾及家戶如無法

安裝天線即無法接收衛星訊號等缺點，遂發展出有線傳輸（cabling）並於 1980 年

代漸趨普及，按其技術特徵可區分為有線廣播（cable-originated programmes or cable 

casting）及有線再傳輸（cable retransmission）。首先，有線廣播部分，又可分為同

時性的有線廣播及隨選視訊（video on demand, VOD），前者於美法兩國均以公開表

演權規範，且其規範均著重表演之功能性特徵，而不以技術、媒介為衡量標準；後

者於美法兩國亦以公開表演權規範，不僅顯示出各國對此一科技之規範立場皆著

重於向公眾傳達之概念，更顯示出各國對於向公眾傳達之概念擴張及於「非同時

（chronologically）」。次之，有線再傳輸部分，美國法院對此之態度從承認旅館業

者有線再傳輸之行為需另得授權，至認為此僅係強化用戶接收廣播訊號之能力，到

最後美國法院認可有線再傳輸之行為構成需另得授權之公開表演行為，但為權衡

著作權利人及廣播組織之利益，復引進特定權利例外及強制授權規定。 

 隨著網路協定之發展，數位科技產生著作易於複製、利用及易於儲存等特性，

導致向公眾傳達著作內容更為容易，就此一著作利用型態是否需得著作權利人之

授權、該以何種權利規範遂成為各國討論之焦點。基於數位傳輸與類比訊號傳輸具

有技術上的類同性，美法兩國遂承接於廣播時代下之討論，亦即不論數位傳輸之技

術特徵與複雜的傳輸原理，將利用數位科技向公眾傳達著作內容之行為與廣播行

為為同一處理，亦即，將之納歸為公開表演權之範疇，而英國則將之納歸為有線傳

播權（the cabling right）之範疇。 

第二款 公開傳輸權之權利範圍界定應考量之因素 

                                                      
712  Council directive on the coordination of certain rules concerning copyright and rights related to 

copyright applicable to satellite broadcasting and cable retransmission (93/83/EEC) of 27 September 1993.  
713 而非採取技術性分類：按衛星傳輸訊號之能力強弱，區分為固定衛星業務(Fixed Satellite Service, 

FSS)及直播衛星(Direct Broadcast Satellite, DB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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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由上開發展簡史可知，唯有當新技術衝擊到既有著作利用市場之利益分配，始

會產生改革著作權法之呼聲。舉例而言，於 1930 年代以前，即無線電廣播普及之

前，因著作重製品之銷售需仰賴著作之公開表演，在未影響著作利用市場之利益分

配且能夠擴大著作利用市場規模的前提下，美國遲未將公開表演納入著作權法之

規範範圍內，後因無線電廣播技術之興起，消費者得以透過無線廣播免費體驗著作

內容，進而衝擊到著作重製品的銷售額，美國遂於 1897 年立法承認公開表演為獨

立的著作排他權，相較於美國重製權之立法，已遲了 114 年（英國之重製權於 1710

年制定，其公開表演權則遲至 1911 年始被承認）。因此，唯有新技術突破了著作權

人控制著作內容流通的技術限制（如：無線電廣播突破了於表演現場始能感知表演

之限制、衛星廣播擴大了著作傳達之地域範圍、網路突破了公眾需同時接收著作之

時間限制），控制著作內容流通之鐘擺擺向使用者時，著作權人面臨著作內容流通

市場的利益分配失控般地重新洗牌，將產生兩個面向的改革呼聲：一為擴大既有權

利之權利範圍，二為創設新的著作財產權，以重新建立起著作權人控制著作內容流

通的技術限制，讓市場利益的分配重新回歸到既有的秩序，此時，控制著作內容流

通之鐘擺將重新擺向權利人，並回歸到最初的平衡。而鐘擺擺蕩的幅度，及何一定

點為鐘擺停止擺盪的平衡點，則需視各國的著作權法政策、該著作利用型態的市場

力量分布、國際規範之立場而定。由此可知，著作利用市場中的利益分配為著作權

法改革的主要驅動力。而著作利用市場中的利益分配何時開始變動，則需視新技術

之興起是否會對既有著作利用市場產生市場替代效果。以美國為例，美國 1976 年

著作權法中公開表演權之規定，與 1909 年著作權法之規定相較，「揚棄了營利目

的之要件」此一立法變化，究其原由，如納入營利要件，則意味著所有非營利之公

開表演將屬於權利例外，然而就與公開表演有關之產業（如：無線電廣播、衛星廣

播）已凌駕於著作重製物市場的當時，公開表演已非促進著作重製物銷售之助力，

而屬於著作重製物之替代品，如將不具營利目的之所有公開表演行為排除公開表

演權之保護範圍，不啻將已造成著作重製物的市場替代效果的行為排除於著作權

法之管制，而有悖著作權法之立法初衷。 

 此外，為能夠讓既有規範能夠彈性適用於未來新科技之發展，各國皆著重於該

新技術之運用對於著作內容散布產生何種「最終行為效果」，並以之判定系爭行為

是否符合向公眾傳達之「功能性概念」，而向公眾傳達之「功能性概念」則隨著科

技發展而逐漸擴張其範圍。而目前向公眾傳達之概念可歸納為：以非實體之形式且

「多向（geologically dispersed）、非同時（chronologically dispersed）、潛在接收者

為非預期公眾（single rendition/multiple prohibited acts principle）」之傳輸型態向公

眾散布著作內容。雖各國基於 WCT 所賦予之規範形式自由，得以不同之權利名稱

來規範此一向公眾傳達之行為（如：美國及法國採公開表演權規範之；英國採有線

傳輸權規範之），但各國基於公約義務所欲保護之向公眾傳達行為之方向不變，且

為避免未來新技術之發展將造成法律漏洞之弊端，應以最終行為效果為規範基礎

之標準，此亦突顯出各國對向公眾傳達行為採用科技中立性立法之立場。 

 綜觀上開分析及新技術出現對於向公眾傳達行為之各國規範所產生的影響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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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各國是否創設新的著作財產權，或是擴張解釋既有著作財產權之權利範圍，係

考量新技術運用對於著作內容散布所生的「最終行為效果」，對著作利用市場中的

利益分配的影響而定。又著作權法制之發展實為各國立法者之政策選擇問題，並無

一定的標準答案，只要能夠確保目前的內國法制能夠兼顧著作權人及使用者利益

間取得平衡，並於國際公約之規範框架下，以科技中立性之立法及侵權判準來管制

向公眾傳達行為即可。因此，「個案中行為所涉及的技術運用所生的『最終行為效

果』對於著作內容散布，是否影響著作利用市場中的利益分配」，即為重塑我國公

開傳輸權之權利範圍時得以考量的要素。 

 另須值得注意的是，目前新技術之發展朝向以「使用者（資訊接收者）」為中

心，包括感知著作內容之地點及時間之隨選，市場利益分配之主導者亦開始朝向

「去中心化」發展，此一趨勢亦突顯散布著作內容之技術性門檻降低，但也因此讓

著作權人散布著作內容之技術地位同於其他非權利人之使用者，未經授權之散布

行為將更為容易實施，基此，向公眾傳達行為之規範密度似應提高。然而，網路既

肩負著資訊散布及促進文化發展之公共功能，且著作權人對於市場利益分配之主

導地位亦已提升，已無須透過分享利益給重製技術業者及經銷者來提供其誘因來

協助著作權人散布著作內容並將之轉化為經濟利益，向公眾傳達行為之規範密度

遂應相應地降低。因此，自市場角度觀察，公開傳輸權之權利範圍於應然面上未必

須擴張，反而應著重思考如何兼顧資訊散布及文化發展之公益、讓著作權人重新拿

到主導著作內容散布之控制權、讓著作利用市場之利益分配不失衡等要素。 

第二項 重塑我國公開傳輸權之權利範圍 

第一款 修法草案僅修正立法文字謬誤，仍未解決權利範圍未明的問題 

 我國著作權法第 3 條第 1 項第 10 款之公開傳輸行為之定義，以「技術」作為

權利判斷之標準，將公開傳輸權限於「以網路或其他之通訊方法」，如其他之通訊

方法係指網路以外之通訊方法，與歐盟著作權法相較，我國公開傳輸權的權利範圍

則相當於歐盟資訊社會指令第 3 條第 1 項後段之向公眾提供權。但如將其他之通

訊方法解讀為與網路相類之通訊技術，則我國公開傳輸權的權利範圍則相當於以

網路為媒介的向公眾提供權。就國際公約之角度觀察，WCT 第 8 條「向公眾傳達

權（Right of Communication to the Public）」之權利範圍，於我國著作權法之脈絡下，

相當於我國之公開上映、公開展示、公開演出、公開播送權及公開傳輸權714。 

 惟，以技術作為權利之判斷標準，一方面無法因應未來未知之科技發展，另一

方面亦造成實務判斷上困難。例如，傳統的有線電視節目播放，應屬於公開播送，

但是利用網路傳輸數位電視訊號之 IPTV 及網路廣播（webcasting）因同時涉及公

開播送性質之「單向、及時、同步性」及公開傳輸性質之「網路傳輸」，其於著作

                                                      
714 謝銘洋、張懿云，同前註 12，頁 110-11。 



‧
國

立
政 治

大

學
‧

N
a

t io
na l  Chengch i  U

niv

ers
i t

y

DOI:10.6814/NCCU202001391

197 

權法上究係應評價為公開播送或公開傳輸行為，即有疑義715。 

 為解決我國立法以「網路及其他通訊方法」為區別公開播送及公開傳輸之判斷

標準所產生的適用上困難，行政院及立委黨團遂分別於去年十月及今年五月提出

著作權法部分條文修正草案（以下簡稱修草）716，針對公開傳輸權之權利範圍重新

定義，並增訂再公開傳達權。 

 就公開傳輸權之部分，修草改以「傳達特性」為區別標準：將單向、即時性之

播放行為納歸公開播送717；將雙向、互動式隨選之播放行為納歸公開傳輸，又，因

我國並非採 WCT 第 8 條將所有無形傳達權合併規範於單一上位概念：「向公眾傳

達權」之概括式立法，概念上僅為 WCT 第 8 條後段之「向公眾提供權」，爰將著

作權法（下略）第 3 條第 1 項第 10 款中「包括」一詞刪除。然而，修草卻一併將

向公眾「提供」一詞刪除，留下向公眾「傳達」一詞，反而造成欲將我國公開傳輸

權明確定位為 WCT 第 8 條後段之「向公眾提供權」之美意大打折扣。此外，於「科

技中立」之立法模式下，刪除第 3 條第 1 項第 10 款中限定以電波、電纜為傳輸媒

介之「電」字及「網路」一詞718。 

 另，就再公開傳達權之部分，將公開播送、公開傳輸之著作內容，同時再以螢

幕、擴音器或其他機械設備向公眾傳達之行為，以新創設之再公開傳輸權予以規範。

爰提供修草之法條對照表（參表六），如下： 

 

