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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本研究之目的在於，透過觀察人工智慧創作所產生之議題，以及相關人工

智慧與法律主體之間的長期論爭，來檢視兩者相互作用之下，是否可得證人工

智慧在某些法領域上存在著將其認定為法律主體之優勢。 

  首先，本文考察現有人工智慧創作之科技，並檢視各國現有著作權法規

範，以呈現目前已逐漸產生規範不足以因應新科技之情形；其次，本文整理過

往之法律主體理論，並分析了是否得將人工智慧視為法律主體之見解；最後，

本文在預設人工智慧之創作具備可著作性、承認人工智慧得為事實上之創作者

兩大前提之下，以人工智慧創作在著作權法上之權利歸屬爭議，進一步分析將

人工智慧法律主體化之方案與其他方案之間的優劣。 

  本文之貢獻存在於兩方面。第一，本文在各個法律主體理論的分析上，指

出就法規技術而言，無法否定人工智慧作為法律主體之可能性，並且進一步論

述應以務實、分析利弊之觀點檢視在個別法領域上將其主體化可能產生之優

劣。第二，本文以人工智慧創作與著作權法之權利爭議為例，指出將人工智慧

視為法律主體看待，可能產生較其他方案所無之法律關係以及權利歸屬認定之

優勢。 

  本文建議未來立法者及學說討論上，應正視人工智慧作為法律主體之可

能，將人工智慧法律主體化方案亦應納入未來著作權法規範之考量，並且應得

以此前提為基礎，進一步具體分析主體化方案在其他法領域之利弊。 

 

關鍵詞：人工智慧、法律主體、人工智慧創作、著作權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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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purpose of this study is to examine whether there is an advantage in 

identifying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AI) as a legal subject in certain fields of law by 

observing the legal issues arising from AI creation and the long-standing disputes 

between AI and the concept of legal subjects. 

  First, this study examines the current technology of AI creation, and the existing 

copyright laws and regulations of various countries to show that the current 

regulations are gradually becoming insufficient to address the legal issues of new AI 

technologies; Secondly, this study examines past legal subject theories and analyzes 

whether AI can be regarded as a legal subject; Finally, this study, presupposing that AI 

creation is copyrightable and recognizing that AIs can be de facto authors, in the 

dispute over the ownership of copyrights, further analyzes the pros and cons of the 

idea of AI as a legal subject and other schemes. 

  The contribution of this study lies in at least two dimensions. First, in the 

analysis of the various legal subject theories, this study points out that as far as 

regulations are concerned, the possibility of AI as a legal subject cannot be denied, 

and further arguments in individual legal fields should be from a pragmatic and 

analytical perspective of the pros and cons of subjectivity. Second, this study takes as 

an example the dispute of rights concerning AI creation and copyright law, and finds 

that regarding AI as a legal subject has advantages over other schemes in terms of 

legal relations and ownership recognition. 

  I argue that in the future, legislators and theoretical discussions should 

acknowledge the possibility of AI as a legal subject, and take “AI as a legal subject” 

into consideration in the future copyright norms. This “pros and cons analysis” 

premise may also be used as the basis for further considerations in other fields of law. 

 

Keywords: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AI), legal subject,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creation 

(AI creation), copyright la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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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緒論 

壹、研究動機與問題意識 

一、研究動機 

  1950 年，圖林提出著名圖林測試，說明機器具有相當程度智慧而使人類無

法加以區別之可能；而在 1956 年，達特茅斯會議首次提出「人工智慧」一詞。

自此，人類便持有一種浪漫的想像──我們終將會發展出具有與人類同等智慧的

機器，並且得與之互動。直至今日，在現代科技突飛猛進地發展下，各類科幻

電影、小說等作品中所描述的人工智慧似乎已不是單純存在於人類的幻想之

中。回想過往人工智慧之發展，例如用於棋藝的深藍或 Alpha Go、得以自動偵

測、判斷道路情況進而自動決定如何駕駛之 Tesla 自駕車、利用自然語言辨識進

而回應使用者需求之 Siri 及 Google 語音助理等進步科技。有史以來，人類的思

考能力、智慧、判斷力與創造力第一次受到了其他實體的挑戰。因此也不禁令

人好奇法律對其所抱持之態度為何，人工智慧在怎樣的程度上，可以被視為某

種法律上主體的存在。 

  然而，現今各國之法律體系有關法律上主體之規定，僅僅承認「自然人」

以及由複數人類或財產所構成並加以監督管理之團體「法人」1作為法律上主體

之適格，現有法體系在此情形下排除了動物及其他非人之事物作為主體的可

能。然而觀察過往之歷史，將非人類生物視為具備某種法律上地位之見解並非

罕見，15 世紀的歐洲仍有裁判動物並利用刑罰加以處分之紀錄。縱有論者稱上

開情形並不符合現代法律體系，惟仍有主張動物、環境等亦應在法律上獲得某

種地位保障之討論，學者 Christopher D. Stone 於 1972 年即研究了非生物(non-

                                                      
1 在此，姑且將「社團法人」、「財團法人」或「中間法人」等細部分類合併稱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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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iological intelligences)擁有法律上地位的可能2。另一方面，完全不具備生命的

物體──如古羅馬的寺廟和中世紀之教會，乃至於現代法制上已充分運用之公司

法人（縱使像許多學者主張的其背後皆有自然人之存在）──上開非自然人之事

物卻擁有某種法律上地位，在歷史上實非罕見3。嗣後透過 19 世紀時法人實在

說與擬制說之爭論，法人之概念乃逐漸發展為現今之模樣。 

  至於人工智慧被賦予某種法人地位(Legal personhood)的實際討論。較詳盡

者乃 1992 年時學者 Solum 之文章，其指出人工智慧之出現及發展讓我們察覺

無論係在法律上或道德上之討論，在當代仍缺乏令人完全滿意無破綻之法律人

格理論。同時，他也認為人工智慧也將隨著神經科學發展而可能成為被法律承

認之主體4。雖然其見解似將人工智慧與自然人進行比較，在當時與現在科技下

仍被視為天馬行空，然而在該篇文章發表之後，確實有更多學者受其影響而試

圖利用各種法人、法律主體之理論來探討人工智慧作為法律上主體之可能。 

  時至 2015 年，歐洲議會(European Parliament)法律事務委員會向歐洲委員會

(European Commission)提交了一份報告草案，提案建議：對於較先進「機器人

(robots)」應考量所有可能的方案──包含賦予其「電子人(electronic persons)」之

地位5，並確定其擁有特定之權利義務──以彌補自動機器人所可能造成之損

害，並將其運用在特定機器人自主決策或與第三方獨立互動。上開草案於 2017

年經過歐洲議會部分文字之修改後再經通過決議6。從上開發展可知，賦予人工

智慧某種法律上主體地位之看法，並非近年才發展出之嶄新概念。相反地，約

莫 1990 年代已有學者進行相關研究，並且隨著科技發展延續到了今日。因此，

                                                      
2 Christopher D Stone, Should Trees Have Standing--Toward Legal Rights for Natural Objects, 45 S. 

CAL. L. REV. (1972). 
3 此部分有關法人制度更詳細之考察，參照吳宗謀（2004），《再訪法人論爭—一個概念的考

掘》，臺灣大學法律學研究所學位論文。 
4 Lawrence B Solum, Legal Personhood for Artificial Intelligences, 70 N.C. L. REV., 1284 (1992). 
5 European Parliament, REPORT with recommendations to the Commission on Civil Law Rules on 

Robotics(2015/2103(INL)) 18 (European Parliament ed., 2015). 
6 其將用語新增了「從長遠觀之」，似欲強調並非現在即應考量適用電子人格方案。See 

European Parliament, Civil Law Rules on Robotics 16 (European Parliament Brussels 20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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筆者即欲透過本研究釐清人工智慧法律主體化之爭議。 

  而人工智慧科技發展之中，最能凸顯出其與人類之差別已逐漸接近者，當屬

利用人工智慧進行創作之行為。過往人類多認為，能夠思考某種想法、透過某種

形式表達創作之能力，於自然之中僅為人類所獨有，而著作權法制亦因此為原則，

以人類為創作之主體，並且將人類作為其權利歸屬之對象（姑且不論法人）。然

而，現今人工智慧於智慧財產之創作上之進展已有諸多事例，舉例而言，從人工

智慧發展早期之 1956 年，已有 Martin Klein 及 Douglas Bolitho 兩人利用音樂創

作程式創作了樂曲“Push Button Bertha”，並因此衍伸出了相關著作權問題7；而到

了 2019 年 12 月，Nick Walton 已經利用了 OpenAI 設計之 GPT-2 語言模型開發

出了開源之文字冒險遊戲“AI Dungeon 2”8，其提供使用者透過輸入事件或對話等

指令，再由 AI 分析使用者所輸入之語句後，由 AI 續寫故事情節，與使用者互動

並依同創造故事內容。在上開科技運用不斷進步之情況下，人工智慧之自我決策、

運算等行為是否可能稱為創作？並且是否得基於某種法律主體之地位取得相關

權利？筆者並且好奇在賦予人工智慧某種主體地位之論爭之中，現代法制應如何

應對即將到來的挑戰。 

二、問題意識 

  由於人工智慧作為法律上主體此一主張，目前仍僅於匯聚各方意見討論之

程度，目前亦無法實際觀察人工智慧作為法律上主體後，在社會上運作之情

形。而現有之討論亦僅於現有法規範架構下，試圖預測人工智慧所造成之影

響。是以，本文認為若欲討論人工智慧是否得作為某種法律上主體，不應且無

法單純地在肯定或否定兩說上進行法理論證。若試圖討論現有法律主體之概念

是否得擴充至人工智慧，更重要者應在於嘗試了解特定法領域之特性，並在其

                                                      
7 陳昭妤（2017），《論人工智慧創作與發明之法律保護: 以著作權與專利權權利主體為中心》，

頁 38，國立政治大學科技管理與智慧財產研究所碩士論文。 
8 AI Dungeon(2019), available at https://aidungeon.io/ (Last visited:2020.4.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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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規範當中具體分析人工智慧「成為」或「不成為」法律上主體所可能產生之

利益與風險。如此一來，有關人工智慧是否得作為某種法律上主體之論爭，方

不至於屈居於單純法理上之討論，而係透過法理上肯否二說於各類具體法規範

中具體運作之實踐分析，藉以強化或削弱人工智慧作為法律上主體之正當性。 

  因此，本文預計以目前具有一定進展與前瞻性之人工智慧創作與著作權法

為例，如前文所述，隨著人工智慧參與人類創作的比重增加，可發現在法規範

適用上即會產生不少現行法難以處理之議題。利用人工智慧進行創作之過程，

首先涉及「人工智慧之行為是否屬於創作」、「人工智慧之行為是否為表達」、

「是否具備自主性、原創性」等問題。是以，在人工智慧科技不斷進展的情況

下，我們得以預見未來無論係人工智慧之程式設計者、訓練者與使用者逐漸逸

脫其創作人之地位，原先著作權法上「創作人即為權利人」之原則即受到了衝

擊，若在法理上欲將著作權利歸屬於人工智慧，則不得不先探究其是否得具備

法律上主體之地位。因此，本文所欲嘗試聚焦並回答之問題，係「利用人工智

慧創作」在著作權法下應如何針對其可能產生之利弊加以定性？在人工智慧作

為法律主體之基礎下，是否能更有效處理現行法制下的不足？上開問題並可細

分歸納如下： 

1、現今或未來之人工智慧，是否已／將達到討論其法律主體資格的門檻？ 

2、現今或未來之人工智慧，是否可能作為法律上主體？ 

3、承上，若為肯定，其於著作權法中將如何運作？若為否定，則其他方案

又應如何處理人工智慧創作？ 

4、肯定人工智慧作為法律上主體在著作權法上運作之方式，與其他方案相

較之下利弊為何？ 

  綜合上述問題，本文期望展現之研究殊異處即為：首先，彙整在現有法制

下，各類人工智慧所創作之著作的處理方式。再利用人工智慧作為法律主體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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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說基礎上，進而探討目前人工智慧創作所遭遇之難題，並且分析人工智慧作

為法律主體是否比起其他方式得以更好地解決著作權法上的困難。藉此，本文

希望展現出將人工智慧視為法律主體，並賦予其一定之權利及法律上地位之論

述，是否在法理上可行，且考量到未來科技發展與社會互動的情況下，此一主

張是否可能產生足夠優勢。 

貳、研究方法及架構 

一、研究方法 

（一）文獻分析法 

  本研究將蒐集兩類主題之文獻。首先為著作權法當中與人工智慧有關之創

作主體及權利主體之相關文獻，以便了解目前實務及學說針對人工智慧之看法

與規範之運作方式。其次，本文將蒐集有關人工智慧是否得具備法律上主體地

位之研究，以便系統性地了解其創作於著作權法規範之中所可能面臨的問題與

各類學說之看法。 

（二）比較研究法 

  本研究將蒐集、比較目前外國著作權法規與我國法係如何面對人工智慧所

帶來之嶄新議題與挑戰。並參酌比較各國學說進行法律上分析，尤其係針對將

人工智慧視為法律上主體之學說見解進行評析，以期整理出各類學說看法之優

勢及可能產生之情況，進而試圖為未來之著作權法提出因應人工智慧之可能方

案。 

二、研究架構 

（一）現有著作權法中人工智慧之定位及議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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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文將以人工智慧創作為例，探討人工智慧作為法律上主體之可能。為