修正條文（草案） 現行條文 

第三條 本法用詞，定義如下： 

九、公開傳輸：指以有線、無線或其他

通訊方法，向公眾傳達著作內容，使公

眾得於其各自選定之時間及地點接收

著作內容。 

十、再公開傳達：指將公開播送或公開

傳輸之著作內容，同時以螢幕、擴音器

或其他機械設備再向公眾傳達。 

第三條 本法用詞，定義如下： 

十、公開傳輸：指以有線電、無線電之

網路或其他通訊方法，藉聲音或影像

向公眾提供或傳達著作內容，包括使

公眾得於其各自選定之時間或地點，

以上述方法接收著作內容。 

表 六：我國公開傳輸權定義之修法草案與現行法規定之比較；來源：摘錄自立法院第 9 屆第 7 會

                                                      
715 規範文字之適用結果與機關之實務見解相歧異。以「受管控網路之同步傳輸」(如：中華電信 MOD

服務)為例，在法規適用上，因其技術面屬於網路，似應歸類為公開傳輸行為，但其傳達特性為「單

向、及時性」，於事先安排好的播放次序及時間點向公眾傳達著作內容，有別於公開傳輸行為的雙

向、互動性之傳達特性，故智財局於令函中將此一行為定性為公開播送。參智財局 98 年 12 月 14

日智著字第 09800110140 號令函。 
716 參立法院第 9 屆第 4 會期第 8 次會議議案關係文書及立法院第 9 屆第 7 會期第 15 次會議議案

關係文書，行政院會版與黨團提案版中關於公開播送、公開傳輸權之修正定義及再公開傳達之增訂，

條文內容及修法理由皆為相同。故，本文將上開兩份草案一併簡稱為「修草」，以開啟討論。 
717 著作權法修草第 3 條第 1 項第 6 款：「公開播送：指基於公眾同時直接收聽或收視為目的，以有

線、無線之廣播或其他類似之方法，向公眾傳達著作內容。由原播送人以外之人，以上述方法將原

播送之著作內容同時向公眾傳達者，亦屬之。」 
718 著作權法修草第 3 條第 1 項第 9 款：「公開傳輸：指以有線、無線或其他通訊方法，向公眾傳達

著作內容，使公眾得於其各自選定之時間及地點接收著作內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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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第 15 次會議議案關係文書院總第 553 號委員提案第 23397 號 

 

 修草以公開傳輸之「傳達特性」為權利之區辨標準，並採用科技中立之立法模

式，將未來新發展之傳輸科技納入公開傳輸之規範範疇的修法方向，殊值可採，修

草將「包括」一詞刪除，以彰顯我國獨有之立法例，我國非採 WCT 第 8 條將所有

無形傳達權合併規範於單一上位概念：「向公眾傳達權」之概括式立法，僅針對 WCT

第 8 條後段之「向公眾提供權」另為立法。但修草卻錯誤地將向公眾「提供」一詞

一併刪除，徒留下向公眾「傳達」一詞，因此，本文建議的修草內容為：「指以有

線、無線或其他通訊方法，向公眾提供著作內容，使公眾得於其各自選定之時間及

地點接收著作內容。」但是，既然著作權法第 3 條第 1 項第 10 款之定義尚未修法

更正，仍應尊重現行法之文字，以現行法之文字作為解釋之基礎，但仍應謹記我國

公開傳輸權係相當於歐盟社會資訊指令第 3 條第 1 項中的「向公眾提供權」。 

 綜上，公開傳輸權之修草內容基本上僅係將原有的立法文字謬誤與以修正，並

未針對公開傳輸行為之範圍與以進一步地釐清，本文即嘗試在現行公開傳輸權之

立法文字範圍內，嘗試將上一節本文認為公開傳輸權之權利範圍界定應考量之因

素納入解釋，提供司法實務未來解釋公開傳輸行為時得以參考的方向。 

第二款 重塑公開傳輸權之權利範圍 

 誠如本文先前之分析，我國著作權法第 3 條第 1 項第 3 款相當於歐盟資訊社

會指令的向公眾傳達權，其構成要件可區分為：「以有線電、無線電、網路或其他

通訊方法」、「向公眾」、「提供或傳達著作內容」。在方法要件上，幾乎所有的技術

皆可該當，故非爭議點；在公眾要件上，囿於著作權法第 3 條第 1 項第 4 款之定

義，亦無引入新公眾、推定主觀知悉等空間，在文義範圍內，公眾要件至多僅能解

釋為「人數不確定之潛著作接收者，且潛在數量達到相當之規模」，又因我國著作

權法尚有公開表演、公開展示及公開口述權之規定，公開傳輸權的公眾要件須為目

的性限縮解釋，排除不具備「距離」要素之非實體傳輸（如：公開表演、公開口述、

公開展示）下的公眾（即接收著作之公眾處於傳達行為發生地的當場）；在傳達行

為要件上，在我國立法說明所揭示的定義：「技術本身客觀上需將不特定之多數人

置於可得接觸之狀態，而得以使之於各自選定之時間或地點接收著作內容，不以利

用人確有實際傳輸或接收之舉為必要」之外，尚需達到「如無系爭傳達行為，不特

定之多數人將無法或難以接觸」的干預效果，即，如欠缺該行為之干預，大眾可能

無法享受著作內容，或者即便得以享受著作內容，但須花費龐大成本而有實行上的

困難。 

 本文之所以會在傳達行為要件中新增「如無系爭傳達行為，不特定之多數人將

無法或難以接觸」的干預效果之要件，係為讓公開傳輸權之權利範圍（即：公開傳

輸行為之認定，在民事侵權審查架構中屬於不法行為之判斷階層）能夠反映出「個

案中行為所涉及的技術運用所生的『最終行為結果』對於著作內容散布，產生著作

利用市場中的利益分配變動的結果」之精神，讓公開傳輸權之權利範圍明確限縮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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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有影響著作利用市場利益分配之可能性的行為，始認其對於著作財產權人而言

具有著作權法上的重要性，應納入著作權法規制的範圍內，此一觀點亦與本文於歐

洲、美國管制向公眾傳達行為之發展簡史所得出的經驗相呼應。在網路環境中，幾

乎所有網路行為皆會滿足將不特定之多數人置於可得接觸之狀態的要求，但並非

所有網路行為皆須納入公開傳輸行為，應適度將傳達行為限縮在對公眾接觸的能

力有重要性地提升，或讓公眾接觸所需的勞費有重要性地降低，始屬於在著作權法

上具有重要性的利用行為，以避免著作權法的範圍過度擴張，影響到使用者在網路

空間中的行動自由。                                                                        

第三項 我國公開傳輸權爭議案件之適用：「超連結」 

第一款 晚近實務見解之發展 

 在「於網頁中張貼著作所在位址之超連結」個案，早期實務認為不構成公開傳

輸行為；晚近實務認為構成公開傳輸行為者。前者係以超連結之技術面著眼，因超

連結在功能上僅是提供著作所在位址，既未將著作內容重製於網頁，行為流程亦未

涉及「著作內容之傳輸」，而認定超連結功能的行為並不構成公開傳輸行為；後者

係基於著作權法第 3 條第 1 項第 10 款所謂之「向公眾提供」之要件的立法說明，

認為張貼超連結之行為已使得相關著作處於不特定人得傳輸與接收之狀態，故屬

於公開傳輸行為。 

 就「於網頁中張貼著作所在位址之超連結，是否構成公開傳輸行為？」此一命

題，早期及晚近實務之所以會得到答案相左之結論，係因為法院對於擅自公開傳輸

罪此一「定式」犯罪之構成手段認定不一樣。早期法院認為應以該手段在功能上是

否提供著作內容為判斷標準，其似認為，當系爭手段之實施過程中有著作內容之實

際傳遞始屬公開傳輸行為；晚近實務認為應以該手段是否已創造公眾得以接觸著

作內容之環境為判斷基準，其似認為，只要利用人提高了公眾得以接觸著作內容之

「機會或風險」，系爭行為即屬於公開傳輸行為。 

 今年五月甫出爐的智財法院 108年度刑智上易字第 51號刑事判決指出：「『公

開傳輸』之定義，應基於『技術中立原則』，由其技術本身客觀上之運作方式來認

定。所謂的『超連結』，是使用者藉由點選連結路徑開啟、新增外部網站，將使用

者帶至該經連結之網頁為瀏覽，故超連結之技術手段只是『提供』外部原始已經存

在足以供不特定大眾瀏覽、播放各該著作之『路徑』，事實上向公眾提供或傳達著

作內容者為將影片上傳之外部影音平台之人，而不是提供超連結之人，因此，單純

提供超連結，不應該認為是我國著作權法第 3 條第 1 項第 10款『公開傳輸』行

為。」智財法院復將我國著作權法第 3條第 1項第 10款「公開傳輸」之定義與歐

盟資訊社會指令第 3 條第 1 項向公眾傳達權之立法文字相比較，認為我國「公開

傳輸」（Public transmission ）是否可完全等同於歐盟 2001 年著作權指令第 3 

條第 1項之「向公眾傳達」，顯有疑義，並明確表示歐盟法院用來判斷是否構成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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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眾傳達權侵害之要件，包括營利意圖、所彙整之超連結數量多寡、超連結後之影

音檔是否集盜版之大成等，都只涉及行為人主觀要件問題，與其所為之客觀行為是

否構成「公開傳輸」無涉。因此，「因超連結或視框連結僅是將網友送往特定網頁，

讓該網頁向該公眾『提供或傳達著作內容』，（透過機上盒或 APP）提供超連結至其

他網站供觀看，並非公開傳輸行為。如行為人知悉嵌入之內容或連結的網站內容屬

於未經他人授權之非法檔案，仍透過超連結的方式提供觀看，則另討論其是否為他

人（即上傳非法檔案之人）侵害著作權（公開傳輸權）之共犯或幫助犯」之實務見

解，已成為我國目前就超連結爭議個案的主要判斷標準。此一見解亦經最高法院確

認719，並進一步指出被告是否知悉外部影音播放為盜版網站、惡意侵權，其是否運

用人工整理或檢索，乃至於人工上架及下架等情狀皆屬於主觀要件的判斷，與公開

傳輸行為之認定無涉，要不能混淆。 

 關於「公開」要件，我國實務皆基於著作權法第 3 條第 1 項第 4 款「公眾」之

定義，以超連結張貼的網頁是否為所有網友皆可自由造訪的網站為斷，此一判斷標

準與美國法相當。 

第二款 重塑公開傳輸權之民事直接侵權審查 

 誠如本文先前之分析，公開傳輸權之權利範圍可界定為：以有線電、無線電、

網路或其他通訊方法，將不確定且數量達到相當規模之多數人，置於可得接觸並得

以於各自選定之時間及地點接收著作內容之狀態，如無系爭傳達行為，不特定多數

人將無法或難以接觸著作內容。然而，符合著作權法所規範的公開傳輸行為尚不足

以令行為人負擔直接責任，其提供行為尚需具有「不法性」，又稱違法性，狹義而

言係指違反禁止或命令（規範違反），指著作權法第 88 條第 1 項前段及後段所稱

「不法」。又因公開傳輸權屬於無體財產權之一，為受法律保護之重要價值，有一

定的保護範圍，並具社會公開性，故適採「結果不法說」，由侵害結果認定侵害行

為之不法性，如存在阻卻違法事由，則得將行為之不法性排除720。因此，著作權法

所欲處罰的不法性即以公開傳輸之方法「侵害他人的著作財產權」，進一步的問題

為何謂「侵害」他人的著作財產權。 

 本文認為，唯有「未經著作財產權人同意或授權」之公開傳輸行為，始構成公

開傳輸權之侵害，所謂同意或授權，包括「明示及默示」的同意或授權而言，至於

系爭行為是否逾越著作財產權人「明示及默示」的同意或授權之外，則自著作財產

權人最初將著作內容公開的相關情狀，推斷其當初公開著作所預設的潛在接收公

眾的範圍及接收方式，以之作為比較基準，判斷行為人系爭公開傳輸的行為效果是

否已逾越著作財產權人所同意或授權接觸的公眾範圍及預設的接收方式。  

 此外，侵權行為的成立須以發生損害為必要721，故侵權行為損害賠償請求權，

                                                      
719 最高法院 109 年度台上字第 2616 號刑事判決。 
720 王澤鑑，同前註 19，頁 277-8。 
721 在我國現行法下如無損害，雖不成立侵權行為，但無礙於主張不作為請求權(民法第 767 條)。 



‧
國

立
政 治

大

學
‧

N
a

t io
na l  Chengch i  U

niv

ers
i t

y

DOI:10.6814/NCCU202001391

201 

以受有實際損害為要件，若無損害，則無賠償722，又，權利須「因」加害人的加害

行為而受侵害，亦即，「權利」受侵害是否因其侵害行為而發生（責任成立的因果

關係）723，兩者須具相當因果關係。所謂相當因果關係，無此行為，雖必不生損害

（條件關係），惟有此行為，通常足生此損害（相當性）者而言724。因此，行為人

所為之傳達行為，其所觸及之對象需為行為人為傳達行為時所欲傳遞之對象

（targeted by），排除偶然促成向公眾傳達之情形。如行為人所為傳達行為的傳達效

果延續的過程中，尚有第三人的行為介入，導致行為人所為傳達行為的傳達效果觸

及行為人預見之範圍之外者，因欠缺第三人的介入則不致產生觸及行為人預見之

範圍之外的結果，遂欠缺相當性，而不屬於歸責範圍。 

 最後，著作權法第 88 條第 1 項前段尚要求行為人主觀的故意、過失，即行為

人對於上開客觀事實具有故意或過失者而言，故行為人主觀上至少需對於不法性

有所認識或預見。綜上，公開傳輸權之直接侵權責任之審查，可整理如下表七： 

 

審查

順序
725 

審查要件 判斷標準 

1 加 害

行為 

以有線電、無線電、網

路或其他通訊方法 

無 

傳達行為 1.技術本身客觀上需將不特定之多數人置於

可得接觸之狀態，而得以使之於各自選定之時

間或地點接收著作內容，不以利用人確有實際

傳輸或接收之舉為必要 

2.達到「如無系爭傳達行為，不特定之多數人

將無法或難以接觸」的干預效果 

向公眾 1.人數不確定之潛著作接收者，且潛在數量達

到相當之規模 

2.須為目的性限縮解釋，排除不具備「距離」

要素之非實體傳輸(如：公開表演、公開口述、

公開展示)下的公眾 

2 因 果

關係 

責任成立因果關

係 

相當因果關係：無此行為，雖必不生損害(條件

關係)，惟有此行為，通常足生此損害(相當性) 

3 不 法

性 

未經著作財產權

人同意或授權之

1. 潛在接收公眾的範圍及接收方式是否逾越

著作財產權人「明示及默示」的同意或授權範

                                                      
722 王澤鑑，同前註 19，頁 223。 
723 王澤鑑，同前註 19，頁 233。 
724 王澤鑑，同前註 19，頁 249-50。 
725 審查順序係參考學者王澤鑑就民法第 184 條第 1 項前段要件的審查體系，即「構成要件」(包括

加害行為、因果關係)、「不法性」及「故意、過失」的順序，參王澤鑑，同前註 19，頁 10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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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開傳輸行為 圍 

2.則自著作財產權人最初將著作內容公開的

相關情狀，推斷其當初公開著作所預設的潛在

接收公眾的範圍及接收方式，以之作為比較基

準 

4 主 觀

要件 

故意、過失 行為人對於上開客觀事實具有故意或過失者

而言 

表 七：公開傳輸權直接侵權的建議審查結構暨審查標準；來源：筆者自製 

 

第三款 超連結爭議個案的侵權審查 

 為完整解決超連結個案所帶來的侵權認定浮動不定的問題，本文將超連結個

案類型化成三種情境，分別為【超連結情境一】、【超連結情境二】及【超連結情境

三】，並依據行為人張貼超連結的行為態樣，將情境一至三的事實區分成 A 個案、

B 個案、C 個案、D 個案，共四種： 

1. 直接置放在網頁上 

(1) 行為人以視框連結的方式，讓作品內容直接顯示在網頁中（A 個案） 

(2) 行為人以文字超連結的方式，張貼在網頁中（B 個案） 

(3) 行為人以文字超連結的方式，張貼在網頁中，但該網頁尚彙集了與 X 網

站作品內容相類的其他眾多著作內容的超連結（C 個案） 

2. 彙集至追劇 APP 中，並以內建的播放程式讀取超連結，直接連結至 X 網站中

（D 個案） 

 以下即以本文建議的審查模式（參表七）審查 A 至 D 個案於情境一至三中的

適法性，並將本文審查的結果與歐盟與美國法中相應的個案判決結果為比較，說明

本文審查結果之所以與歐盟與美國法的個案判決結果相異的背後理由與思維為何，

以得出本文所建議的審查模式相較於外國法較具備明確、可預測、可操作及結果妥

適等特點。 

 

【超連結情境一】 

著作財產權人已將作品授權公開於 X 網站中，且 X 網站未設有造訪限制，所有的

網路使用者皆得透過網路連線接觸到 X 網站中的作品。行為人將可直接連至 X 網

站中作品內容的超連結（僅有縮短連結路徑的功能）為 A 至 D 個案所示的若干利

用。 

 

「以有線電、無線電、網路或其他通訊方法」要件：無論是何種類型的超連結，性

質上皆係透過網路，將作品所在位址提供給網路使用者，本身未涉及作品內容的傳

輸，而是指引使用者的網頁瀏覽器至儲存作品的 X 網站伺服器中抓取內容，並透

過網路將 X 網站伺服器中的作品內容直接顯示在網路使用者的瀏覽頁面上。此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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透過超連結技術縮短連結路徑的技術，性質上不論係網路或是其他通訊方法，皆該

當本要件。 

「傳達行為」要件：提供超連結的行為本身係將作品內容置於多數人可得接觸之狀

態，至於該提供行為是否具有干預效果，則需區別討論。就 A、B 個案，因作品所

在的 X 網站未設造訪限制，所有網路使用者皆得以觀覽，即便無行為人提供超連

結，網路使用者亦得利用搜尋引擎以連結至 X 網站，單純超連結的提供行為並未

對公眾接觸作品的可能性產生具有著作權法上重要性的干預效果，遂不該當傳達

行為。就 C、D 個案，雖然作品所在的 X 網站未設造訪限制，即便無行為人提供

超連結，網路使用者亦得利用搜尋引擎以連結至 X 網站，但是 C、D 個案非屬單

純超連結之提供，尚具有聚集相關內容的彙集超連結行為，創造近似於搜尋引擎的

彙集功能，大幅降低使用者接觸內容所需的勞費與難度，屬於對公眾接觸作品的可

能性產生具有著作權法上重要性的干預效果，遂該當傳達行為。 

 因 A、B 個案已不該當傳達行為要件，非屬著作權法規範的公開傳輸行為，未

構成公開傳輸權之侵權，遂不繼續審查其他要件。以下僅針對該當傳達行為的 C、

D 個案續為審查。 

「向公眾」要件：C 個案係將超連結置於未設造訪權限之網頁中，所有網路使用者

皆得以造訪、觀覽，具有接觸可能性的對象屬於人數不確定且數量達到相當規模之

多數人，該當向公眾要件。D 個案係將超連結彙集在內建播放程式的 APP，該 APP

於 Google App Store 上架供所有網路使用者下載使用，具有接觸可能性的對象屬於

人數不確定且數量達到相當規模之多數人，該當向公眾要件。 

「因果關係」要件：從 C、D 個案中載有超連結的網頁及 APP 並未設定造訪、下

載權限的事實可知，行為人欲透過超連結將系爭作品內容傳達給所有網路使用者，

實際得以接觸超連結之對象並未超出行為人所欲傳達對象的範圍，未有偶然促成

向公眾傳達之情形，傳達行為效果延續的過程中亦未有第三人之介入，故行為人提

供超連結的行為與網路使用者透過該超連結以連結到 X 網站觀覽到系爭作品的結

果之間，具有責任成立的因果關係。 

「不法性」要件：從著作權人將作品公開在未設造訪權限的 X 網站的行為，可推

斷其欲預設的潛在接收公眾的範圍為所有網路使用者，又因超連結為網路運作妥

善運作的基石，超連結幾乎成為網路使用者交流資訊的必備工具，因此，著作權人

既將作品公開在網路上，即已預設潛在接收公眾會以直接搜尋 X 網站、或透過超

連結連結到 X 網站的方式接觸著作內容。C、D 個案的超連結提供行為未擴增潛在

接收公眾之範圍，且 C、D 個案中的接收公眾皆係透過「點選超連結」的方式接觸

著作，未逾越著作權人所預設的接收方式，故 C、D 個案皆未該當不法性要件。 

 