此，須先了解人工智慧於著作權實務上之利用情形，礙於筆者缺乏其相關技術

背景知識，本文無意深究人工智慧本身之技術運用與設計、訓練之方法，僅於

第二章初步整理現今人工智慧在著作領域實務上運用所取得之科技進展及其所

可達成之成果，以此說明、判斷目前人工智慧創作之科技進步程度。嗣後，本

文將對各國現有著作權法下，可能與人工智慧有關之權利歸屬與主體規範進行

考察，進而了解現有之人工智慧對於目前著作權法產生如何之問題，以及未來

可能發生之挑戰為何。關於此部分之各國法規分析，本文主要著重之點在於

「利用人工智慧進行創作」此一行為之中，其權利主體之地位為何者所享有，

以及其作品著作權如何歸屬之問題。 

（二）人工智慧作為法律上主體之理論考察 

  於第三章，本文將延續上開人工智慧創作之權利歸屬問題，基於過往即有

部分學說認為人工智慧可能得作為法律主體，進而發展出其應得享有創作之著

作權。是以，本文將從「法律主體」此一概念出發，針對所謂法律上的「人」、

「法人」等概念進行考察，進而就人工智慧是否得納入法律上主體之議題有更

深入之認識。同時，本文亦將蒐集、整理歷來各學說支持與反對人工智慧作為

法律上主體者，進行說明分析，並且在最後歸納出本文之初步看法。 

（三）人工智慧創造著作之相關學說分析 

  第四章將延續上一章所提及之肯定與反對人工智慧主體化之見解，於人工

智慧創作之例子當中，討論上開見解於其權利歸屬、利益分配與法律關係，如

何產生各種不同的權利歸屬模型。反對人工智慧主體化者，便有主張以「職務

上創作」類推適用於人工智慧創作將其創作之權利歸屬於自然人，或該創作應

落入公共領域等見解；相反地，若支持人工智慧主體化，自應提出人工智慧作

為著作之權利歸屬主體之可能模型，並分析此模型可能產生之法律關係與權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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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配，進而證明此模型作為解決人工智慧創作議題之合理性與實踐上優勢。 

  以上各類學說，皆有分析比較其是否符合著作權法精神與社會實踐利益之

必要，是以本文將於第四章整理歸納各種規範人工智慧創作之學說主張，並且

進一步分析比較各類學說之優缺。 

（四）結論 

  本文將於最後一章進行結論，綜合上開各章之論點，從目前人工智慧於創

作之科技利用出發，檢視其所可能產生之著作權、利益歸屬問題。再以人工智

慧作產生之權利歸屬問題為討論中心，歸納各類主張之優缺，進而判斷人工智

慧作為法律上主體之可能性，並建議未來有關人工智慧創作之修法或立法態度

上，是否應將此一主體化方案納入考量。 

參、文獻回顧 

一、法律主體相關研究 

  我國針對人工智慧與法律之相關研究數量雖於近年逐漸增加，然有關於人

工智慧作為法律上主體之研究可說是相當稀少。然而欲使人工智慧作為法律主

體，不得不從法律主體之相關理論開始考察。 

  有關非人類動物是否得擁有法律人格之研究，許修豪於 1999 年碩士論文

《非人類動物的基本權利－從黑猩猩談起》考察了法律人格的概念，並且氏認

為所謂法律人格係一規範性概念，而不具備特定必要或充分條件9，氏並指出因

應時代之要求法律人格具有擴張的可能性10。其論文之重心乃在於將法律人格

                                                      
9 許修豪（1999），《非人類動物的基本權利－從黑猩猩談起》，頁 259，國立臺灣大學法律學研

究所碩士論文。 
10 許修豪，同上註，頁 2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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擴大適用至黑猩猩等靈長類動物，因此氏對於法律人格之主觀看法實際上較偏

重於其規範性及工具性。 

  而有關傳統法人制度之研究，學者吳宗謀於其 2003 年碩士論文《再訪法人

論爭—一個概念的考掘》考察了權利主體在中世紀歐洲法人理論的發展，到 19

世紀歐洲法人「實在說」與「擬制說」之論爭，並回顧了日本與我國在初期繼

受法人理論上的缺失。其研究之重心在於法人制度之考古，並指出以人類團體

作為權利主體之理論在我國繼受適用上之不妥，雖與人工智慧並無關聯，惟其

對於法人制度從古羅馬時期至近代之制度性考古，對於考掘法人此一法律主體

概念之歷史變化過程可謂貢獻良多。 

  另外，有關人工智慧人格權之研究，熊葦藝於其 2018 年碩士論文《人工智

慧與人格權之研究》將人工智慧之特質與物、動物、人加以比對分析，並整理

學說來探討人工智慧是否具有人格。其於結論指出現階段和近期可能達到的人

工智慧不可具有人格權。然而，其所參考之文獻多以中國及我國為主，並未就

歐洲、美國等他國學說見解進行整理分析；其所研究之人格權，整體觀之應係

以傳統上自然人所享有之人格權（如姓名權等）為研究重心，並與人工智慧所

具備之能力相互比較，進而論證現有人工智慧不可具有人格權11。此與本文所

欲研究之人工智慧作為類似於法人之法律上主體見解，略有不同。 

  學者李慧敏則於其 2018 年之文章《智慧機器人法律主體的構造──理論爭

鳴、實踐探索與發展趨勢》中，分析了智慧機器人作為法律主體之觀點，針對

美國、德國與歐盟有關機器人法律地位之立法進行比較分析，並整理了部分贊

成與反對機器人獲得法律主體地位的學說見解。在此基礎上，其強調法律主體

資格之開放性及機器人之擬人性，機器人並因此享有特定之權利及應負擔特定

之責任。其結論亦指出法律在過往人類中心主義下，應逐漸展現法律主體資格

                                                      
11 熊葦藝（2018），《人工智慧與人格權之研究》，頁 54，中正大學法律學研究所學位論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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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開放性以及打破主客體界線之趨勢12。似為贊同智慧機器人得具有某種法律

上主體之地位。 

二、著作權法相關研究 

  有關人工智慧創作之著作在法律上之定位，我國彙整各國規範最完整者，

應係國家發展委員會委託理律法律事務所於 2018 年辦理之《「人工智慧之相關

法規國際發展趨勢與因應」委託研究計畫結案報告》。其於報告中分析美國、歐

盟、英國、澳洲、日本、中國及我國現有著作權法之各類要件是否足以因應人

工智慧之衝擊，並且加以統整分析各國學說上如何處理人工智慧之著作。最後

指出在現行法制下，人工智慧仍然不具備作為權利主體之可能性，且無賦予著

作人格權之必要。而其亦提出我國可初步參考之修法或立法建議，例如考慮使

用鄰接權處理人工智慧創作13，以及其創作之權利歸屬，得以自然人實際參與

或貢獻之程度作為判斷基準。 

  另外有關人工智慧之創作更加深入的分析，可參考陳昭妤於其 2017 年碩士

論文《論人工智慧創作之法律保護：以著作權與專利權權利主體為中心》，其除

了針對各國（德、美、英、日）法規進行彙整，更在各學說間如何處理其著

作、創作主體及其權利之歸屬皆有所論述，並且分析指出在現行法保護「人類

精神之創作」之意旨下，人工智慧雖可能係屬創作主體而非權利主體，所創作

著作仍可能不受相關法規保護，陳昭妤主張為人工智慧創作另立專法，或於智

慧財產權法規之架構下另闢專章規範。最後，其認為在著作權上人工智慧僅係

事實上之創作主體，而可利用類似「職務上創作」之法理將著作人之認定，及

著作權歸屬於作出「必要安排」之人類14。 

                                                      
12 李慧敏（2018），〈智慧機器人法律主體的構造──理論爭鳴、實踐探索與發展趨勢〉，《財產

法暨經濟法》，54 期，頁 112。 
13 曾更瑩、吳志光等（2018），《「人工智慧之相關法規國際發展趨勢與因應」委託研究計畫結

案報告》，頁 62，國家發展委員會委託理律法律事務所研究。 
14 陳昭妤，前揭註 7，頁 128-1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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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學者沈宗倫則於 2018 年之文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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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論述了人工智慧於智慧財

產法中是否得為創作主體論辯，其整理了肯定及否定之見解，並分析其目的與

實益，而似傾向肯定人工智慧在具備自主性的情況下，得為事實與法律上創作

之主體15。然其亦指出，創作之主體與權利主體係不同之概念，在現行法律體

系尚未承認人工智慧得作為權利主體之情況下，不宜認為人工智慧得作為著作

權利主體16。 

  就人工智慧創作之著作權問題，郭建甫於其 2018 年碩士論文《人工智慧生

成作品之著作權問題研究》中考察了其創作應如何規範之各類主張，氏認為對

於人工智慧創作之作品，可以透過「類推職務創作」或英國法上「判斷必要安

排之人」法理，給予其作品較低之著作權或類似於鄰接權之保障，並將其權利

依據具體私益與公益之考量，歸屬於任何合理的人類使用者17。 

  對於人工智慧作為著作權法上權利主體與侵權主體之研究，何孟遠於其

2019 年碩士論文《論人工智慧之創作與著作權侵權》詳細分析了人工智慧創作

在現有著作權法上已遭遇及可能遭遇之困境，並且在權利主體之議題上考察各

類學說，其認為多數學說僅專注於激勵之考量，而未注意人工智慧創作侵權之

責任歸屬。因此氏以「權利主體」與「責任主體」之連結為重心，並從責任觀

點分析各種學說之利弊，主張基於法安定性，應忽略人工智慧之獨立性與著作

權之基礎理論，由程式工程師作為人工智慧創作之權利主體及侵權責任主體

18。 

                                                      
15 沈宗倫（2018），〈人工智慧科技與智慧財產權法制的交會與調和－以著作權法與專利權法之

權利歸屬為中心〉，劉靜怡（編），《人工智慧相關法律議題芻議》，頁 213，元照出版公司。 
16 沈宗倫，同上註，頁 201。 
17 郭建甫（2018），《人工智慧生成作品之著作權問題研究》，頁 96，國立政治大學科技管理與

智慧財產研究所碩士論文。 
18 何孟遠（2019），《論人工智慧之創作與著作權侵權》，頁 209，世新大學智慧財產權研究所碩

士論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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肆、用語界定 

一、本文指涉之人工智慧(Artificial Intelligence) 

  所謂人工智慧，一般而言並無明確之定義。由於各科技領域發展之步調不

一，各個人工智慧之功能性、自主性與進步性差異可說是過於廣泛，難以單一

之概念確定人工智慧與單純機器、電腦程式之界線。 

  美國白宮於 2016 年發表之“Preparing for the Future of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報告書中指出：目前並無對於人工智慧定義的通說見解，然其指出真正重要者

乃在於人工智慧始終圍繞著自動化以及模仿智慧行為19。而美國國會於 2017 年

更提出人工智慧未來法案( FUTURE of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Act of 2017)，該法

案已嘗試對於人工智慧進行定義20，該定義亦受我國目前尚未通過之「人工智

慧發展基本法」草案所參酌引用21。 

  此外，歐洲委員會委託之專家小組於 2019 年另建議人工智慧應進一步定義

為「人工智慧係屬人類因處理複雜目的所設計之軟體系統（可能包含硬體設

施）。該系統透過收集、解讀結構性或非結構性資料進而感知環境，並經由推論

或處理上開資料，而於物理層面或數位層面，實行為達成特定目標之最佳決

                                                      
19 White House, Preparing for the future of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7 (National Science and Technology 

Council Executive Office of the President, Committee on Technology ed., 2016). 
20 See FUTURE of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Act of 2017 (2017). § 3(a)(1) 
21 人工智慧發展基本法草案第 2 條規定：「所謂人工智慧係指符合下列任一款情形者：一、在

沒有顯著的人為監督，及不同與不可預測的情況下，得執行任務的人為謀劃系統；或得從人類

的經驗中學習，並提高效能的系統。二、任何運行模式與人類思考相似的系統，如人的認知架

構和神經網絡。三、表現像人類的系統，例如通過圖靈測試或經由自然語言處理、知識呈現、

自動推理、及學習等其他相當的測試。四、尋求逼近特定認知任務的技術，如機器學習。五、

行為理性的系統，如智慧軟體代理人與通過感知、規劃、推理、學習、溝通，決策、及行動來

實現目標的實體化機器人。前項第 1 款之系統，得為電腦軟體、硬體、或尚未考慮的其他環境

中開發之系統。認定第 1 項各款之系統或技術時，應就系統或技術之應用，判斷使用人類能力

之情形；使用越多人類能力，則越得認定為人工智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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策。該系統並得以符號規則或學習模型分析外在環境如何受先前行為影響，進

而修正其後續行為22」。與美國人工智慧未來法案之規定，多有類似之處。 

  觀察上開之見解，仍係處於較為廣泛、抽象之概念，尚缺乏具體操作之可

能，然而有鑑於人工智慧包括各種方法和技術，如機器學習，機器推理以及機

器人技術等，目前缺乏完整統一之定義應屬正常。本文所提及之人工智慧如同

前文所述，基於其科技之發展現況並無法進行明確定義。是以，當本文提及人

工智慧時，其所指涉者乃指有一定能力分析、推理所接收之資訊並進行「自我

決策」，並且在某程度上足以逸脫其設計者或使用者預測之「電腦程式」或其搭

載之「硬體系統設施（包況但不限於機器人）」；而筆者在有關著作權法部分研

究者，乃係自然人利用足夠進步之人工智慧「電腦程式」或「硬體系統設施」

進行創作，以致自然人與人工智慧之間，逐漸無法區分何者為創作之主體。 

二、本文指涉之法律上主體 

  一般所謂之法律上主體，在現代法體系之下可約略分為「自然人」與「法

人」二類，我國民法亦於第 6 條、第 26 條分別規定自然人及法人得享受權利負

擔義務之能力。而於人工智慧是否得為法律主體之討論過程中，歷來素有各類

討論以自然人為基準並加以比較，進而判斷人工智慧作為法律主體之當否。本

文在此欲強調並先行聲明，本文中所使用「法律上主體」，其所欲和人工智慧進

行分析者，僅限於諸如「法律上之人(Legal person)23、法律主體 (Legal 

subject)、法律個體(Legal entity)」之概念。於目前科技發展下，人工智慧目前

                                                      
22 European Commission High-Level Expert Group on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A Definition of AI: Main 

Capabilities and Scientific Disciplines(2019), available at 

https://ec.europa.eu/newsroom/dae/document.cfm?doc_id=56341 (Last visited:2020.6.6). 不過歐洲委

員會在先前對於人工智慧之定義為：「人工智慧(AI)係指能夠透過分析環境，且以某程度之自主

性採取行動，進而實現特定之目標，由此展現出智慧行為之系統。該系統並得以虛擬軟體或將

其嵌入硬體設施存在」。  
23 “a body of persons or an entity (as a corporation) considered as having many of the rights and 

responsibilities of a natural person and especially the capacity to sue and be sued.” Merriam-Webster 

Law Dictionary, Legal Definition of legal person, available at https://www.merriam-

webster.com/legal/legal%20person (Last visited:2020.6.4). 



‧
國

立
政 治

大

學
‧

N
a

t io
na l  Chengch i  U

niv

ers
i t

y

DOI:10.6814/NCCU202001717

 
 

13 
 

尚未被證實或有可信之推論其將具備「自然人」之部分特質，諸如「自我意

識」、「道德認知」等要素，因此本文中並不會就人工智慧能否感受刑罰之痛

苦，是否能有自我意識、是否能夠認識事物本質，或是否能夠意識到自己正在

創作等問題，進行哲學、倫理道德層面上之論證，為免誤會先行敘明。是以，

雖有學說或輿論主張終有一日人工智慧得擁有自我意識或得作為道德主體存

在，然而基於目前人工智慧之發展尚難謂其已然可能，而為本文討論範圍之

外。 

  據此，本文中所使用人工智慧視為法律主體之論述，無論係以法律上主

體、法人或係電子人等不同稱呼，皆無將人工智慧與自然、生物學上之人

(Homo sapiens)同等而視之意圖與表現，本文亦無欲基於部分道德哲學脈絡下，

主張將人工智慧視為可承擔道德責任之主體。在本文之論述脈絡中，人工智慧

僅僅類似於「公司法人」此等在社會之中具有某程度實踐價值，而以法律加以

規範其權利義務之存在。基於上述說明，本文將檢視人工智慧作為一個法律主

體在社會上、著作權上之實踐利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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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人工智慧發展與著作權法適用之研究 

壹、序言 

  在論述著作權法如何因應人工智慧所帶來的挑戰之前，有必要檢視現今人

工智慧於創作上之發展，以利具體評估其對於社會及相關市場之影響，並且確

認目前著作權法對其科技所採取之態度。這樣的評估至少應包含兩個層面的考

察，一為事實上之科技發展，二為法律規範之現況。 

  因此，本章第一個重點，在於考察部分利用人工智慧創作之「現有且盡可

能進步」之案例，並指出相關創作可能產生著作權主體之爭議，因此將以發展

速度尚稱最新穎之「GPT-2 語言模型」以及「生成對抗網路」作為研究對象。

在此提出之案例，亦會成為第四章中作為各種法律觀點討論之參考。而有關如

何判斷其發展程度之標準，依據學者沈宗倫之見解，若以人工智慧創作過程中

所具備之貢獻、獨立自主程度作為基礎，能夠將人工智慧之科技發展程度分為

三階段：「人工智慧作為單純之工具存在」、「人工智慧處於工具與自主之間」、

「人工智慧得自主決策行動」24。本文將以此標準確認其於創作領域之發展程

度目前位於何處。惟針對其人工智慧技術之詳細內容及專業知識並非筆者所能

企及，因而此部分僅將大略介紹其科技，並將重心置於人工智慧在創作上之應

用。 

  其次，在人工智慧創作過程中所涉之主體爭議應為兩階段之問題，最初為

人工智慧是否得為事實上創作主體之問題，本文將對此採偏向肯定之態度25；

                                                      
24 這樣區分並未呈現細緻的科技差異，但可認為得整體觀察出各階段之中，智慧財產權相關法

規所面臨的議題、採取之處理手段將會明顯地有所不同。參沈宗倫（2018），〈人工智慧科技與

智慧財產權法制的交會與調和－以著作權法與專利權法之權利歸屬為中心〉，劉靜怡（著），《人

工智慧相關法律議題芻議》，頁 187，元照出版公司。 
25 利用人工智慧所創作之作品（無論人工智慧貢獻程度之高低）是否具備人工智慧之表達、原

創性或創作性等爭議，在此並非本文重點之研究對象，但作為討論人工智慧在智慧財產法上得

否作為法律主體爭議之前提，本文傾向肯定某些人工智慧所創作之作品可能已具備原創性或創

作性，因此肯認人工智慧具備著法律上創作主體（著作人）之適格性。 



‧
國

立
政 治

大

學
‧

N
a

t io
na l  Chengch i  U

niv

ers
i t

y

DOI:10.6814/NCCU202001717

 
 

15 
 

其二，若承認人工智慧得為事實上創作主體，又是否得為法律上創作、權利主

體。針對人工智慧作為法律主體之論爭將於本文第三章討論，而上開著作權主

體問題之具體分析將會在本文第四章進行論述，合先敘明。因此，本章第二個

重點，即是整理各國（包含歐盟）現有著作權法中有關創作主體、權利主體之

規定，試圖分析目前現有法規是否仍能妥善處理人工智慧創作所衍生出之權利

主體問題。 

貳、人工智慧創作之近期案例 

一、語文創作 

（一）相關技術：GPT-2 語言模型 

  在 2019 年 2 月，非營利研究機構 OpenAI 利用神經網路架構中

“Transformer 模型”之技術以及自我注意力機制(self-attention)，公布了新研發之

GPT-2 語言模型，並以模型中 15 億個參數(parameter)、800 萬個網頁、總共

40GB 的文本資料進行訓練。而該語言模型之目的極為簡單：透過任何文本中

前段所提供的所有單字，去預測並產生下一個單字。而上開龐大的文本資料集

在語言上之多樣性，也使得上開 GPT-2 語言模型得以自然地適應各種文本的差

異，而不會像過往的語言模型有著跨文本（如從寫詩轉換領域至寫劇本）便無

法產生有意義語句的情形26。 

  依據 OpenAI 之說法，GPT-2 語言模型顯示了其具備廣泛的功能性，包括產

生超越先前人工智慧技術的語句撰寫之能力，透過使用者輸入之內容進而使其

                                                      
26 Alec Radford, et al., Better Language Models and Their Implications(2019), available at 

https://openai.com/blog/better-language-models/ (Last visited:2020.6.4). 

此外，2020 年 5 月起 OpenAI 宣布已研發 GPT-3 語言模型，並將於同年 6、7 月逐步公開測

試，GPT-3 語言模型具有 1750 億個參數，整體表現比起 GPT-2 更為優異，然本文完稿前並未有

足夠資訊與使用案例參考，因此乃以 GPT-2 作為本文案例。See generally Tom B Brown, et al., 

Language models are few-shot learners(2020), available at arXiv preprint arXiv:2005.14165 (Last 

visited:2020.8.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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產生後續語句。此外，其所開發出 GPT-2 語言模型之表現比起利用特定領域

（如維基百科，新聞或書籍）訓練的其他語言模型更為優異，並且無需再利用

這些特定領域中訓練資料。在回答問題，理解文義，將文本摘要以及翻譯之類

的目標上，GPT-2 能夠使用原始資料來進行學習，而無需使用特定目標的訓練

資料，並且達到了令人驚訝的程度。 

  在人工智慧工程師 Adam King 所建立的“Talk to Transformer”網頁中，便利

用了全尺寸（15 億個參數）的 GPT-2 語言模型。網頁使用者可以提供任何種類

文本之語句（從新聞、食譜到詩作等等），Talk to Transformer 都能隨機撰寫出

在某程度上符合該段語句文義的後續發展，藉此讓使用者能夠了解 GPT-2 語言

模型撰寫文本的程度。 

  舉例而言，筆者於 Talk to Transformer 網頁中輸入了 “U.S. president Trump 

just declared that” 之後，該語言模型隨即產生了幾可亂真的後續語句 “North 

Korea is a ‘big, big problem.’ Trump made the comments in an interview that aired on 

Fox News on Tuesday. The president said North Korea's actions ‘shouldn't be taken 

lightly.’ ‘I feel it's very hard for the United States to do anything other than be very 

strong, very determined and very headed in the right direction,’ he said. [Trump also 

says he would be willing to meet Kim Jong Un]” 27。可以注意到，其語句之通順程

度似已足夠與人類相較。 

  基於 GPT-2 全尺寸語言模型在模擬文本上所展現出的擬真性，OpenAI 特別

指出了其除了運用在寫作輔助、即時翻譯以及語言識別外，更有可能被惡意運

用於偽裝成網路使用者或產生誤導性新聞、網路釣魚文章、製作虛假、垃圾訊

                                                      
27 筆者最初於 2020 年 4 月 25 日在該網站嘗試輸入一部分英文食譜、劇本、論文、詩作及新聞

之內容，在數次嘗試中儘管產生之文本內容有些怪異且不一定符合常識，但大部分皆能夠產生

符合文法與一定連貫性之語句。See Adam King, Talk to Transformer, available at 

https://talktotransformer.com/ (Last visited:2020.6.30). 

惟筆者於 2020 年 6 月 30 日發現 Talk to Transformer 網頁因資金不足而不再營運，特此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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息等不當目的28。因此 OpenAI 在公布 GPT-2 語言模型後，並未一次性地釋出全

尺寸之模型，而係透過實際觀察使用情況，循序漸進釋放出完整之程式碼29。 

  而學者針對利用 GPT-2 語言模型使用情形的研究報告中，其與人類文本的

接近性需要特別提及。康乃爾大學之學者 Sarah Kreps 利用 GPT-2 語言模型，產

生出虛假之新聞內容提供不知情之受試者閱讀，並於揭露事實後採訪受試者。

其研究發現，雖然許多受試者認為這些文章之內容可能屬於「假新聞」，但是卻

沒有任何讀者試圖指出「這些文章並非由人類撰寫。」30。Kreps 另外也針對

500 人進行一般報紙文章與 GPT-2 語言模型產出文章進行可信度之測試，其亦

發現有 72%的人認為 GPT-2 語言模型所產出之文章可信31。因此，雖然其新聞

之可信性尚待更廣泛的研究，但單就此點觀之，似乎透露出至少在自然語言的

使用上，GPT-2 語言模型與人類寫作程度已能夠相互比較之外，更有可能混淆

一般讀者，使其信賴作者之人類身分以及內容之真實性。 

（二）運用 GPT-2 之創作 

  除了上述 GPT-2 語言模型在產生新聞報導等運用上，亦可看見部分人士已

有利用其技術投入相關語文創作之嘗試。在 2019 年，Nick Walton 利用上開全

尺寸（15 億個參數）的 GPT-2 語言模型，最初提供了 30MB 資料量的小說文本

作為訓練資料且花費了 12 到 16 個小時進行模型訓練32，設計了一款文字冒險

遊戲“AI Dungeon” 33。使用者可以透過輸入各式語句描述角色在遊戲文本中之

                                                      
28 See Radford, et al., supra note 26. 
29 Id. 
30 Irene Solaiman, et al., Release strategies and the social impacts of language models, RELEASE 

STRATEGIES AND THE SOCIAL IMPACTS OF LANGUAGE MODELS, Appendix E: Perceived Credibility of 

GPT-2 Synthesized News Articles, 4 (2019). 
31 Sarah Kreps & R.Miles McCain, How AI Is Making Fake News Look Real, Foreign Affairs(2019), 

available at https://www.foreignaffairs.com/articles/2019-08-02/not-your-fathers-bots (Last 

visited:2020.6.9). 
32 Jason Boog, How the Creator of AI Dungeon 2 Used GPT-2 To Create Neverending Adventure 

Games(2019), available at https://towardsdatascience.com/the-creator-of-ai-dungeon-2-shares-gpt-2-

finetuning-advice-e5800df407c9 (Last visited:2020.4.21). 
33 https://aidungeon.io/ (Last visited:2020.4.21) 

https://aidungeon.i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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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動或者設定故事之場景，不受到開發人員設計之限制自由地撰寫部分故事情

節；而 AI Dungeon 將會基於使用者所輸入之語句，透過預測隨機產生後續情節

發展，其人工智慧設計之概念，正係出自於桌上型遊戲中主持人之角色。 

  AI Dungeon 所具備之情節發展能力，目前距離撰寫完整的故事情節尚有一

段距離，雖然能夠在每一次對話回合撰寫一定份量的情節，但依然需仰賴使用

者輸入語句以決定故事的大致走向。不過，在某些情況 AI Dungeon 有時仍會遺

忘前段文本中所發生之情節，或者產生部分與先前故事內容、現實情況相悖，

甚而天外飛來一筆的發展。 

  為了適度呈現 AI Dungeon 如何具體與使用者進行故事創作，筆者在此以其

預設之末日生存情節作為故事開頭，並節錄了以下互動過程（網底文字為 AI 

Dungeon 自動生成）： 

  You meet the leader who knows something about your past. 