本文審查結論：（參表八） 

1. A 個案未構成公開傳輸權之侵害；如726：BestWater 案(C-348/13)、Leaders 案(N.D. 

                                                      
726 此處所列之判決名稱為，與該超連結情境下之該個案的著作利用行為為同一事實的歐盟法及美

國法上之判決名稱，未列判決名稱者即為該類型事實未曾出現在歐盟及美國法下的司法實務，遂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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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ex. 2017)727 

2. B 個案未構成公開傳輸權之侵害 

3. C 個案未構成公開傳輸權之侵害；如：Svensson 案(C-466/12) 

4. D 個案未構成公開傳輸權之侵害；如：北地 107 智易 42、108 刑智上易 26 

 

 著作內容來

源之適法性 

超連結之功能 侵權認定 

合法 非法 連結功能 突破保護界線功能 

A 個案 ●  ●  非侵權(非公開傳輸行為) 

B 個案 ●  ●  非侵權(非公開傳輸行為) 

C 個案 ●  ●  非侵權(不法性未該當) 

D 個案 ●  ●  非侵權(不法性未該當) 

表 八：A-D 個案於【超連結情境一】的侵權認定；來源：筆者自製 

 

【超連結情境二】 

著作財產權人已將作品授權公開於 X 網站中，但 X 網站設有造訪限制（如：會員

制、VPN 限制、觀覽條件設定），僅有符合該造訪限制的網路使用者始得透過網路

連線接觸到 X 網站中的作品。行為人將可直接連至 X 網站中作品內容的超連結為

A 至 D 個案所示的若干利用，且該超連結具有突破 X 網站所設的保護界線之功能，

故網路使用者無須符合 X 網站原本設定的造訪條件，即可透過行為人所置放的超

連結直接連至 X 網站中，進而觀覽到其原無法觸及的著作內容。 

 

 雖歐盟、美國及我國未有實際案例，惟隨著未來科技進步，未來仍可能發展出

得以突破 X 網站所設的保護界線之超連結，如：規避會員制、VPN 限制、觀覽條

件設定，甚至是突破 X 網站所形成的物理性屏障。所謂 X 網站所形成的物理性屏

障，歐盟法院 Renckhoff 案的案件事實可提供若干啟發，如行為人將未設有造訪限

制的旅遊入口網站上的一張照片下載，使用於其學校報告中，該報告嗣後上傳於學

校網站上，並將該位於學校網站上且含有該照片的報告的超連結張貼在網頁中，供

所有網路使用者觀覽，此一情況讓原本應使用旅遊相關的關鍵字始可接觸到照片

的公眾，擴及於使用與學生報告相關連的關鍵字的網路使用者亦得接觸到該照片，

突破了關鍵字與 X 網站內容間的關聯度所建立的物理性屏障。就規避會員制、VPN

限制、觀覽條件設定之情形，因超連結所指向的目的網站上的作品仍係著作權人所

授權公開，與【超連結情境一】皆屬於著作來源合法之情形；就突破 X 網站所形

成的物理性屏障，雖超連結所指向的學校網站上的學生報告中的照片，屬於未經著

作權人同意為利用及上傳，但因很可能構成轉化性使用，遂符合著作權法第 65 條

之合理使用，被認定為不構成公開傳輸權之侵害，而屬於合法利用的合法著作來源，

                                                      
相同事實的歐盟及美國判決可供比較。 
727 判決名稱以字元框線標註之，代表本文之審查結論與此判決之判決結論不相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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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超連結情境一】皆屬於著作來源合法之情形。 

 提供超連結所產生的能夠突破 X 網站所設的保護界線的行為效果，即影響傳

達行為及不法性的認定。詳言之，在「傳達行為」要件，提供超連結的行為本身即

係將作品內容置於多數人可得接觸之狀態，但因【超連結情境二】中的超連結功能

尚具有突破 X 網站所設的保護界線，讓原本未符合 X 網站所設定的造訪條件的網

路使用者，因超連結的功能而大幅降低使用者接觸內容所需的勞費與難度，更是讓

網路使用者得以造訪、接觸原不可得的著作內容。故得以突破 X 網站所設保護界

線的超連結對公眾接觸作品的可能性產生具有著作權法上重要性的干預效果，【超

連結情境一】中 A、B 個案中的超連結提供行為放置在【超連結情境二】中，得以

該當傳達行為。在「不法性」要件，因著作權人將作品公開在設有造訪權限的 X 網

站，可推斷其所預設的潛在接收公眾範圍為符合造訪權限之網路使用者，任何得以

突破造訪權限而讓未符合條件之網路使用者得以接觸或造訪原不可得之著作內容，

即便接收公眾皆係透過「點選超連結」的方式接觸著作，未逾越著作權人所預設的

接收方式，但已逾越著作財產權人默示同意或授權之潛在接收公眾範圍，【超連結

情境一】中 A、B 個案中的超連結提供行為放置在【超連結情境二】中，得以該當

不法性要件。鑒於能夠突破 X 網站所設保護界線的超連結提供行為會改變「傳達

行為」及「不法性」要件之認定，本文重新審視 A、B、C、D 個案於【超連結情

境二】的適法性。 

 

「以有線電、無線電、網路或其他通訊方法」要件：【超連結情境一】與【超連結

情境二】的事實差異並不影響此要件，A、B、C、D 個案皆該當。 

「傳達行為」要件：理由同上，A、B、C、D 個案皆該當。 

「向公眾」要件：【超連結情境一】與【超連結情境二】的事實差異並不影響此要

件，A、B、C、D 個案皆該當。 

「因果關係」要件：【超連結情境一】與【超連結情境二】的事實差異並不影響此

要件，A、B、C、D 個案皆該當。 

「不法性」要件：理由同上，A、B、C、D 個案皆該當。 

「故意、過失」：A、B 個案為顯為人工張貼超連結，其行為的過程中即應對於上開

客觀事實有所認識，故該當故意、過失要件。如 C、D 個案係透過人工篩選、彙整

超連結，其行為的過程中即應對於上開客觀事實有所認識，故該當故意、過失要件。

如 C、D 個案係透過人工撰寫的電腦程式，利用電腦程式自動抓取網頁的超連結，

並將之複製並儲存於資料庫中，當網頁造訪者或 APP 使用者輸入關鍵字搜尋，程

式自動搜索出與關鍵字相符的網頁內容之超連結，再依使用者指令點選超連結以

連結至作品所在的第三方伺服器中，因 C、D 個案中的工程師未針對程式所抓取的

網頁內容為檢視、篩選或編輯，其可能對不法性無所認識及預見，則考量 C、D 個

案是否以彙集超連結的功能作為獲利的主要來源，如為肯定，依一般網路相關事業

人皆會盡基本的查證義務，推定行為人具備故意、過失，但行為人（被告）得舉反

證證明其對於不法性無認識及預見，推翻主觀要件之該當；如為否定，則原告仍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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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此要件為舉證，在 C、D 個案中的工程師未針對程式所抓取的網頁內容為檢視、

篩選或編輯，對不法性無所認識及預見的情況下，即應認其不該當故意、過失要件。 

 

本文審查結論：（參表九） 

1. A、B 個案構成公開傳輸權之侵害 

2. C、D 個案（人工彙整）構成公開傳輸權之侵害 

3. C、D 個案（自動彙整+獲利目的）構成公開傳輸權之侵害 

4. C、D 個案（自動彙整+不具獲利目的+被告未能舉證推翻推定）未構成公開傳輸

權之侵害 

 

 著作內容來

源之適法性 

超連結之功能 侵權認定 

合法 非法 連結功能 突破保護界線功能 

A 個案 ●   ● 侵權 

B 個案 ●   ● 

C 個案 ●   ● 1.人工彙整：侵權 

2.自動彙整+獲利目的：侵權(除非被告

能夠舉反證推翻主觀認識之推定) 

3.自動彙整+非獲利目的：如原告能夠

舉證被告對於不法性之認識，則成立侵權 

D 個案 ●   ● 

表 九：A-D 個案於【超連結情境二】的侵權認定；來源：筆者自製 

 

【超連結情境三】著作財產權人未將作品授權公開於 X 網站中，或即便有公開於

X 網站上，該網站上亦設有造訪權限，非所有網站使用者皆得接觸觀覽，但網路使

用者將該作品於未經著作財產權人同意，違法上傳至 Y 網站上，且 Y 網站未設有

造訪限制，所有的網路使用者皆得透過網路連線接觸到 Y 網站中的作品。行為人

將可直接連至 Y 網站中作品內容的超連結（僅有縮短連結路徑的功能）為 A 至 D

個案所示的若干利用。 

 

行為人置放的超連結所指向的目的網站上的著作內容係未獲著作財產權人同意及

授權者，即屬於著作來源非法的情形，其牽涉到「傳達行為」、「不法性」之認定。

詳言之，在「傳達行為」要件，當著作來源非法時，應以網路使用者的角度觀察，

判斷系爭超連結的提供是否能夠對公眾接觸的能力有重要性地提升，或讓公眾接

觸所需的勞費有重要性地降低，而屬於在著作權法上具有重要性的利用行為。如 Y

網站上之盜版內容雖屬所有網路使用者皆可造訪的公開資源，但多數公眾實際上

並不知悉 Y 網站之存在，如行為人未透過超連結之提供，或以彙集超連結的方式

提供 Y 網站的位址，則多數公眾將不會接觸到 Y 網站上的著作內容，此時，即應

認該超連結提供行為該當傳達行為；如 Y 網站上之盜版內容雖屬所有網路使用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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皆可造訪的公開資源，且多數公眾實際上皆知悉 Y 網站之存在，即便無行為人提

供超連結或是透過彙集超連結的方式提供 Y 網站的位址，多數公眾仍會接觸到 Y

網站上的著作內容，此時，應認該超連結行為對於公眾接觸的能力未有重要性的提

升，亦未讓公眾接觸所需的勞費有重要性地降低，不該當傳達行為。在「不法性」

要件，因係以著作權人當初公開著作所預設的潛在接收公眾的範圍及接收方式，作

為比較基準，遂應以著作財產權人的角度觀察行為人所提供的超連結是否逾越其

默示同意或授權之潛在接收公眾的範圍及接收方式。因系爭超連結所指向的 Y 網

站上的著作內容係未經著作財產權同意及授權，系爭超連結之提供當屬逾越著作

財產權人默示同意或授權之範圍，遂該當不法性要件。鑒於著作來源非法會改變

「傳達行為」、「不法性」要件之認定，本文重新審視 A、B、C、D 個案於【超連

結情境三】的適法性。 

 