  You walk into the kitchen where a man with short dark hair sits at a 

table eating his lunch. His eyes scan you as soon as he sees you, but he 

doesn't say anything. The man looks like he could kill you right then and 

there, so you don't bother him. 

  You seat in front of him. 

  You sit down in front of the man. He stares at you for a moment 

before speaking. "I'm sorry about your friend." 

  You slap on the table and say "No, you're not sorry."  

  You quickly grab a large knife from the table and hold it up. "This 

isn't about me, this is about everyone else." "Yes, I know, but... 

  You say "How much did you know?"  

  The man takes a deep breath and sighs. "I didn't really know too 

much about him. I just knew he was good at what he did, and that's all I 

needed to hear. 

  You say "OK. let's never talk about that again. Truce?" 

  The man nods and smiles. "Deal." You go back to your camp a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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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pend the rest of the day thinking about how fucked up everything is.34 

  在上開例子中，至少可以觀察到使用者輸入角色之行動或發言，AI 

Dungeon 除了理解使用者輸入之內容外，亦於後續回應產生足夠長度、用詞適

當、語意通順並且能夠順利發展情節之文本，而這些經由 AI Dungeon 自主預測

所產生之內容，自然不屬於使用者原先所創作之範圍。 

  綜上所述，應可認為利用 GPT-2 語言模型作為創作媒介的 AI Dungeon，在

創作上所代表的意義十分重大。其允許了不熟悉英語文法、寫作之使用者透過

輸入簡單的句子，產生意料之外的故事情節與細節描寫，進而得以與 AI 

Dungeon「共同」、「接力」地撰寫故事內容。並且可以認為，不熟悉英語的使

用者實際上無法透過自己的英語寫作能力，獨力撰寫出 AI Dungeon 所負責生成

之部分故事內容。那麼如何認定創作者即可能產生爭議，而筆者認為或許難以

斷定人類使用者為 AI Dungeon 創作之著作人（或唯一之著作人）。 

二、圖形創作 

（一）相關技術：生成對抗網路(Generative Adversarial Network) 

  2014 年，學者 Ian Goodfellow 等人提出一種人工智慧構想，將其稱之為

「生成對抗網路(GAN)」的非監督式訓練方式35。此等訓練方式，係設計一個生

成網路以及一個監督網路。首先，生成網路將盡可能地模仿其學習之資料，而

監督網路則負責分辨生成網路之輸出是否屬於學習資料，生成網路並試圖以其

輸出成果欺瞞監督網路，使其認定為真實。透過兩個神經網路（生成網路與監

督網路）相互競爭對抗，可以在此過程中自主性的發展進步，因此大量減去開

發過程中設計者投入標示資料種類及監督之勞力及時間，進而達成人工智慧以

                                                      
34 AI Dungeon 目前無法以單純複製網頁連結之方式分享故事內容，因此筆者僅在此提供相關資

訊以供參照。Title:survivor, Created: April 20th at 10:55PM, ID:1d29ed34-2ca7-433e-9562-

83b8c047348b. 
35 See generally Ian Goodfellow, et al., Generative adversarial nets (20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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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監督方式學習之目的，GAN 更是為圖像生成、語音辨識等人工智慧領域上帶

來極大之進展。 

  而在 2018 年 12 月，NVIDIA 公司之研究人員 Tero Karras 等人發表了

“StyleGAN”生成對抗網路36，並以此方式訓練人工智慧產生極度擬真之人物、

物品等照片。其以先前機器學習技術之生成對抗網路(GAN)為基礎，在其所產

生圖像之品質上，超越了先前所開發的 GAN 技術，StyleGAN 並於 2019 年 2

月開源公布其程式碼。同年 12 月，Tero Karras 等人再度發表了 “StyleGAN 2”

技術，比起一年前所研發之 StyleGAN 技術更為成熟。透過重新設計 StyleGAN

內部網路架構，進一步修正了其於生成某些圖片時所產生的不自然偽影

(artifact)，以及其他原先 StyleGAN 具備的瑕疵37。 

（二）運用生成對抗網路之創作 

  在 GAN 的想法提出後，利用其進行藝術創作之案例便宛如雨後春筍之姿

竄出38。2017 年 4 月，日本京都大學學生岡田侑貴察覺了 GAN 在圖像創作以及

商業利用上的可行性，成立了 Data grid 株式会社39，目標以 GAN 技術與各領域

之公司合作。近期岡田侑貴更以日本 3 萬名女性之肖像照為訓練資料，試圖製

作非真人之「虛擬偶像」，岡田侑貴更表示未來期望能夠進一步開發出全身性的

虛擬人類圖像，進而利用於服飾業模特兒、擬真遊戲角色等原先可能需要真人

                                                      
36 See generally Tero Karras, et al., A style-based generator architecture for generative adversarial 

networks (2019). （該文章解釋基本原理係輸入兩張圖片，並透過 StyleGAN 內部函數將兩圖片

之風格混和，藉此產生新圖片，筆者對該技術之詳細內容未能全盤理解，該技術之詳細內容亦

非本文重點，是以在此僅略微說明之）。 
37 See generally Tero Karras, et al., Analyzing and improving the image quality of stylegan, ARXIV 

PREPRINT ARXIV:1912.04958 (2019). 
38 網路上紛紛出現如「This Person Does Not Exist」、「These Cats Do Not Exist」等利用 GAN 技

術呈現人工智慧創作圖片之網站。 
39 株式会社データグリッド, available at https://datagrid.co.jp/ (Last visited:2020.6.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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輔助之工作40。 

  2017 年，美國大學學者 Ahmed Elgammal 等人即改進了上開 GAN 技術，

進而研發出 CAN 創意對抗網路(Creative Adversarial Networks)41，透過範圍從 15

世紀至 21 世紀的大量圖像作為學習資料，並且針對其模型進一步設計，使得監

督之神經網路除了能夠判斷生成之創作是否屬於真實圖像以外，更能對其畫作

之風格可能屬於何種畫派進行分類。依據其論文之結論，CAN 創意對抗網路比

起 GAN 而言，更賦予了人工智慧在圖像生成上創造新穎、創意作品的能力，

使其所產生之作品能夠與其學習或輸入之資料產生更為明顯之差異42。並且，

在其進行之辨別測試下，CAN 所創造之畫作被超過一半的受測民眾判斷為人類

所創作，且其作品之品質，在評價上有超越人類作品之可能性43。 

  2018 年，Hugo Caselles-Dupré 等人收集了 14 世紀到 20 世紀間一萬五千幅

肖像畫作為訓練資料，產生出一幅由 GAN 技術所產生的畫作 “Edmond de 

Belamy, from La Famille de Belamy44”。其以中世紀人物肖像畫的風格描繪了一

名不存在的中世紀貴族 Edmond de Belamy，並且於畫作下方呈現一行數學方程

式作為畫家之簽名。本幅畫作在紐約佳士得拍賣行以 43 萬 5 千美元之高價賣出

──比起其原先預估之 7 千至 1 萬美元之價格高出數十倍45。比起先前 Google 透

                                                      
40 京都新聞, 架空アイドルを自動生成、第 3 の AI 京大生らベンチャー「データグリッド」
が注目される理由(2020), available at https://www.kyoto-np.co.jp/articles/-/178357 (Last 

visited:2020.6.7). 
41 See generally Ahmed Elgammal, et al., CAN: Creative adversarial networks, generating" art" by 

learning about styles and deviating from style norms, ARXIV PREPRINT ARXIV:1706.07068  (2017). 
42 Id. at 20. CAN 具備創意能力之原理，乃係透過獎勵機制使生成網路產生具有一定獨特性，卻

又不會被監督網路認定為虛假之圖像，藉此強迫生成網路產生不屬於訓練資料風格的畫作。當

然亦有學者對於 CAN 之運作是否可稱得上是創造藝術採懷疑態度，認為 Elgammal 等人判斷創

意的標準過低或其缺乏發展可能性。See also Aaron Hertzmann, Can computers create art?, 7 ARTS 

2, 36 (2018). 
43 毛舞雲（2019），〈人工智慧創作品之著作權保護──從繪畫機器人談起〉，《交大法學評論》，

5 期，頁 92。 
44 Eugene Ch'ng, Art by Computing Machinery: Is Machine Art Acceptable in the Artworld?, 15 ACM 

T MULTIM COMPUT 2s, 59:7 (2019). 
45 Ch'ng, 59:6 (20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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過“Deep dream”扭曲原始圖片而產生之抽象畫作46，似乎更具有實際上創作之外

觀，同時也代表著人工智慧邁出古典藝術圈的一步。 

  而在 StyleGAN、StyleGAN 2 圖像生成技術之程式碼經過開源公布後，許

多研究者即迫不及待將其運用在各領域上，其中不乏依循著上述將人工智慧創

作投入市場，尋求市場認同及其經濟價值者。程式設計者 Bilal Tahir 受到

StyleGAN 之啟發，自行利用 StyleGAN 搭配在 Flickr 圖片網站上所合法收集之

資料庫，建立了 “9 GANS” 網路藝廊47，其每小時將產生 9 幅由人工智慧所產

生之全新畫作，其風格囊括肖像畫、風景畫及抽象畫等範圍，透過 StyleGAN

之訓練將其學習到的畫作混合並加以新生。其所產生之畫作，亦開放有興趣者

以每幅 24.99 美元之價格購買實體印刷之畫作。 

  除此以外，業餘研究者 Gwern Branwen 利用 StyleGAN 與 StyleGAN 2，以

特定網站上所收集之約有 369 萬張動畫、漫畫之人像圖片，大約 3TB 大小之資

料庫進行訓練，使其產生總共 10 萬張原創並具有日本動畫風格之女性臉孔48。

與其概念相同的，另有 Sizigi Studios 所製作之“Waifu Labs”49，其藉由隨機產生

具有日本動畫風格之女性肖像，逐步提供其他選項如色彩、畫風細節與肖像方

向等，允許使用者加以選擇後產生最終之結果。值得一提的是，Waifu Labs 先

前於 2019 年洛杉磯舉行之動畫博覽會(Anime Expo)以此方式製作自動販賣機，

                                                      
46 何孟遠（2019），《論人工智慧之創作與著作權侵權》，頁 113，世新大學智慧財產權研究所碩

士論文。 
47 Bilal Tahir, 9 GANS, available at https://9gans.com/ (Last visited: 2019.6.8); See also Bilal Tahir, 

How I built 9 GANS: An AI Generated Art Gallery, Part 1(2019), available at 

https://towardsdatascience.com/how-i-built-9-gans-an-ai-generated-art-gallery-app-part-1-

277b24718e2 (Last visited: 2019.6.8). 
48 Gwern Branwen, This Waifu Does Not Exist, available at https://www.thiswaifudoesnotexist.net/ 

(Last visited:2020.4.25); See also Gwern Branwen, This Waifu Does Not Exist(2020), available at 

https://www.gwern.net/TWDNE (Last visited:2020.4.25). 
49 Sizigi Studios, Waifu Labs, available at https://waifulabs.com/ (Last visited:2020.6.8). 惟該網站上

並未說明係以何種模型及資料庫進行開發，經筆者於社群網站推特詢問 Sizigi Studios，其表示

開發方式係屬商業秘密。但依據該網站推出之時間點以及其產生圖片上之水滴狀偽影，筆者目

前推論其應係使用 StyleGAN 作為模型。此外，該網站上亦未說明 Sizigi Studios 團隊內之成

員，故在此僅以 Sizigi Studios 為作者。以上推論若有違誤，文責由筆者自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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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參加者得現場選擇、製作並列印出成果50。其後受到該模式成功之激勵，