「以有線電、無線電、網路或其他通訊方法」要件：著作來源適法與否的事實差異

並不影響此要件，A、B、C、D 個案皆該當。 

「傳達行為」要件：理由同上，遂依 Y 網站上著作內容的瀏覽量是否因超連結的

提供而有顯著的成長，來判斷 A、B 個案的超連結提供行為是否該當傳達行為要

件。C、D 個案則因尚有聚集相關內容的彙集超連結行為，創造近似於搜尋引擎的

彙集功能，大幅降低使用者接觸內容所需的勞費與難度，屬於對公眾接觸作品的可

能性產生具有著作權法上重要性的干預效果，遂該當傳達行為。 

「向公眾」要件：著作來源適法與否的事實差異並不影響此要件，A、B、C、D 個

案皆該當。  

「因果關係」要件：著作來源適法與否的事實差異並不影響此要件，A、B、C、D

個案皆該當。   

「不法性」要件：理由同上，A、B、C、D 個案皆該當。 

「故意、過失」：理由同【超連結情境二】就此要件的分析。 

 

本文審查結論：（參表十） 

1. A 個案（Y 網站公眾多知悉）未構成公開傳輸權之侵害；如：Free Speech 案(390 

F. Supp. 3d 1162) 

2. B 個案（Y 網站公眾多知悉）未構成公開傳輸權之侵害；如：GS Media 案(C-

160/15) 

3. A 個案（Y 網站公眾多不知悉）構成公開傳輸權之侵害；如：Goldman 案(302 F. 

Supp. 3d 585) 

4. B 個案（Y 網站公眾多不知悉）構成公開傳輸權之侵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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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C 個案（人工彙整）構成公開傳輸權之侵害；如：楓林網728、千尋盒子729 

6. D 個案（人工彙整）構成公開傳輸權之侵害；如：台北 107 智易 75、108 刑智上易

51 

7. C、D 個案（自動彙整+獲利目的）構成公開傳輸權之侵害；如：Filmspieler 案(C-

527/15) 

8. C、D 個案（自動彙整+不具獲利目的）未構成公開傳輸權之侵害 

 

 著作內容來

源之適法性 

超連結之功能 侵權認定 

合法 非法 連結功能 突破保護界線功能 

A 個案  ● ●  1.知名侵權網站：未侵權 

2.不知名侵權網站：侵權 B 個案  ● ●  

C 個案  ● ●  1.人工彙整：侵權 

2.自動彙整+獲利目的：侵

權(除非被告能夠舉反證推

翻主觀認識之推定) 

3.自動彙整+非獲利目的：

如原告能夠舉證被告對於不

法性之認識，則成立侵權 

D 個案  ● ●  

表 十：：A-D 個案於【超連結情境三】的侵權認定；來源：筆者自製 

 

第四款 本文建議的審查結構背後所持的理由 

 本文審查結論除能夠明確針對超連結技術所涉及的所有可能個案類型得出明

確、可預測之判斷結論之外，部分相同個案事實，本文之審查結論與歐盟法院、美

國及我國實務的判斷結果不盡相同，以下即針對結論相歧異的這些部分個案730，逐

一闡釋相較於歐盟、美國及我國實務的判斷，本文主張的審查架構所得出的結論為

何較為妥適的原因。 

 首先，就【超連結情境一】中的 Leaders 案，美國實務將張貼超連結的行為直

接評價為公開表演、展示行為，但超連結為網路妥善運作的基石，超連結幾乎成為

                                                      
728  林 郁 平 ， 侵 權 金 額 近 10 億 ， 楓 林 網 被 抄 ， 中 國 時 報 ， 2020 年 4 月 9 日 ，

https://www.chinatimes.com/newspapers/20200409000493-260106?chdtv (最後瀏覽日：2020 年 6 月 25

日)；內政部警政署刑事警察局，破獲國內最大影視盜版網站，凍結不法資金超過新臺幣六千餘萬，

2020 年 4 月 8 日 ，

https://www.cib.gov.tw/News/Detail/42669?fbclid=IwAR30VEBT6PApqlzwTNNEsxCJzhbl7vmMqyobx

vOVDSxiGScJ7eFOrsG9k-M (最後瀏覽日：2020 年 6 月 25 日)。 
729  賴佩璇，追劇神器「千尋盒子」，9 名業者侵權遭起訴，聯合新聞網，2019 年 9 月 9 日，

https://udn.com/news/story/7321/4037365 (最後瀏覽日：2020 年 6 月 25 日)。 
730 即判決名稱有字元框線標註者，亦即：Leader 案(N.D. Tex. 2017)、108 刑智上易 26、Free Speech

案(390 F. Supp. 3d 1162)、GS Media 案(C-160/15)、台北 107 智易 75。 

https://www.chinatimes.com/newspapers/20200409000493-260106?chdtv
https://www.cib.gov.tw/News/Detail/42669?fbclid=IwAR30VEBT6PApqlzwTNNEsxCJzhbl7vmMqyobxvOVDSxiGScJ7eFOrsG9k-M
https://www.cib.gov.tw/News/Detail/42669?fbclid=IwAR30VEBT6PApqlzwTNNEsxCJzhbl7vmMqyobxvOVDSxiGScJ7eFOrsG9k-M
https://udn.com/news/story/7321/403736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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網路使用者交流資訊的必備工具，如一律令其負擔著作權之侵權責任，實屬過苛，

亦可能阻礙網路使用者之資訊傳播自由，鑒於開放性網路空間中的多數活動皆涉

及將不特定之多數人置於得以接觸著作內容之狀態，本文遂主張將傳達行為之定

義為目的性限縮，除將不特定之多數人置於得以接觸著作內容之狀態之外，尚要求

能夠產生大幅降低使用者接觸內容所需的勞費與難度，屬於對公眾接觸作品的可

能性產生具有著作權法上重要性的干預效果。如一超連結僅係創造大眾得以接觸

該作品之環境，但因超連結的置放網頁設有造訪限制，或是該超連結為多數公眾不

知而不可得，其實際上並未增進公眾得以接觸作品的可能性，該超連結即不具有經

濟重要性，對於著作權人就該作品所應享有的市場利益並不生影響，即無必要將不

具干預效果的超連結納入著作權法的評價客體範圍之內。如針對著作權法的評價

客體範圍採取過度寬鬆的認定標準，而將不具經濟重要性的行為透過合理使用等

規範再予以排除，反而使得此等不具經濟重要性的著作利用行為陷入高度不確定

的法律風險中，有礙網路空間中使用者的活動自由、資訊流通自由及言論自由。 

 就【超連結情境一】中的 108 刑智上易 26 號判決，智財法院雖然認為採用網

站間相互連結（超連結）之技術，並不涉及著作之重製及公開傳輸，但卻以本案係

「集盜版網站大成」、「人工篩選製作上架內容」、「排除障礙下架後重行整理上架」

及「專業之侵權惡意」為由，認定提供嵌入式超連結之行為人明知該被連結之網站

有侵害著作權之情事，而仍透過超連結的方式提供給公眾，具有侵權故意，遂認定

工程師與 APP 之經營者成立公開傳輸權侵害之共犯，但本文卻為未構成公開傳輸

權侵害之認定。我國實務基於刑法謙抑性，為避免過度擴張公開傳輸權侵害之刑事

責任範圍，我國實務透過主觀要件解釋之謙抑，限縮公開傳輸權之刑事責任，惟本

文認為，公開傳輸權之權利範圍並不能依靠主觀要件予以決定，否則即扭曲作為民

事財產權的權利範圍，本文遂主張即便是特殊個案，仍應遵守公開傳輸權客觀要件

之認定。即便是本案所涉之 APP 屬於集盜版網站之大成，且以此為宣傳招攬下載

流量，並以此流量作為主要的收益來源，但系爭超連結所連結到的世間情影片，為

三立電視公司授權公開上傳於 YouTube 上，且 YouTube 上的該影片並未設有任何

保護措施，所有網路使用者皆得以觀覽，雖系爭 APP 提升大眾得以接觸世間情影

片之便捷性，但就潛在接收公眾之範圍、可能接收之方式並未有所擴增，遂不該當

不法性要件，應認不構成公開傳輸權之侵害。雖然未侵權之結論恐不符合一般大眾

之法感情，但斷不能因個案之特殊性而扭曲公開傳輸權客觀要件之解釋，而影響到

一般網路使用者的超連結利用。合法之結論亦可促請著作權人透過於 YouTube 上

之影片加註禁止為營利之用，或是其他保護措施以防範 APP 業者為不當之利用，

以明確化網路利用著作之規則，避免網路使用者日常之超連結行為遭致不可測的

法律風險。再者，從著作財產權人之角度而言，APP 業者的行為雖惡性重大，但影

片之內容仍由三立電視公司所控制，網路使用者透過 APP 觀看世間情影片，影片

中原本所置放的廣告並未受影響，三立電視公司依據觀看流量所賺取的廣告收益

未有所減損，著作財產權人就世間情此一著作所應享有的市場利益未受影響，未侵

權之結論未有所不妥。即便 APP 業者透過插入彈跳式廣告而額外賺取廣告收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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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一僅能視為其提供用戶優化搜尋服務所應享有的對價，斷不能以行為人之營利

活動而論斷公開傳輸權之侵害，否則多數免付費的網路服務，將因接受 Google Ads

自動推送廣告以賺取收益，而被認定為侵害著作財產權，造成多數涉及著作利用的

網路活動恐動輒得咎的後果，此顯非著作權法所欲達致之意旨。 

 相反地，在【超連結情境三】中的台北地院 107 智易 75，則因所涉之目的網

站為非法載有韓劇影片之盜版網站，透過彙集相關影片及優化搜尋結果及介面的

服務顯已增進公眾接觸該盜版影片之可能性，用戶因該超連結所點擊觀看的影片

亦非受著作財產權人所控制，已影響著作財產權人就該影片所應享有的市場利益，

將【超連結情境三】中的 D 個案評價為侵害公開傳輸權，始能妥適反應著作財產

權人之市場利益被剝奪的狀況。 

 在【超連結情境三】中的 Free Speech 案及 GS Media 案，差別僅在於視框連結

與文字超連結之技術差異，本文之所以審查結論與歐盟及美國實務有所差異，係因

歐盟及美國實務皆將單純提供超連結的行為納入著作權法規制的主體範圍，且歐

盟法院就超連結類型與非超連結類型的個案，採取不同程度要求的傳達行為，但健

全的侵權擇認認定體系，斷不能隨著技術差異而有所調整，否則恐招致違反科技中

立性之譏，故，本文堅守干預效果之要件，不論在超連結或非超連結之個案中，公

開傳輸行為之判斷標準皆一致。至於干預效果之認定，除非網路使用者所連結者為

著名非法網站上影片之超連結，諸如：楓林網、99kubo、小鴨影音等，否則如係不

知名的非法影音網站，著作財產權人須舉證證明被告系爭張貼超連結之行為得以

顯著提升觸及率，提升公眾連結至盜版影音網站之可能性，而具有著作權法上重要

的干預效果者，始能該當傳達行為。因此，一般張貼於個人部落格中，且該部落格

之觸及率不高，該部落格亦不具有彙集相關影片而有近似於索引化的功能，則應排

除在著作權法規制之客體範圍。雖然提供連結至著名盜版網站之行為具有可非難

性，此部分仍應回歸至間接侵權責任來處理。本文此一見解亦為歐盟法院佐審官

Melchior Wathelet 所支持。 

 另外，本文於故意、過失要件中創設主觀推定，誠如歐盟法院所言，行為人主

觀上故意、過失難以探求，推定主觀知悉並無不妥，但究應以客觀上何種情狀來推

定行為人的主觀要件，歐盟法院採取營利目的作為推定主觀要件的正當化事由，但

本文認為此一標準並不妥適，蓋多數網路活動皆難免有營利行為，即便是個人部落

格，因開放 Google Ads 推放廣告，只要有瀏覽流量，皆會基此創造收益，而此收

益的目的是否與侵權活動有直接相關，則又將陷入難以判斷且須倚靠客觀的情況

證據予以推斷。在 GS Media 案中，歐盟法院認為具有營利目的的服務提供者，即

可期待其負有查證目的網站上之著作合法與否的義務，以此推定具有營利目的的

服務提供者具備知悉要件。然而，本文認為查證義務的存否，尚須考量服務提供者

之履行能力，而營利目的本屬網路使用者常見的日常，且營利目的亦與查證義務的

履行能力無關，本文遂主張以「自動化彙整」超連結且具有「獲利目的」，此兩項

要件作為推定主觀知悉的標準。當一服務提供者有技術得以設計出自動化彙整相

關內容的超連結，且具有獲利目的，該服務提供者應具有相關技術及資力來查證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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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網站中的系爭內容的適法性。再者，推定主觀知悉的性質上屬於舉證責任倒置的

法律效果，法條依據為民事訴訟法第 277 條但書，惟並非所有個案皆得以為舉證

責任之減輕，須至少符合法條所要求的「法律別有規定，或依其情形顯失公平者」。

所謂「依其情形顯失公平者」，係指若法院就某類型事件進行評價，依舉證責任一

般原則所得結果，在確認與斟酌其所具有於危險領域理論、武器平等原則、誠信原

則或蓋然率理論等所考慮之因素，而得認為該當事人屬不可期待得以舉證者，法院

即有就此一依舉證責任分配一般原則所得結果加一調整之必要731。在自動化彙整

相關影片之超連結之個案類型中，因抓取網路上之內容、產生超連結、張貼在系統

上、目錄化彙整等一連串的工作皆係由服務提供者所設計的程式所自動執行，服務

提供者本身未必知悉超連結所指向的目的網站上的著作內容是否經過著作財產權

人授權，對於原告來說，欲證明被告之主觀知悉，需探求其程式之設計、被告是否

為人工篩選、其面對無效之連結，其是否進一步的人工測試、定期檢測超連結之效

度等客觀行為，以此來推斷其是否知悉著作來源之適法性，但上開證據皆有證據偏

在、涉及程式專業等武器不平等之情形，以此為由依民事訴訟法第 277 條但書推

定被告之主觀知悉，不僅能夠解決原告的舉證困境、亦切合我國法條要求。 

第三節 重塑公開傳輸權之權利限制 

第一項 合理使用 

 關於合理使用的法律定性，雖我國學界存有權利限制、侵權阻卻及使用者權利、

使用者特權（privilege）以及使用者權利（right）說732，我國通說認為，合理使用

並非給予使用者的「權利」，而僅是使用者對於著作權人主張的侵權所提出的抗辯

（affirmative defense）733。綜合歐盟法與美國法關於合理使用的發展，本文認為，

公開傳輸權既屬著作權人的財產權之一，其財產權所蒙受的負擔當有一定的界線，

非謂私人財產權即必須因公共利益而無限退讓，著作權人因總體社會效益的提升

所做的犧牲有一定的上限，如在財產權應負的社會義務範圍之內的犧牲，則屬「公

益犧牲」，如超出財產權應負的社會義務範圍之外的犧牲，則屬「公益徵收」734。

因此，合理使用的下限為整體社會效益的增加，合理使用的上限為未超過財產權應

負的社會義務範圍。 

 再者，我國實務判決既已針對著作權法第 65 條第 2 項「一切情狀」，解釋為個

案中除例示之四項判斷基準以外之事實，並闡明應以「人類智識文化資產之公共利

益為核心」，以利用著作之類型為判斷標的，綜合判斷著作利用之型態與內容，其

中，「以人類智識文化資產之公共利益為核心」恰與本文認為美國法上的合理使用

判斷基準之一係「利用型態所創造的正面外部性」的見解不謀而合，但綜觀本文於

                                                      
731 姜世明，同前註錯誤! 尚未定義書籤。，頁 91。 
732 蔡惠如，同前註 146，頁 77-83；羅明通，同前註 46，頁 155-160。 
733 闕光威，同前註 589，頁 33。 
734 陳新民，同前註 595，頁 1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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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之分析，本文認為任何主張合理使用的利用模式背後或多或少皆會涉及新

的知識傳播或加值模式，或多或少皆會創造若干正面的外部效益，故正面外部性的

單一基準尚不足以彰顯合理使用所創造的外部性須大於權利人因而所負擔的犧牲，

因此，本文主張著作權法第 65 條第 2 項之「一切情狀」，應以「整體社會效益的增

加」為判斷核心。 

 誠如 Grokster 案所言：「著作權人受到越多的保護，科技革新則會越受壓迫，

而著作權法即是在權衡此兩者735。」當著作權法的擴張反而對科學創造構成阻礙、

對著作利用人繼為創造的源頭予以阻斷，反而與著作權法的立法初衷背道而馳，而

歐盟法院判例的經驗即凸顯出個案中所涉基本權衝突的相互調和，及比例原則的

重要性。歐盟法院個案中，無論是涉及著作利用人利用著作所基於的何種重要公益，

皆涉及言論自由此一權利，因此，從歐盟法院引入基本權概念作為解釋向公眾傳達

權權利範圍的限制中可知，合理使用的界線在於基本權核心之保障，因此，本文認

為，應以「公開傳輸權應負的社會義務範圍」作為合理使用成立的上限。 

 即便本文嘗試整理出數位時代下公開傳輸權個案中合理使用的主要判斷基準，

但「合理使用的下限為整體社會效益的增加，合理使用的上限為未超過財產權應負

的社會義務範圍」之基準，關於整體社會效益、財產權應負的社會義務範圍，仍屬

法律上高度不確定之字眼，著作權利人及著作利用人仍難以自行事前判斷合理使

用成立與否，無怪乎 Lawrrence Lessing 指出，合理使用實際上為少數人方得享有

之特權（privilege），不僅因合理使用的判斷基準模糊而難以操作，且主張合理使用

的訴訟過程必然須仰賴律師，導致只有少數人有能力且願意使用合理使用制度來

對抗著作權侵權之威脅736。 

第二項 民事責任豁免的安全港條款 

 我國民事責任豁免的安全港條款增訂至今已逾十年，卻無任何實務判決針對

著作權法第六章之一「網路服務提供者之民事免責事由」之適用為討論。自美國法

觀察，美國法上網路服務提供者對於其使用者之著作權侵權行為所應負擔的責任

可區分為直接侵權責任、輔助侵權責任、代理侵權責任及誘引侵權責任；自德、英

國之內國法觀察，德國法上網路服務提供者對於其使用者之著作權侵權行為所應

負擔的責任為共同侵權責任（參德國民法第 830 條）；英國法上網路服務提供者對

於其使用者之著作權侵權行為所應負擔的責任可區分為授權侵權責任及共同侵權

責任，而我國網路服務提供者應對於其使用者之著作權侵權行為所應負擔的民事

責任為何，並未特別立法規定，亦未有法院判決予以釐清。鑒於我國著作權法第六

章之一「網路服務提供者之民事免責事由」係仿照美國著作權法的規範體例，多數

學者即將上述美國法上的侵權類型對應至我國法之概念，分別為故意或過失的直

                                                      
735 Metro-Goldwyn-Mayer Studioa Inc. v. Grokster, Ltd., 543 U.S. 913, at 928 (2005). 
736  LAWRENCE LESSING, FREE CULTURE: HOW BIG MEDIA USES TECHNOLOGY AND THE LAW TO LOCK 

DOWN CULTURE AND CONTROL CREATIVITY 107 (Penguin Press: New York, 2004).；Lawrence Lessing

著，劉靜怡譯，誰綁架了文化創意—打造知識共享的自由文化，台北：早安財經文化，頁 159-60，

2008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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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侵權、幫助或造意之共同侵權以及狹義的共同侵權責任。 