Sizigi Studios 亦於“Waifu Labs”網站上販售印有人工智慧生成圖片（經使用者選

擇產生）之抱枕、海報。 

  由上開案例觀察，藉此亦可觀察出目前運用人工智慧所產生之創作無論是

否被稱之為「藝術」，卻早已展現出其具備經濟價值，存在著商業上利用之可能

性，人工智慧之創作並非單純未來學之空想，而是隨著時間演進即將對社會及

法律造成影響之先進科技。 

三、分析：趨近於創作發展之第二階段 

  如何解讀上開 GPT-2 語言模型與 GAN 生成對抗網絡之運用在人工智慧創

作上所具備的意義，將會是現在對於人工智慧之創作發展程度定位的重要標

準。學者 Buning 於 2016 年指出，現今的人工智慧系統無論其輸出之成果多麼

複雜且不可預測，但其仍缺乏諸如計劃性和主動性等重要之功能，而尚不能稱

作「完全自主」的通用型人工智慧創意主體(Creative Agents)51。對伊而言人工

智慧是否具備計劃性和主動性似乎係非常重要之判斷標準。 

  然而，正如上開案例所描述，在利用 GPT-2 語言模型與 Style GAN 生成對

抗網路所進行之創作中，相關人工智慧之發明者所付出之貢獻為相關程式及神

經網路模型之設計、規劃；訓練者則可能收集了大量資料數據；而使用者則是

在最終步驟中控制並主導相關創作的方向。我們可以觀察到，發明者本身主要

貢獻之處乃係人工智慧系統之設計。舉例而言，GPT-2 語言模型之設計目標僅

為透過文本前段文字，去「預測」下一個單字而已；而 OpenAI 中設計 GPT-2

語言模型之訓練者所提供之資料乃係透過 800 萬個網頁、總共 40GB 的資料，

                                                      
50 Sizigi Studios, How we built the Waifu Vending Machine(2019), available at 

https://waifulabs.com/blog/ax (Last visited:2020.6.4). 
51 Madeleine de Cock Buning, Autonomous intelligent systems as creative agents under the eu 

framework for intellectual property, 7 EUR. J. RISK REGUL. 2, 313 (20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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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篩選之標準係以「人為設計之網頁」以及「Reddit 論壇中有影響力之超連

結」為主；對於使用者而言，則僅僅輸入了提供人工智慧參考用之語句並且大

致決定了整體文本的主題（例如 Talk to Transformer 即是如此）。因此，在這些

案例之運用上，恐難以說明人類在這一系列的創作過程中，存在著任何創作語

文作品意圖、想法與表達行為之直接連結，於事實上進行創作之行為，似可考

慮承認係由人工智慧所執行。 

  此外，GPT-2 語言模型與 GAN 圖像生成之人工智慧，並不僅是單純地複製

訓練之資料，或者對於人類輸入之指令照單全收，實際上參與利用過程的人類

除了難以預料其運作所產生之結果外，研發過程中設計者、訓練者更是透過各

類方式賦予其產生創意之能力。並且除了人工智慧設計之基礎上可能具備創作

之能力，從各種案例中的受試者調查觀之，亦呈現出 GPT-2 與 StyleGAN 所產

生之作品可能產生足以被解讀為具有創作力之外觀。 

  在 AI Dungeon 案例中，人類係以設計、訓練及（使用者）共同創作之方

式，使人工智慧執行實際上創作之任務，在某種程度上或許可認為該作品係人

類與人工智慧協力而成，人類與人工智慧皆可能被認定有表達之行為存在52。

而 CAN 創意對抗網路、Waifu Labs 以及 9 GANS 網路藝廊等圖形創作，除了開

發者設計程式碼與提供資料訓練外，並無其他實際參與創作之行為，如此一來

該等自然人是否具備著作權法所規範之表達行為，更是難以確認，因此在創作

貢獻之光譜上，其創作有可能被判定位於距離人工智慧較近而距離人類較遠。 

  綜上所述，依據筆者之觀點，上開案例中人工智慧所展現出之創作能力，

至少非常趨近於前述人工智慧發展三階段中之第二階段，亦即雖然其並不完全

具備自主創作之能力，但也無法被簡單地歸類於發展第一階段中所謂工具性之

角色。因此，應有必要進一步探討現有著作權法規對於相關主體又係如何規

                                                      
52 沈宗倫，前揭註 24，頁 200。其認為此時或許得考慮認定其屬於共同表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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範？又是否可認為現有之法規範已足以因應日漸進步的科技？實乃一大疑問。

是以，下一節將收集整理各國現有著作權法規針對主體之相關規定。 

參、各國著作權法中有關「主體」之現有規範 

一、各國著作權法中「主體」規定之現況 

（一）美國 

  美國對於著作權主體是否不以人類為限之討論，應可追溯至 1966 年美國著

作權註冊局對於電腦生成作品之觀察。當時已出現部分利用電腦進行部分的自

主創作（例如音樂作品）之申請註冊案例，因此註冊局即提出了電腦於創作上

之貢獻可能帶來之爭議53。雖然註冊局並未說明相關申請作品是否受到核准，

但其將問題明確聚焦於電腦在其生成作品具備的創作行為上：「所謂作品是否係

指人類的創作之一，而電腦僅僅係輔助工具？又或此等作品中構成創作之要

素，實際上並非由人類構思而係由機器執行？」54。 

  嗣後於 1974 年，國會設立了著作權新技術使用國家委員會(Commission on 

New Technological Uses of Copyrighted Works，CONTU)，其設立目的之一即為

處理電腦生成作品之著作權歸屬問題55。針對此點，CONTU 認為該時代下的電

腦仍如同相機或打字機一般，僅僅是輔助人類之工具。因此，沒有必要處理著

作權註冊局提出之問題。CONTU 並以此作為結論，除了指出在大多數情形，

利用電腦輔助生成作品之作者應為電腦之使用者之外56，更說明了「電腦獨立

                                                      
53 Arthur R Miller, Copyright Protection for Computer Programs, Databases, and Computer-

Generated Works: Is Anything New Since CONTU?, HARV. L. REV., 1044 (1993). 
54 U.S. Copyright Office, SIXTY-EIGHTH ANNUAL REPORT OF THE REGISTER OF 

COPYRIGHTS 5 (1966). “The crucial question appears to be whether the ‘work’ is basically one of 

human authorship, with the computer merely being an assisting instrument, or whether the traditional 

elements of authorship in the work (literary, artistic, or musical expression or elements of selection, 

arrangement, etc.) were actually conceived and executed not by man but by a machine.” 
55 Miller, 1044 (1993). 
56 National Commission on New Technological Uses of Copyrighted Works, Final Report of the 

National Commission on New Technological Uses of Copyrighted Works, July 31, 1978 45 (Library of 

Congress 197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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創作之作品在缺乏人類作者之狀況，將不具備可著作權性57」。 

  此後人工智慧在創作能力之發展尚未有重大突破58，上開官方看法似因此

延續至現今，美國著作權法有關主體規定者為第 201 條規定：「依本法受保護著

作之著作權，歸屬於該著作之著作人(Author)59」，由本條規定得以推知其著作

權利主體必須係著作之著作人。但是該著作人所涵蓋之射程究竟多廣，在法規

中似未明確說明。 

  然而，依據美國著作權局所發行的第三版實務概要第 306 條第 1 項之規

定：「美國著作權局將允許原創作品註冊，但前提為該作品係由人類(human 

being)創造60」，該條另外說明其原因係「著作權法僅保護基於心智創造力之

『知識勞動成果』，由於著作權法限於『著作人原創之智慧概念』，因此，如果

著作權局確定並非由某人類創作該作品，則將駁回該作品之註冊申請」；此外，

在同概要的第 313.2 條中，再次重複上開 306 條之意旨，並進一步說明「著作

權局不登記欠缺任何由人類著作人所為之創作性投入或干預，而僅由機器或純

粹隨機地或自動化運行的機械過程所製作的作品61」。 

  從上開規定視之，美國現有著作權相關法規上對於利用人工智慧進行創作

之立場已非常明顯：所謂著作之概念係指人類的心智創作，著作權保障的是人

                                                      
57 Id. at 45. 另可參閱陳昭妤（2017），《論人工智慧創作與發明之法律保護: 以著作權與專利權

權利主體為中心》，頁 75-76，國立政治大學科技管理與智慧財產研究所碩士論文。 
58 1986 年美國國會技術評估局(Office of Technology Assessment, OTA)亦有提出報告檢視以電腦

為媒介之著作問題，儘管 OTA 認為電腦之能力相較於 CONTU 討論時已有進展，但仍未根本地

動搖 CONTU 以來保持之見解。參郭建甫（2018），《人工智慧生成作品之著作權問題研究》，頁

35，國立政治大學科技管理與智慧財產研究所碩士論文。 
59 17 U.S.C. §201(a) “Initial Ownership. – Copyright in a work protected under this title vests initially 

in the author or authors of the work. The authors of a joint work are coowners of copyright in the 

work.”   
60 The Article 306 of the Compendium of US Copyright Office Practices: “The U.S. Copyright Office 

will register an original work of authorship, provided that the work was created by a human 

being…”；參曾更瑩、吳志光等（2018），《「人工智慧之相關法規國際發展趨勢與因應」委託研

究計畫結案報告》，頁 17，國家發展委員會委託理律法律事務所研究。 
61 “Similarly, the Office will not register works produced by a machine or mere mechanical process 

that operates randomly or automatically without any creative input or intervention from a human 

author.”；參曾更瑩、吳志光等，同上註，頁 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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類「心智勞動之成果」，因此創作主體──著作人僅可能為自然人，依循此理，

著作權基本上並無任何得以歸屬於非人類個體的可能62。 

  同樣將著作之權利主體限定在人類的觀點，亦可以從近期的代表性案件

「猴子自拍案」判決再次確認63，美國法院在實務上對於著作權法是否將非人

類之個體視為著作人此一爭議，亦採取否定之態度。北加州地方法院 William 

Orrick 法官依據判決先例認為，若是國會及總統有意授與動物著作權相關之權

利，使其能夠如同人類和法人一般提起訴訟，那麼其應該會以明文規定之（然

而目前並無）64。因此，Orrick 檢視了現有的美國著作權法，並且判斷現在無法

得出該法承認動物在著作權法上有任何作者或法定之地位而言，Orrick 更表示

此一主體地位爭論應由國會與行政機關進行決斷，而非交由法院負責。是以目

前依據著作權法規及著作權局之實務概要，無法認為在本案中猴子為其拍攝相

片之作者。 

  而在「猴子自拍案」上訴至第九巡迴法院後65，上訴法院則再次肯認了地

方法院的見解，判決中多數法官依循著鯨豚案件之判決先例中所發展出的原

則：動物並非不得享有憲法上訴訟之權利，但「如果法律明文規定動物有法律

地位，動物方能享有法律上地位，反之，若法律未明定動物的法律地位，動物

則不具有法律上地位。66」，是以，在著作權法並未明文規範之情況下，本案中

的猴子，以及其他有別於人類之動物皆無法稱作著作權法上之作者並享有著作

權。 

                                                      
62 例外是透過 17 U.S.C. §201(b) 以職務上創作(Works Made for Hire)之規定將著作權視為由雇主

（法人）取得以外，但實際上進行創作之人仍係自然人。參陳昭妤，前揭註 57，頁 65。 
63 本案簡要之事實為：動物保護團體 PETA 以一隻印尼黑冠獼猴 Naruto 訴訟代理人(Next 

Friend)之身分自居，代理該獼猴對於攝影師 David Slater 等提起民事告訴，主張 Naruto 利用

Slater 之相機所自拍的照片著作權受到侵害。有關本案詳細事實，可參王筱如（2018），〈從

「猴子自拍照案」看非人類創作之著作權保護〉，《智慧財產權月刊》，239 卷，頁 7。 
64 Naruto v. Slater, 2016 WL 362231 (N.D.Cal., 2016)；陳昭妤，前揭註 57，頁 54。 
65 Naruto v. Slater, 888 F.3d 418 (C.A.9 (Cal.), 2018) 
66 王筱如，前揭註 63，頁 10-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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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綜上所述，在美國著作權法體系下可以觀察到其一方面法規不承認非人類

個體具有思考、創作行為之可能，因此也不具有著作權法上主體之地位。另一

方面，美國法院實務則以「猴子自拍案」作為具有代表性之判決，說明在立法

與行政針對非人類個體是否於著作權法中具有主體地位之爭議作出決斷前，法

院並不是處理此一爭議的最佳場所。整體而言，可以認為美國對此議題採取較

為保守之觀點。 

（二）歐盟 

  「有關歐盟之著作權相關法令，原則上依循伯恩公約的精神，並以原創性

作為著作權保護之要件67」，並且其歐盟相關指令之規範乃係以著作人

(Arthorship)為中心，對於著作權利主體之範圍則沒有太多的描述。 

  首先，觀察伯恩公約部分規範之內容，仍能判斷出其所想像之創作主體係

以自然人為主。依據 1979 年伯恩公約第 7 條第 1 項第 1 款有關著作權利保護期

間之規定：「本公約賦予之保護期間，為著作人之生存期間及其死亡後五十

年」、第 7 條之 2 共同著作之保護期間之規定：「前條規定亦適用於共同著作；

但自著作人死亡計算之各期間，應自最後死亡之著作人死亡時起算」。若承認人

工智慧得成為其生成創作之著作人，蓋人工智慧既無所謂生存及死亡可言，因

此自與本條以自然人之生存時及死亡後一定期間為保護之意旨不符，而無法確

定其權利保護之時間長度為何。 

  此外，歐盟委員會(European Commission)於 1998 年提出之“Green Paper On 

Copyright and The Challenge of Technology-Copyright Issues Requiring Immediately 

Action”報告中，亦提及「電腦生成之程式」著作權之問題，其結論認為：「著

作權保護基礎在於投入足夠的技巧以及勞力於作品中，該作品才具有原創性。

                                                      
67 曾更瑩、吳志光等，前揭註 60，頁 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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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歐盟傾向保護電腦的使用者，而電腦本質上仍然是工具68」。 

  至於歐洲法院(Court of Justice of the Europen Union，CJEU)，亦曾於各個判

例之中表達了其對於著作人精神之要求。在 Infopaq International A / S v. Danske 

Dagbaldes Forening 一案69，歐洲法院即確認了歐盟 2001/29 指令中第 2 條第(a)

項所指應受保護之著作權，僅適用於能夠表現出「著作人自身的知識及創造力

之創作」。因此，人工智慧無法在歐盟之規範下被視為著作人，並且其創作亦無

法被視為具有原創性之著作並受到著作權法保護70。 

  綜上所述，歐盟整體對於著作權主體之想像（無論係創作主體或權利主

體），仍係以自然人為限，其在討論之基礎上並以「原創性」等因素作為作品之

可著作性要件。正如曾更瑩等人於「人工智慧之相關法規國際發展趨勢與因

應」報告中所指出之歐盟現狀：「現行歐盟著作權相關法令並沒有考慮到人工智

慧創作物，故未規範人工智慧創作物是否具有可著作權性，更未規範權利歸屬

之問題。71」。 

（三）日本 

  依據日本智慧財產權基本法第 2 條規定：「本法所稱智慧財產係指人類通過

創造性活動產生之發明、裝置、植物新品種、設計、作品及其他財產……72」，

已明確指出智慧財產之認定條件係人類創造性活動之成果。此外，日本著作權

法亦於第 2 條第 1 項及第 2 項規定，所謂著作係指表現出思想或感情、具有原

                                                      
68 陳昭妤，前揭註 57，頁 78。 
69 Infopaq International A/S v Danske Dagblades Forening, Case C-5/08, ECLI:EU:C:2009:465; See 

Jani Ihalainen, Computer creativity: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and copyright, 13 J. INTELL. PROP. L. 9, 727 

(2018). 
70 Ihalainen, Id. at 726. 
71 曾更瑩、吳志光等，前揭註 60，頁 26。 
72 知的財産基本法第二条：「この法律で『知的財産』とは、発明、考案、植物の新品種、意

匠、著作物その他の人間の創造的活動により生み出されるも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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創性之創作，而著作人則是創作該著作之人73。 

  單就上開兩法規之文義觀察，應可推論出在整體日本智慧財產權之框架

下，任何創作之可著作性首要之條件，即必須屬於人類利用思想或感情所為之

創作，日本學說基本上亦無不同74，認為所謂著作必須係展現出人類的思考、

心情或情緒的創作75，因此其創作不具備可著作性；除此之外，更因為人工智

慧（電腦程式）非屬人類而係工具之緣故，自不具備創作主體之適格76。單就

日本法規觀之，部分人類參與程度較低之人工智慧創作，在可著作性以及創作

主體之認定過程中已受到了阻礙，根本無法進入權利主體之討論範圍，而直接

不受著作權法保護。 

  日本著作權法之現況，似無法承認人工智慧為創作主體，更不用說是作為

法律上主體取得相關著作權。然而對於近期利用人工智慧進行創作興起之趨

勢，日本政府亦嘗試探討相關之對策。直屬於首相官邸之智慧財產戰略本部近

期於「智慧財產推進計畫 2016」報告當中，指出了相關技術的快速發展，在未

來將會導致著作權法上是否應給予人工智慧創作保障的爭議77。戰略本部暫時

性的結論認為：若是加以保障，則過多的人工智慧創作過度聚集於特定人士，

可能會導致權利過度保護及利用困難之情形；但另一方面，從抑止其他人搭便

車行為以及肯認部分人工智慧創作之投資以及其市場價值之觀點而言，有必要

                                                      
73 著作権法第二条第一項：「著作物 思想又は感情を創作的に表現したものであつて、文

芸、学術、美術又は音楽の範囲に属するものをいう」；同法第二条第二項：「著作者 著作物

を創作する者をいう」。 
74 斉藤博（2007），《著作権法（第三版）》，頁 49，有斐閣。 
75 參中山信弘（2014），《著作権法》，第 2 版，頁 44-55。轉引自曾更瑩、吳志光等，前揭註

60，頁 42。 
76 陳龍昇（2019），〈由日本立法政策探討人工智慧創作成果與智慧財產權〉，《萬國法律》，226

期，頁 44。另可參照文化庁, 著作権審議会第 9 小委員会（コンピュータ創作物関係）報告書
(1993), available at https://www.cric.or.jp/db/report/h5_11_2/h5_11_2_main.html#1 (Last 

visited:2020.5.3). 「（略）…コンピュータ創作物についても、人が思想感情を創作的に表現す

るための『道具』としてコンピュータ・システムを使用したものと認められれば、その著作

物性は肯定されることになる」。 
77 在該段脈絡中描述之人工智慧創作，係指人類參與、貢獻度極低甚而為零之情況下產生之創

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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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供一種新的智慧財產之保護方式78，或有論者指出可能額外建構出類似於商

標註冊保護之制度79。 

  此外，日本智慧財產戰略本部在 2017 年之報告書亦提及了人工智慧創作之

潛力，因此有必要考慮一種能夠促進其發展並給予投資激勵的制度，此外更闡

明了現有智慧財產法體制之下，利用人工智慧所產生之創作僅有兩種可能之處

理方式。首先，若是能確認在創作過程中人類具有一定貢獻者，則可以將人工

智慧視為創作之工具80，進而使該作品取得著作權之保護，著作人即為使用人

工智慧之利用者；反之，若是無法判斷相關人類對該作品具有創造性貢獻（人

間の創作的寄与），而進一步認定人工智慧係自主生成作品時，該作品將不受現

有著作權法制保護81。 

  相較於 2016 年至 2019 年各類分析報告中對於人工智慧創作可能造成之影

響細緻且全面性的觀察分析，智慧財產戰略本部目前於「智慧財產推進計畫

2019」報告中所採取之對策，也僅是綱要性地宣示針對未來人工智慧創作利用

之情況，將會考慮制定相關規定82。 

  綜上所述，日本官方對於人工智慧創作之立場，似乎仍採取較為保守觀望

之態度。雖然智慧財產戰略本部特別強調了人工智慧創作在市場上可能具備一

定的經濟價值，但是現今仍以目前著作權法規作為論理之依據，認定人工智慧

創作不具備思想及情感等可著作性要件、其本身亦不符合創作主體資格而不進

                                                      
78 知的財産戦略本部（2016），《知的財産推進計画 2016》，頁 8， 
79 毛舞雲，前揭註 43，頁 108。 
80 這種看法係依循著 1973 年與 1993 日本文化廳著作權審議會對於如何看待電腦生成作品的結

論。請參照知的財産戦略推進事務局, AI によって生み出される創作物の取扱い（討議用）
(2016), available at 

https://www.kantei.go.jp/jp/singi/titeki2/tyousakai/kensho_hyoka_kikaku/2016/jisedai_tizai/dai4/siryou

2.pdf (Last visited:2020.5.2).（上開報告中儘管可能承認人工智慧創作之可著作性，並進一步去

判斷其著作權歸屬之主體，但其考量之範圍仍僅止於開發者、訓練者或使用者而已。） 
81 知的財産戦略本部（2017），《知的財産推進計画 2017》，頁 12-13， 
82 知的財産戦略本部（2019），《知的財産推進計画 2019》，頁 24-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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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步討論權利主體之問題。 

（四）英國 

  相較上開國家及歐盟，英國係少數針對電腦生成之作品有所規定之國家

83。依據英國「著作權、設計與專利法案 (Copyright, Designs and Patents Act 

1988，CDPA)」第 9 條第 1 項之規定，所謂著作人係指創作該著作之人84，這點

與其他國家或歐盟並無差異。然而，同法第 3 條以下有關著作之定義，卻並不

如前文所提及之各國那樣限定為「實際上」必須為人類創作85，CDPA 法案在某

程度上顯然對於創作本身，並不認為必須由人類進行創作，此規定到目前為止

最主要的適用對象，則是利用人造衛星自動拍攝照片之著作權86。 

  在此，同法第 9 條第 3 項即針對電腦生成作品設有特殊規定：「若係由電腦

生成之文學，戲劇，音樂或藝術作品，則應以創作過程中進行必要安排之人，

視為該作品之著作人。87」；同法第 12 條第 7 項則另外規定了電腦生成作品的

保護期間：「如果作品是電腦生成，則上述規定將不適用，並且著作權將於創作

該作品之年結束後 50 年期滿時失效」。 

  而目前在英國法規下，利用人工智慧創作之著作權利判斷流程即可依照以

下步驟進行： 

  首先，當人工智慧創作產生時，應該要先確認本件作品是否具有人類之著

作人，亦即相關自然人是否在創作過程中提供了足夠的貢獻及原創性等等；其

                                                      
83 曾更瑩、吳志光等，前揭註 60，頁 31。 
84 Copyright, Designs and Patents Act 1988, Section 9(1). 
85 Copyright, Designs and Patents Act 1988, Section 3(1) “In this Part— 'literary work' means any 

work, other than a dramatic or musical work, which is written, spoken or sung, and accordingly 

includes…”(其條文並未明確限制著作必須具備感情、思想或者係人類精神等要件。) See C. R. 

Davies, An evolutionary step in intellectual property rights -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and intellectual 

property, 27 COMPUT LAW SECUR REV 6, 609 (2011). 
86 de Cock Buning, supra note 51, at 315. 
87 Copyright, Designs and Patents Act 1988, Section 9(3): “In the case of a literary, dramatic, musical 

or artistic work which is computer-generated, the author shall be taken to be the person by whom the 

arrangements necessary for the creation of the work are undertake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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次，若認定人類並無貢獻可言，則進一步落入上開 CDPA 法案第 178 條有關電

腦生成著作之定義「在沒有人類作者的狀況下電腦產出的作品」88；最後，檢

視該作品創作過程中做出必要安排之人，並且將其視為該作品之著作人。 

  對於上開法規在英國司法實務之運用，曾更瑩及吳志光等考察了少數案例

中相關之判決：1985 年 Express Newspapers Plc v. Liverpool Daily Post & Echo 

Plc 案89以及 2007 年 Nova Productions Ltd v. Mazooma Games Ltd 案90，並指出上

開兩件判決仍然引發了「如何判斷必要安排之人」、「電腦生成作品之適用界線

如何界定」等後續爭議91，顯然目前在處理上仍缺乏足夠數量之案例來源及穩

定之實務見解。 

  綜上所述，英國現有著作權法規範雖然處理了電腦生成作品之著作人認定

方式，但仍係將其法律上創作主體──著作人之地位歸於牽涉最深之自然人，實

際上進行創作行為之個體卻似承認可能係人工智慧。但這也使得英國著作權法

在各國之中成為了一個較為獨特之存在92。 

（五）我國 

  按我國著作權法第 3 條規定，可知所謂著作人係指「創作著作之人」，再依

同法第 10 條規定「著作人於著作完成時享有著作權」，在此一之層面上，是否

得以推知我國法律已明確規定著作人必須為「人」？單就法條觀察，我國著作

權法並無明文表示著作之創作主體、權利主體必須為自然人、法人之規範。然

而，同法第 1 條末段規定：「本法未規定者，適用其他法律之規定。」，在著作

                                                      
88 曾更瑩、吳志光等，前揭註 60，頁 31。 
89 法院認為以電腦打出之表格而言，電腦僅係使用者之工具，因此其表格之著作權人即為繕打

該表格之使用者。 
90 法院認為經由程式設計者所設計代碼所產生之電子遊戲畫面係屬電腦生成之作品，設計者係

作出必要安排之人而「被視為」著作人。 
91 曾更瑩、吳志光等，前揭註 60，頁 32-34。 
92 學者 C. R. Davies 另認為若以英國 CDPA 法案第 154 條第 1 項 C 款「承認法人(非人類)得為

作者」之規定，則可能於未來認可其法律地位時，同時滿足第 154 條之要求，使人工智慧成為

作者。 Davies, supra note 85,at 6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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權法中有關「人」之規定，似仍應回歸我國民法判斷之93。而這是否已明確說