 學者間關於我國著作權法第六章之一適用上的技術建議並非本文重點，本文

關心的是我國著作權法第六章之一是否會實質上不當地擴張或減縮網路服務提供

者之責任範圍，導致著作權法公開傳輸權之權利範圍所預設的權利平衡是否因而

失衡的問題。誠如本文上節所述，公開傳輸權之合理使用即係調和公開傳輸權爭議

案件類型中所會遇到的基本權衝突，總體社會效益的增加以及著作財產權所應負

的社會義務範圍的兩大判斷基準，皆反映出提升人類智識文化的豐富度、促進資訊

傳播、透過利用著作所產生的表達自我、民主對話等公共利益的考量，雖然我國著

作權法第六章之一僅是責任主體之責任限制，與公開傳輸權之權利範圍本身無涉，

但如果我國著作權法第六章之一的適用結果不當地擴張或減縮網路服務提供者之

責任範圍，影響服務提供者繼續提供服務或創新服務的誘因時，打破公開傳輸權在

網路環境中針對言論自由權（或資訊流通自由權）、營業自由權及公開傳輸權保護

所建構的原有平衡，此即為本文所關注之重點。 

 本文於第四章第三節之分析實足供作為我國法之借鏡。首先，我國法下造意的

共同侵權責任應不得適用著作權法第六章之一的規定。假設在我國法將造意的共

同侵權責任限於故意之情況，雖造意及幫助的共同侵權責任應負的損害賠償範圍

皆為相同，民事損賠範圍並不會考量行為人之主觀惡性，但如允具有侵權故意的造

意人具得以免責之機會，雖有利於著作利用人的言論自由權（或資訊流通自由權），

但實不利於著作權人的公開傳輸權的保護，雖安全港條款之機制本係犧牲著作權

利人權利之一部，以換取網路服務提供者協助著作權利人創造友善著作權的網路

環境，但既然網路服務提供者已具有侵權之故意，根本已與網路服務提供者與著作

權人善意合作的出發點背道而馳。 

 次之， 在 Cox 案及 Ventura 案中，美國法院將安全港條款之要件納入間接侵

權責任的判斷中，已實質上創設網路服務提供者新的責任型態及新的責任豁免規

定，觀察兩則判決之理由，法院忽略網路連線服務提供者提供的服務特性，以侵權

通知之接收作為輔助侵權之知悉要件，幾乎剝奪作為網際網路運作之基礎設備提

供者之免責可能性，但法院卻賦予事前審查用戶上傳內容適法性的服務提供者得

以免責的保障，造成對於用戶上傳內容的近用無控制力的連線服務提供者反須為

用戶的侵權行為負責，對於用戶上傳內容的近用擁有高度控制力的資訊儲存服務

提供者反能夠獲得免除民事責任的保護的結果，有能力善意合作卻選擇放任不作

為者始有排除保護的需要的立法考量下，法院之見解實已斲傷安全港條款之立法

目的。因此，我國著作權法第 90 條之 10 第 2 款的「知悉侵權情事」的判斷，於連

線服務提供者的個案中，並不能連線服務提供者接獲侵權通知來推斷其構成該款

之知悉要件。 

 以維護基本權間相互平衡的角度來審視安全港條款，網路服務提供者的法定

合作義務以換取民事免責保護的機制，應嚴格遵守歐盟法所要求的網路服務平台

的「中立性」地位，任何事前審查措施都已構成對用戶言論內容之事前審查，並已

破壞立法者所預設的基本權的衡平狀態。網路服務提供者屬於私部門，如網路服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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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供者對於用戶之活動有任何干預而影響其自由，皆屬於私人間的基本權衝突，於

我國法脈絡下，則是採取德國基本權的第三人效力理論予以解決，立法者制定網路

服務提供者的免責事由，係嚴遵服務提供者之「中立性」地位，如：將其責任豁免

的適用要件限縮於被動性地應著作權人的請求而為一定作為，或是限於網路服務

提供者明確知悉或顯能察覺侵權的情況下始有一定作為的義務，藉由此些要件限

制，維持著網路服務提供者作為著作權人守門人功能的中立性角色。如超過此一界

線，而僅因連線服務提供者接收到侵權通知、資訊儲存服務提供者事前審查等作為，

分別加諸、免除其民事責任，即已打破網路服務提供者之守門人角色，而鼓勵網路

服務提供者積極取締利用其服務而侵害著作權之活動，以獲得免責之保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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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章 結論：基於網路空間特性所為之調整 

 綜觀上一章之本文見解，皆反映出筆者基於網路空間的特性所做出的特殊考

量，包括著作權提供誘因的理論基礎在網路空間中已不復存在、網路空間中全自

動化執行著作散布、在網路空間中網路服務提供者作為資訊傳輸渠道，以下即針

對網路空間中的此三項特徵對於公開傳輸權之權利範圍、（直接）侵權之認定、

權利限制之解釋適用等三方面所產生的影響。 

第一節 傳統擴張著作權排他權範圍的理論基礎已不復存在 

 從各國著作權法發展之歷史脈絡中可知，著作權法中權利之創設與權利範圍

之擴張，往往係基於新技術突破了著作權人控制著作內容流通的技術限制，然而，

本文卻認為，網際網路的發展並不構成得以擴張公開傳輸權之理由，僅能依據網際

網路的特性調整侵權之認定標準。 

 美國著作權法係採功利主義，以創作者的經濟誘因和智慧創造的激勵為立法

基礎，以授與著作權人有限期間的獨占權，此期間內權利人的權利凌駕於公共利益

之上，保障著作權人在此期間內就其創作得以創造經濟收益，並以此經濟收益繼為

創作。然而，誘因理論在網路時代下備受挑戰。以目前興盛的網路著作市場來觀察，

即便規制傳統著作利用市場的著作權法未隨著網路環境而擴張保護範圍，智慧財

產仍持續被創造，透過網路服務提供者與創造者間相互合作的商業模式，網路服務

提供者透過提供創作者得以大幅降低交易成本的平臺及網路傳播媒介，交換創作

者所擁有的智慧財產以提升平臺的網路流量，除了創作的固定成本，重製與散布的

邊際成本趨近為零，網路環境中的著作利用市場已近乎為一完全效率市場737。而創

作的固定成本（如創作時間和精力等），能透過不同的商業模式所吸收與交叉補貼

（cross-subsidization），即便沒有著作財產權保障，創作者仍得以透過將其創作與

商業模式相結合，以賺取利潤738。以 YouTuber 為例，創作者得以加入 YouTube 的

合作夥伴計劃（YPP, YouTube Partner Program），允許平臺於影片播放時自動安插

廣告、開設付費頻道，透過會員訂閱費來創造收入、粉絲贊助創作者所得以獲得之

分潤（如超級貼圖及超級留言的功能）；又或者創作者亦得以透過業配創作、開發

周邊商品、開設群眾募資平臺等方式，將其創作商品化，利用網路無遠弗屆的高觸

及率和近乎零交易成本的特點，來補貼其創作誘因得以維持所需的經濟支持與收

益。因此，擴張權利範圍以維持創作者之創作誘因已不復存在。 

 此外，網路空間中，重製與配銷成本幾乎為零。當創作一完成，著作內容得以

重製成數以萬計的數位複製品，並透過網路散布至世界各地，創作者不再需仰賴印

刷業者、唱片業者之重製技術與配銷通路，只要消費者自己投資配銷設備（電腦及

上網設備），不再需要初次配銷者（書本經銷商、唱片行）之資本投入並轉嫁成本

                                                      
737  Eric Schlachter, The Intellectual Renaissance In Cyberspace: Why Copyright Law Could Be 

Unimportant On The Internet, 12 BERKELEY TECH. L. J. 15, 21-2 (1997).  
738 Eric Schlachter, id., at 2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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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消費者身上，著作配銷所需的配銷成本已轉由消費者本人所吸收。因此，擴張權

利範圍以提供初次配銷業者經濟誘因，協助著作權人散布著作以供公眾得以接近

的必要性已不復存在，如在網路環境中過度強調公開傳輸權排他權之概念，反而將

原屬著作權人與公眾共享的公共財產利益轉移至配銷者手中。 

第一項 限縮公開傳輸權之範圍 

 在著作權發展之歷史經驗中，只要當新技術突破了著作權人控制著作內容流

通的技術限制，控制著作內容流通之鐘擺擺向使用者時，著作權人面臨著作內容流

通市場及市場利益分配的失控性地重新洗牌，即會有擴大繼有權利的權利範圍之

改革呼聲，但多適用在網路空間中的公開傳輸權則不應遵循過往歷史之經驗，反而

應適度地限縮公開傳輸權之權利範圍。蓋因從著作權之創設與擴張得以提供創作

者創作誘因，及提供初次配銷者散布著作內容的經濟誘因的兩大觀點觀察，在網路

空間中，此兩大擴張權利範圍的理由已不復存在，取而代之的是，在平衡著作財產

權人之私益及公眾利用著作繼而創作的公益上，因此，即便目前網路已發展至

web3.0 時代，在 web2.0 時空下創設的公開傳輸權的權利範圍亦不應隨之擴張。 

 本於此一理念，本文遂在法條文義範圍內新增系爭行為須達到「如無系爭傳達

行為，不特定之多數人將無法或難以接觸」的干預效果之要件，明確將連結至合法

著作來源的超連結、連結至非法但知名之著作來源的超連結、將之彙集至 APP 等

行為，排除在傳達行為之範疇之外，本文之此一主張實與理論基礎相吻合。 

第二項 提高公開傳輸權之侵權成立門檻 

 觀察公開傳輸權我國實務之發展，高度依賴刑事法院認定公開傳輸權侵害之

結果，即是忽略公開傳輸權作為民事財產權之性質，將侵權認定與否繫於行為人之

主觀要件上，不僅扭曲公開傳輸權之客觀權利範圍，亦忽略公開傳輸行為與公開傳

輸權侵害此兩者間之差異，將侵害概念限縮於未經著作財產權人明示之同意、授權

之公開傳輸行為。何謂著作權之侵害，本文認為主要表現在著作內容或是著作物的

替代關係上，申言之，當行為人之行為干預破壞了著作財產權人就著作內容或是著

作物之利用的支配關係時，則構成著作權之侵害，而此一法理在無形利用權性質的

公開傳輸權上更是如此。然而，在網路空間中，資訊傳達者與接收者之關係產生質

變，資訊接收者自傳統的被動接收者質變為主動的近用者，因此，適用在網路空間

中的公開傳輸權的侵害概念，雖一方面需體現出著作財產權人就著作內容或是著

作物之利用的支配關係受到干預的侵權法理；另一方面亦應隨著資訊接收者之角

色質變而有相應的調整。 

 筆者於前文中主張侵害的概念為「未經著作財產權人授權或同意所為之公開

傳輸行為」，並將此一標準具體化為潛在接收公眾的範圍及接收方式是否逾越著作

財產權人「明示及默示」的同意或授權範圍，並將侵害概念著眼於行為人行為之「最

終行為效果」，以該行為之最終行為效果是否對於著作財產權人控制著作利用的支

配關係產生法所不可容許之風險為斷。法所不容許的風險門檻即為潛在接收公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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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範圍及接收方式是否逾越著作財產權人「默示」的同意或授權範圍，而該「默示」

範圍則自著作財產權人最初將著作內容公開的相關情狀，來推斷其當初公開著作

所預設的潛在接收公眾與潛在接收方式，並以之作為比較基準，比較個案中遭控侵

權的著作利用行為是否逾越著作財產權人當初公開著作所預設的潛在接收公眾與

潛在接收方式。與我國實務運作相比較，從未經著作財產權人明示同意之不法性認

定擴張至未經著作財產權人明示、默示同意之不法性認定，侵害概念亦從著作財產

權能之支配關係的替代擴張及於著作財產權能之支配關係的替代風險的創造，此

一侵害概念的擴張，公開傳輸權侵權之成立門檻提高的見解提出，係基於網路空間

中著作內容的散布不再倚賴實際傳輸，而是將著作內容置於網路使用者得以接觸

的狀態的技術特徵，並因應網路空間中資訊傳達者創造著作內容近用風險、資訊接

收者轉變為主動接收者的質變，並避免不當加重著作權人監控資訊接收者是否實

際皆收著作內容的成本。 

第三項 擴張公開傳輸權之合理使用的成立空間 

 自法規範觀察，我國著作權法關於權利限制及例外的規定並未隨著公開傳輸

權的增訂而有相應的擴張，在法定限制及例外之規定中僅有四條增訂有公開傳輸

權之法定例外事由，因此，相較於具有完整法定例外事由規定可適用的重製權來說，

網路使用者如欲主張公開傳輸權之權利限制與例外，則需高度仰賴著作權法第 65

條之合理使用。 

 本文透過著作權法第 65 條第 2 項「應審酌一切情狀」要件引入合理使用成立

的上限與下限，盡可能提供具明確性、可預見的審查標準，避免讓合理使用流於有

資力聘請律師始能成功主張的少數人特權，雖本文所提出的標準仍屬於高度不確

定概念，但本文所提出的標準：未超過財產權應負的社會義務範圍及社會總體效益

之增加，恰能填補目前著作權法第 65 條第 2 項所例示的四項基準未考慮網路使用

者利用權之缺失，基於公開傳輸權未涉及實體傳輸，而係創造公眾得以接觸著作內

容機會的權利特性，而可能讓多數網路使用行為皆落入此一行為範疇當中，況且，

在網路時代下，超連結幾乎成為網路使用者指引網路空間中位置的重要表達方式，

隨著網路時代的來臨，為避免網路使用者的行為受到著作權法過度的箝制，合理使

用的認定應適度地考量網路使用者的利用權。 

第二節 網路空間中全自動化執行著作散布之特徵 

第一項 證據偏在、武器不對等之舉證困難問題 

 在涉及超連結技術之個案中，本文發現當系爭著作利用行為係提供相關著作

內容連結的彙整服務，且該彙整功能係透過事先撰寫好的程式自動抓取相關內容，

並自動產生出該網頁的超連結並將之彙整、予以目錄化，於判斷公開傳輸權侵權成

立與否的主觀要件審查，則會面臨工程師對於程式自動抓取的網頁內容適法性是

否有所預見一事難以舉證的困境，對於原告來說，如欲證明被告之主觀知悉，需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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求其程式之設計、被告是否為人工篩選、其面對無效之連結，其是否進一步的人工

測試、定期檢測超連結之效度等客觀行為，以此來推斷其是否知悉著作來源之適法

性，但上開證據皆有證據偏在於被告、涉及程式專業等武器不平等之情形，而有民

事訴訟法第 277條但書之適用可能。 

 在網路空間中的多數網路使用者行為或多或少會涉及程式的自動執行，隨著

程式語言的發展，許多網路空間中的著作利用行為皆將會越來越仰賴程式地自動

化執行，如何在程式或機器自動執行著作利用行為中確認程式之提供者或是工程

師的主觀故意、過失，則係網路時代中須解決之問題。本文主張獲利目的、自動彙

整此兩要件之同時該當作為主觀要件之舉證得以倒置的前提，透過自動彙整技術

之要求以確保程式提供者有能力、技術來檢視程式所自動抓取之網頁內容之適法

性，並透過提供超連結彙整之服務作為獲利目的之要求，以確保程式提供者有資力

來承擔事前查證所生的成本與勞費，一方面解決原告難以舉證被告主觀要件之困

境，另一方面，舉證責任倒置所生實質上課與被告須事前查證網頁內容適法性的義

務，亦透過自動彙整及獲利目的之要件以確保該法律義務之課與不致過苛，並同時

切合民事訴訟法舉證責任倒置得以適用的法條要求。 

第二項 解決高度自動化之機器所產生的侵權結果應由誰負直接責任

之問題 

 至於其服務被第三人用於侵權之個案類型，此係 web2.0 時代下的產物，由網

路使用者掌握資訊控制權，由下載到上傳，從被動閱讀到主動分享，以「使用者參

與」的角度所形成的網路環境，而當網路使用者成為資訊傳達的掌控者時，網路服

務提供者從資訊的產出者轉變為資訊傳輸的平臺時，則其作為平臺功能提供服務

的行為是否構成公開傳輸權的傳達行為？單純被動地因應用戶指令而為行動（如：

提供網域空間及網頁供用戶上傳著作、提供點對點檔案交換軟體、提供網路連線），

其服務提供行為尚不難評價，而應僅係提供用戶傳輸的幫助行為，但當 web2.0 過

渡到 web3.0 時，網路服務提供者除提供平臺功能外，在受用戶餵飽巨量資料的情

況下，尚能夠針對巨量資料予以分析與分類，甚至有能力在海量的網路資訊中探勘

出相對應的資料，美國法 Polyvore 案的背景事實即是 web3.0 過渡時期的產物，遂

有直接侵權與間接侵權區辨的爭執，及如何對此一自動服務提供者問責的問題。雖

我國目前實務尚未出現類似的案例，但在人工智慧已開始運用在網路空間中的科

技趨勢下，直接侵權與間接侵權責任間的區標標準更為重要，此一議題的實益性亦

凸顯在人工智慧是否得為創作或發明之主體，進而成為智慧財產權之權利主體，亦

即，人工智慧主體適格的問題739。 

 

                                                      
739 此問題請參沈宗倫，人工智慧科技與智慧財產權法制的交會與調和—以著作權法與專利法之權

利歸屬為中心，載：人工智慧相關法律議題芻議，台北：元照，頁 181-216，二〇一八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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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節 網路服務提供者作為資訊傳輸渠道之特徵 

 自網路服務提供者之民事免責事由的解釋適用方向應為如何之問題，本文建

議造意的共同侵權責任不得適用網路服務提供者民事免責之規定、不能以接獲侵

權通知與否來推斷其是否該當著作權法第 90 條之 10 第 2 款之「知悉侵權情事」

要件、網路服務提供者之民事免責規定之解釋適用應維持網路服務提供者作為守

門人功能之中立性角色等建議，皆反映出網路服務提供者在網路空間中作為資訊

傳輸渠道的角色。  

 在網路環境中，網路服務提供者藉由掌握資訊流通所高度依賴的連線、資訊流

通的平台等管道，享有決定資訊是否、如何流通的權力，學者 Lawrence Lessing 基

於此一概念而認為網路空間中主宰網路行為者為程式碼，透過操控及設計程式碼

以形塑網路世界中的運作架構、重新定義網路行為來影響法律的規範範圍，其遂主

張電腦程式碼即是法律740。從網路服務提供者掌握網路資訊傳播管道的技術特性、

掌握得以形塑網路行為的程式碼的角色觀察，當傳播資訊樞紐的關鍵性地位越高、

對於網路行為形塑的影響力越高時，該等服務提供者之中立性即越形重要，法律對

該等服務提供者的作為義務要求即應傾向越高度的被動及消極性，否則，鼓勵其積

極管控用戶上傳內容的適法性，或是要求其積極移除取下用戶上傳內容或阻斷連

線，皆會讓網路服務提供者與使用者之間原本即有如國家對人民的高權關係更加

傾斜，立法者立法之初欲以網路服務提供者與著作權人間私人合作的方式來健全

網路環境中的著作權治理，因網路服務提供者先天上具有傳播資訊樞紐的關鍵性

地位以及對於網路行為形塑的影響力，一旦適用安全港條款之結果讓網路服務提

供者成為積極的取締者角色的話，其將從單純的守門人角色轉變為管制網路上資

訊流通的管制者，角色即相當於國家高權介入網路環境中的用戶活動，嚴重破壞公

開傳輸權規範所建立的基本權衡平狀態。 

第四節 網路空間中公開傳輸權應有的管制圖像 

 公開傳輸權高度涉及網路空間中的活動管制，然而，網路空間的活動又涉及私

人間的資訊流通自由，在我國憲法架構下其應屬於言論自由權之一環。課與網路服

務提供者任何的作為義務以阻礙對於特定著作內容之流通，決定的組織、程序與實

體規範之設計遂必須顧及公眾的言論自由權，此影響所及不僅只是我國之網路使

用者，在網路空間已打破國家疆界的同時，任何對於網路空間中的活動管制皆會造

成全球化的言論自由與資訊流通自由的箝制，當一國的著作權法背後的政策價值

與網路資訊流通自由呈現拉扯時，公開傳輸權之管制已不再是單純地調合著作權

利人與著作利用人間利益衝突的問題，而是如何建構一個網路空間管制的全球化

治理架構的問題。歐盟或許已意識到此一問題，遂朝向單一數位著作市場為網路著

作權之治理方向，透過數位著作權指令第 17 條第 10 項的利害關係人對話的方式

形塑規範，讓規範得以跟上科技的腳步，並扭轉以往著作權法作為一國的政策工具，

                                                      
740 Lawrence lessing, CODE: VERSION 2.0 5-6 (Basic Books: New York, 20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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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由上而下（top-down）的方式為治理的架構，而是朝向去權力中心化（decentralized 

modes of governance）、並透過利害關係人間不斷的對話與意識形態的競爭，以由下

而上（bottom-up）的方式來形塑網路空間全球治理的規範架構。 

 在網路空間不斷擴張，甚至成為現代人傳播資訊與創造資訊的主要場域時，資

訊流通的無阻幾乎躍升為基本人權之一，但在具有政策工具色彩的各國著作權法

規制之下，無異將全世界共享的資訊帝國切割成各國割據的破碎狀態。觀察本文先

前探討之公開傳輸權管制所衍生的眾多難解爭議可知，除非拋棄傳統規制實體空

間的著作權管制思維，改以去權力中心化，透過利害關係人間不斷的對話與意識形

態的競爭，以此一由下而上的方式形塑出網路空間的全球治理架構，始能根本性地

解決網路跨國界、任何管制手段動輒阻斷全球資訊流通的弊病，期望本文能作為各

國重新省思網路空間活動的應有管制圖像的開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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