明了人工智慧或任何非人類之個體可對於其創作之著作權不得享有任何主體之

地位（著作人或權利人），仍應進一步觀察之。 

  實際上我國著作權法亦受著作權法中「自然權理論」之影響，一般學說及

實務皆認為所謂創作「應符合原創性(獨立創作)、人類精神上之創作、具有一

定之表現形式、足以表現出作者之個別性等四要件94」，如此一來，利用人工智

慧產生之創作例如 9 GANS 生成畫作，即可能不符合「人類精神上之創作」之

要件95，因而在現有法規範下若人類在創作過程中未符合上開要件，則該創作

即不具備可著作性，並且自始無從討論人工智慧成為創作主體與否。 

  此外，若觀察我國實務發展，則可看出我國法院對於著作權法中無論係創

作主體或是權利主體之認定，皆很明確地係以「人類」為限。按最高法院 81 年

台上第 3063 號民事判決之要旨： 

「按著作權法所稱之著作，係指屬於文學、科學、藝術或其他學術

範圍之創作，著作權法第三條第一項第一款定有明文。是凡具有原

創性之人類精神上創作，且達足以表現作者之個性或獨特性之程度

者，即享有著作權……」 

  可看出實務對於著作權法第 3 條規定之創作著作之人，並未進行擴張解

釋，亦僅以人類為限。這樣的見解顯然並未受到太多挑戰，就算歷時二十餘

年，近期諸多判決，如 108 年高等法院臺南分院上訴字第 336 號刑事判決之

                                                      
93 在著作權法未於民國 81 年修法前之台（77）內著字第 637635 號函亦謂：「按著作權法第 3

條第 3 款規定：『著作人：指創作著作之人』，此處之『人』究竟僅指自然人或兼指自然人與法

人？參照同法第一條後段規定『本法未規定者，適用其他法律之規定』，而依民法之規定，

『人』是包括自然人與法人；且著作權法第 3 條第 3 款所稱著作人並無明文排除法人之規定，

據此，似難謂法人不得為著作人。」。參林利芝（2018），〈初探人工智慧的著作權爭議──以

「著作人身分」為中心〉，《智慧財產權》，237 卷，頁 73。 
94 陳昭妤，前揭註 57，頁 86。 
95 謝銘洋（2008），《智慧財產權法》，頁 103-104，第 1 版，元照出版公司。 



‧
國

立
政 治

大

學
‧

N
a

t io
na l  Chengch i  U

niv

ers
i t

y

DOI:10.6814/NCCU202001717

 
 

35 
 

中，仍可得見：「所謂創作，即具『原創性』之人類精神上創作，包含『原始

性』及『創作性』之概念」等語。因此我國法院實務對於著作創作主體、權利

主體之見解，採取否定之態度，自不待言。 

  另外，我國經濟部智慧財產局對於人工智慧創作保護及權利歸屬之爭議亦

有所論述，民國 107 年 4 月 20 日智財局電子郵件字第 1070420 號函即謂： 

「著作必須係以自然人或法人為權利義務主體的情形下，其所為的

創作始有可能受到著作權的保護。據了解，AI（人工智慧）是指由

人類製造出來的機器所表現出來的智慧成果，由於 AI 並非自然人或

法人，其創作完成之智慧成果，非屬著作權法保護的著作，原則上

無法享有著作權。但若其實驗成果係由自然人或法人具有創作的參

與，機器人分析僅是單純機械式的被操作，則該成果之表達的著作

權由該自然人或法人享有。」 

  綜上所述，我國智財實務之看法，仍係認為人工智慧非屬權利義務主體，

因此創作仍不得受著作權保護。此等見解依循我國傳統民法有關權利義務主體

之規定，在現行法下不能謂之不當。 

  縱使我國實務極度寬鬆地去解釋人工智慧創作，使人工智慧本身所為之創

作符合原創性、不限於人類精神上之創作、具有一定之表現形式以及表現出個

別性等要件，而令其產生之創作具有可著作性，我國著作權法亦未規定非人類

個體得否成為著作權法上之主體。惟從上開學說實務之觀點視之，在我國著作

權法體系之下，除了自然人進行創作而為創作主體，並進一步使自然人或法人

（透過職務創作或著作權轉讓）成為該著作權歸屬之主體外，並無容納其他著

作權主體或責任主體存在之可能。 

二、現有法規與人工智慧創作之可能衝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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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否定其可著作性及創作主體之適格 

  經由整理各國著作權法規、部分實務見解以及相關立法政策討論之現況，

應可確認截至目前為止，在本文收集現有各國法規之範圍，對於人工智慧創作

之解釋適用，幾乎一片倒地否定其可著作性以及其創作主體之資格，更遑論進

一步視該等人工智慧為權利之主體。縱使英國 1998 年 CDPA 法案已針對電腦生

成作品承認其為著作，然創作之主體仍歸於在過程中進行必要安排之自然人，

而非歸功於實際上進行創作之電腦（人工智慧）。 

  現有法規對於人工智慧創作可著作性或將人工智慧視為創作主體之排斥，

無非係基於過往著作權法理論中自然權理論以及人格權理論之影響96。在當時

理論發展或設計著作權法之時，學者及立法者所能接觸最先進之電腦科技並不

如今日一般進步，也因此在人類利用電腦創作的過程中，將電腦視為輔助表達

工具，自屬合理。惟從本章第一部分對於現有人工智慧創作運用的說明，似得

認為該等人工智慧已具備了一定自主創造作品之能力，人工智慧在創作之過程

中僅是「單純機械式的被操作」之論點，恐將隨著科技進展遭受更強烈之挑

戰。 

  諸如 AI Dungeon、9 GANS 網路藝廊與 Waifu Labs 等利用人工智慧之創作

中，無論將發明者、訓練者或使用者納入考量之範圍，似乎無法以單純之直覺

判斷為其創作之著作人為何者97。究其所以，從開始研發到最後使用者利用而

產出成果的過程中，人類實際上已不具備完全控制人工智慧之能力。縱使是發

明者或訓練者，其在過程中行為係以投資、撰寫程式碼及進行訓練而並非實際

地進行「創作」，而人工智慧則是在此一過程後即可能具備某程度的獨立性與自

主性。其創作利用之現有案例，似已偏離了過往通說認為電腦或程式僅是人類

                                                      
96 陳昭妤，前揭註 57，頁 51。 
97 這點於 AI Dungeon 中可能會是使用者與人工智慧間的爭論；而在 9 GANS 網路藝廊與 Waifu 

Labs 則可能係發明者與人工智慧間的爭論（使用者至多只有選擇、要求產生畫作之行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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創作過程中單純工具之範疇，對於我們傳統所想像之創作與思想等概念提出挑

戰。 

  而更為重要的是，若於第一步即否定其創作之可著作性，以及其作為法律

上創作主體適格，那麼現有法規在權利歸屬的考量上又該如何面對前文提及之

GPT-2 語言模型與 GAN 圖像生成技術。 

（二）現行著作權法認定主體之困難 

  在承認已有某部分人工智慧具有創作能力、並且承認其創作之可著作性前

提下，人工智慧透過模型設計、資料學習之過程後所自行產生出之作品，其成

熟度已漸漸可與人類創作相提並論，並且逐漸走入社會及市場中尋求其價值。

縱使缺乏自發性，這些經由人工智慧創作品的權利仍可能需要透過法規範施以

某種程度之保障。最明顯之議題乃為──相關創作之權利主體、利益歸屬究竟屬

於何者？蓋一般而言，著作權自然係歸屬於實際進行創作之著作人，然而在上

開案例中依現有法規範分析直接歸屬於使用者是否適宜，似有疑慮。 

  舉例而言，使用者與 AI Dungeon 共同接力撰寫之作品應如何認定其著作權

以及其權利歸屬？查 AI Dungeon 的服務條款中，有關所有權及內容之規定僅說

明了使用者在創作過程中可能產生屬於使用者之內容(Your Content)98，並且要

求使用者同意 AI Dungeon 為了本身服務而採取必要之利用。由此觀之，似乎能

夠認為 AI Dungeon 透過服務條款之約定，將使用者利用 AI Dungeon 所創作之

內容歸功於使用者。然而，其仍未以明確之字眼規範相關著作權之歸屬。 

  而本章前述之圖形創作案例中，業餘研究者 Gwern Branwen 利用人工智慧

隨機產生動畫女性肖像時，已表示依據其對於現行著作權法之理解，這些隨機

                                                      
98 “In connection with your use of the Services, you may be able to post, upload, or submit content to 

be made available through the Services (‘Your Content’).” See AI Dungeon Terms of Service Last 

Revised on April 30, 2020(2020), available at https://aidungeon.io/terms-of-service/ (Last 

visited:2020.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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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日式動畫肖像並不具有著作權而且均落入公共領域，因此 Branwen 以公眾領

域貢獻宣告 CC0 之授權方式公布了其生成之作品99。然而 9 GANS 網路藝廊以

及 Waifu Labs 利用 GAN 技術進行圖形創作後，並以此於各自之網站上販賣相

關創作之印刷品進行營利行為，兩者皆未明確表示相關圖形創作之著作權利之

歸屬。如此一來，究竟上開兩者是否得宣稱其為相關作品之著作權人，又或者

任何人皆可宣稱 9 GANS 網路藝廊以及 Waifu Labs 之作品不受著作權保護並落

入公共領域，即容有疑問。 

  如何適用現行著作權法處理人工智慧創作之權利歸屬，粗略地說，將有以

下幾種考量： 

  1.縱使人類在創作過程中之貢獻及低或近乎於零，多數著作權法規範以及

主流見解依據不承認人工智慧思考表達等能力之前提，論斷人工智慧創作不具

可著作性，因此整部作品將落入公共領域。然而這種方式在保護相關投資者與

使用者權利的層面上，似有不妥。 

  2.若認為人工智慧仍僅能視為輔助創作之工具，則相關作品之著作人認

定、著作權等權利應歸於參與創作過程中之自然人，而多數現行法面對之難題

仍為如何認定何人為創作主體或權利主體，運用現行法規似無法提供令人滿意

之解答。 

  3.縱然適用英國著作權法「電腦生成作品」規定承認人工智慧創作可著作

性，然而其本身仍不得為創作主體，在該規範之下須面對如何判斷所謂進行必

要安排之人的問題。另外，就某些情況而言，使用者與 AI Dungeon 分別撰寫之

內容是否應視為同一作品而成為共同創作，亦有爭論之可能。 

  上開牽涉創作之人若認為自己對於該作品具備權利，或者自身之權利遭受

                                                      
99 Branwen, supra note 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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侵害，亦可能透過訴訟加以主張。現行著作權法本身雖然存在著判斷何者在創

作過程中具備著作人思想、創意之表達的要件，然而對於實務而言，後續著作

權之認定想必會隨著人工智慧技術程度變得更加困難。因此在其作品涉及侵權

並透過訴訟要求保護之情況下，界定侵權人為何者亦同樣不容易。 

  此外，亦應一併注意人工智慧本身係一極大範圍之概念，除了上開運用於

語文創作與圖形創作之人工智慧外，尚有如音樂創作等範圍不一之種類。並且

人工智慧之程度差距極大，這包含了個別人工智慧之強度，以及進行創作時同

一種人工智慧在能力上可能產生之差異100。同時，使用者在利用人工智慧時也

不一定具有相同的貢獻程度。考慮到上開「著作種類及範圍」、「個案中人工智

慧運用程度」、「個案中人類貢獻程度」等不確定因素，以各國現行著作權法規

範所呈現出來「以人為中心」的單一性，或者以實務上發展出判斷著作權利歸

屬之標準，是否能針對不同程度、不同情況之人工智慧作出適切的分類與權利

判斷，筆者也認為存在著極大的疑慮。 

  那麼，著作權法該如何看待其權利歸屬與認定責任主體？是否應該依照利

用電腦創作之見解，將人工智慧認定為工具？又或其係屬某些人類與人工智慧

之共同創作？抑或係其創作無法找出任何著作人，而將其創作視為落入公共領

域之範圍？當人工智慧創作產生侵權問題時，相關受害人士又應向誰主張為應

當負責之責任主體？諸多議題恐難以透過現行著作權法處理，這也是為何本文

認為有必要在某程度上承認其創作之可著作性，還有人工智慧作為著作權法主

體的適格性，並且進一步研究相關規範方案的利益。 

肆、小結 

一、人工智慧創作數量及其貢獻逐漸增加 

                                                      
100 比方說，GPT-2 語言模型本身就可分為最小尺寸到全尺寸程度的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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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章首先整理了現有利用人工智慧創作之科技發展，其中最新之發明應屬

GPT-2 語言模型以及 StyleGAN 模型，兩者分別在人工智慧在文本產生以及圖像

生成的領域取得了巨大的技術進展。而利用上開人工智慧模型之 AI Dungeon、

畫作 Edmond de Belamy, from La Famille de Belamy、9 GANS 網路藝廊以及相

關的 Waifu Labs，除了在網路社會上取得一定程度的注意力外，可以看見有心

人士更進一步將其所生成之創作作品投入市場尋求其經濟利益。 

  透過上述案例，可以判斷人工智慧創作之技術雖然尚有許多需要加強之部

分，但已經逐漸與人類比肩，即便目前利用人工智慧之創作尚為罕見，然而可

想而知，一旦相關技術持續取得進展，在不遠的未來即會投入更大範圍、更深

入程度之利用。而身為人類之程式發明者、提供資料之訓練者、命令其進行創

作之使用者，在這樣的科技發展過程中已逐漸失去控制人工智慧創作成果之能

力──雖然這種某程度上無法預測之情況，或許正是發明者、訓練者以及使用者

所期望之結果101，因此其相關創作在貢獻之光譜上，或許將落於接近人工智慧

之一端。 

二、現有著作權法應準備面對人工智慧創作 

  在介紹近期人工智慧創作之案例後，本文轉向觀察各國現行著作權法規

範，並且檢驗其規定是否足以應對人類干涉程度逐漸減少之人工智慧創作。就

美國而言，其不但於法規上否認非人類創作之可能，實務上更能以「猴子自拍

案」看出美國法院在非人類個體是否得作為法律主體存在之問題上採取保守之

態度；歐盟對於人工智慧創作之看法亦採取否定之態度，針對近期歐洲議會提

案賦予人工智慧電子人格之反對抨擊，亦可得知一二；而日本方面雖然有針對

                                                      
101 在相關開發過程中，發明者或訓練者一方面期望產生出能自主進行預測、判斷與決策之人工

智慧，另一方面，卻又希望能從其所設計之程式模型或訓練資料集之中，尋找出誘使其創作之

來源。是以筆者稱這種某程度上人類無法預測卻又不會過於不可預測之矛盾性質，乃係人類所

期望之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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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關創作持續進行討論，但目前仍為保守觀望；而英國對於電腦生成作品已有

規範承認其可著作性，然其針對創作主體，仍已作出必要安排之人為判斷之標

準；而我國著作權法雖未透過法律明文否認，惟經由主要學說、法院判決及智

慧財產局函釋得以明確知悉，目前我國對於人工智慧無論係作為創作主體或權

利主體皆係採取否定之態度。 

  若將上開各國法規與現行人工智慧創作之案例並行觀察，其創作之成果，

一方面，係由人工智慧藉由模型及資料進行自主性、非監督性之學習而產生，

因而在著作權法上引發了人工智慧可能具備獨立性、原創性及表達之問題，在

上開案例的創作貢獻光譜上，其創作有可能被判定位於距離人工智慧較近而距

離人類較遠，因此難以貢獻程度判斷人類應為該創作之創作者。 

  另一方面，縱使大眾目前基於促進科技發展而對於相關科技議題採取開

源、開放的態度。然而可以想見在日後逐漸普及的情況下，人工智慧之設計

者、資料提供或訓練者，甚而是廣大的使用者皆可能對其創作主張某些著作權

法上之權利，或要求著作權法予以保護。而其創作之相關貢獻比例、因果關係

等判斷其著作權主體時所需考量的因素，也因此變得過於複雜而恐怕會成為法

院判斷上的難題。當某些作品無法再被視為人類之著作而係人工智慧所創作

時，其權利應歸於何人享有？權利主體究竟為何人？責任主體又為何？目前仍

處於眾說紛紜之階段，因此，便不得不去認真討論人工智慧創作之處理方案。 

  雖然目前人工智慧創作進入訴訟之案例仍為少數，但本文認為，各國現行

著作權法規已逐漸看出力不從心之感，隨著日後相關創作投入市場並產生足夠

影響力時，想必相關之著作權利、利益歸屬等爭議將會引發實務及學說上之熱

議，並成為著作權法之重點規範對象。 

三、人工智慧作為法律主體之提案應予考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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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各國著作權法尚無法完全應對人工智慧創作之情況下，各種方案皆應納

入考量之範圍。其中試圖挑戰現有法律主體制度、較為特殊並且受到諸多論辯

者，當屬主張將人工智慧視為法律主體，使其得以享有某些權利並負擔義務、

責任之提案。雖然在部分學者看來此等提案似乎過於荒謬，然而實際上於 1990

年代左右已有學者對人工智慧與法律主體之概念進行論述，並非為全新議題，

僅係在時起時落之人工智慧科技發展中一度歸於沉寂，並且於近日機器學習、

神經網路等概念發展後，重新獲得部分法學者之注目。然而就此部分之討論而

言，尚未引起我國學者普遍之目光。 

  或有論者質疑人工智慧成為法律主體之概念，與上開人工智慧創作與相關

著作權法之挑戰究竟有何關聯？筆者認為，此一提案與人工智慧創作所生權利

主體等爭議乃為相輔相成之關係。一方面，人工智慧創作所引發之著作權主體

問題，可經由此提案提供一條有別於過度聚焦在人類中心之法制及其他現存理

論的較佳路徑；另一方面而言，人工智慧成為法律上主體之理論，尚需要在特

定實體法之中經過具體、明確地討論其利弊與可行性，進而確立、補強其理論

之基礎，始得證明該論點實際上並非如諸多批評者所評論之「科幻電影與小說

之空想、根本毫無用處」。 

  然而，正如前文所述，此一概念與現存法律主體之理論似有極大的摩擦，

不得不對此加以考察論證。在下一章中，本文即會對於人工智慧成為法律主體

之爭論進行論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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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人工智慧作為法律主體之論爭 

壹、序言 

  如同緒論所述，自人工智慧此一科技誕生之後，經過了數十年的科技研

發，現在之人工智慧已於各領域逐漸起步而取得某程度之自主性，除了前一章

提及在相關創作利用上取得之進展外，於金融科技、自動駕駛或者係社交機器

人之利用均有極大之進展。而前一章所提及人工智慧創作爭議等問題，部分學

者亦有提出「人工智慧」本身可能已／將達到足以成為法律主體之程度，進而

在某些情況下擁有權利之主張。有關此一問題，若觀察過往普遍之見解，似多

以人工智慧、機器人、仿生人等科技僅僅係由人類設計之電腦程式進行運算，

並無任何人類所具有之心靈、思考能力、道德等理由作為依據，排斥人工智慧

取得某種主體地位之可能。然而，某種群體或個體取得法律主體之地位此一判

斷，是否係以具有之心靈、思考能力、道德等作為基本條件尚待商榷，歷來也

不乏有學者加以研究。而除了上開見解外，援引其他理論加以支持或反對者亦

不在少數。 

  在本章中，由於人工智慧作為法律主體之論爭眾多，各學者之主張除了有

部分重疊之處外，亦有自從不同領域進行分析的基本區別。因此，筆者將其論

爭化約為肯否兩說，分別整理介紹否定、肯定人工智慧作為法律主體之見解，

並且各自嘗試進行其理論上之分析比較，進而較為體系性地了解歷來人工智慧

作為法律主體此一主張所產生之論辯。 

  本章結論有二：單就法規技術之發展而言，應注意到法律主體之概念以及

涵蓋範圍有其務實性的一面，不能單以道德或哲學等觀點限制之，因此否定論

者之理由並非充分；而如何判斷法律主體之適格與否，則取決於人工智慧在各

法領域上運作之具體利弊分析，進而承認其法律主體地位，並可能賦予其特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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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度之權利義務。 

貳、否定人工智慧作為法律上主體之見解 

  自人工智慧科技發展以來，在影視作品與文學作品中不乏有描述人工智慧

具有與人類同等之思考能力、內在心靈，甚而在此層面超越人類。在這樣的想

像中，對於人工智慧得否作為某種主體之討論隨之而生。然而否定人工智慧作

為法律主體，進而拒絕其取得法律上權利之見解層出不窮，實際上學者們也累

積了從各方面開展之理論。歷來否定人工智慧作為法律上主體之見解，大致上

可以分為兩種類型：「人工智慧與自然人存在差異」、「主體化之風險超越利

益」，本文將進一步分析其論證。 

一、「人工智慧與自然人存在差異」主張 

學者 Solum 針對人工智慧是否可能取得憲法上人格(Constitutional 

Personhood)保障進而主張某些憲法上權利，整理了此部分之反對論點，並且將

反對之主張其區分為三種類型的論點102：「1. 人工智慧並不是人(Human)、2. 

人工智慧缺少了某種主體之要素(Missing-Something Argument)、3.人工智慧應作

為財產(Property)存在。」 

雖然憲法上人格與法律上人格之概念並不相等，然而 Solum 所整理之上開

三種見解，綜合而論仍係基於過往直覺進而否定人工智慧作為某種主體地位。

而同時也可以觀察到上開三種主張之間具有一定關聯：顯然法律主體存在某些

必要條件，而若人工智慧缺少了某種要素，即不能將其歸類於人或主體之範

疇，因而被視為某種財產、權利客體而存在。為此，本文即利用 Solum 所整理

                                                      
102 在此，Solum 所欲回答的問題乃是：該不該賦予看起來與人類智慧相去無幾的人工智慧有關

憲法上所規定之個人權利？Lawrence B Solum, Legal Personhood for Artificial Intelligences, 70 

N.C. L. REV., 1258 (199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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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三種類型之主張，並將 Solum 所整理之第一點與第二點一併歸類於「人工智

慧與自然人存在差異」，以此為標準將各見解進行整理論述。 

（一）欠缺論(Missing-Something Argument) 

此等要素欠缺的主張（下文中簡稱為欠缺論）大致上可見於下列類型：由

於任何經由人類所創造發明之人工智慧欠缺靈魂(Soul)、欠缺意識

(Consciousness)、不具備意圖性(Intentionality)、無法感受情緒(Feelings)、無法

享受利益(Interests)、不具備自由意志、僅是模擬心智(Simulation)或不具備承擔

責任的能力103，與人類有所不同，進而不應將其視為主體。 

舉例而言，哲學家沙爾(John Searle)的思想實驗──中文房間論證104──似乎

替欠缺理論提供了一定的說服力，中文房間論證的簡要內容是：中文母語者可

以將中文寫成的提問送進某個房間，與關在房間內的外國人溝通，而外國人可

以藉由房間中準備的中文問答對應手冊，依據中文字形的檢索手冊上的內容，

再將對應的回答送出房間，進而回應中文母語者的問題。 

依照這種說法，無論人工智慧看起來多麼具備智慧，由於其僅是利用電流

以及程式碼產生相應的回覆並加以排列組合，進而對於我們所提出的質問與要

求做出回應，我們沒有理由也沒有必要認為其具備思考判斷，甚而是了解外在

事物本質之能力。因此，更無需將其視為人看待，這種想法應可對應到欠缺理

論中主張人工智慧僅是在模擬心智、意識的論點105。 

                                                      
103 Id. at 1262. 
104 Id. at 1236. 
105 比方說，學者 Nevejans 於回應歐洲議會有關電子人格決議的研究報告中，即批判該決議並

未將「承認機器人法律人格」與任何潛在的「意識」聯繫起來。法律人格因此與機器人的內在

情感沒有連結，該決議刻意地迴避了機器人是否為具有意識存在的問題。 See N Nevejans, 

European civil law rules in robotics Study for the European Parliament JURI Committee 14 (The 

European Parliament’s Legal Affairs Committee ed., 20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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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我國部分學者在此也採取類似欠缺論的看法，學者吳從周認為在人工智

慧科技尚未進步至接近人類之程度，目前仍欠缺人類所具備的「尊嚴、情緒、

感情等自由意志之展現」，承認其作為一個具有獨立的「準人格」或「準法人」

並且要求獨立負擔民法上之責任，似乎言之過早106，也因此針對人工智慧之民

事責任，仍基於其不具備法律主體地位之前提下，氏認為應以較為保守的方

式，回歸我國現有法律中契約瑕疵、侵權責任等規定處理可能發生之問題。 

上開欠缺論成立之前提，乃立基於預設法律主體之概念有著某些必備的條

件，因此我們應該對於要求其承認資格者進行條件審查，若一旦符合了法律主

體的條件，就必須授予其主體之地位。就此而言，可認為支持欠缺論者對於法

律上之主體有一種固定的想像，而他們對於如何成為一個法律主體所提出之核

心問題即為：「一個個體需要擁有什麼樣的屬性，才能成為法律上之主體？

107」。在這樣的思考方式下，欠缺論將人工智慧與現有的法律主體（多半為人

類）進行比較，進而論斷人工智慧必然欠缺了某一些要素而無法取得法律主體

地位。學者 Allgrove 稱其為「以實體為中心的方法(Entity-Centric 

Methodology)」。 

而欠缺論主張人工智慧缺少了某些主體地位所應具備之條件，惟可以認

為，其中多數之條件根本出自於正常、理性人類所擁有之理想特質，在標準之

建立是否已有所不當，似有疑慮。此種以理性自然人之特質與其他個體進行比

較之標準，實際上亦被部分論者視為將法律主體與其他種類的主體（特別是道

德主體）混為一談108。學者 John Dewey 認為事實上我們就法律主體的描述確實

                                                      
106 吳從周（2018），〈初探 AI 的民事責任—聚焦反思臺灣之實務見解〉，劉靜怡（編），《人工

智慧相關法律議題芻議》，頁 116，元照出版公司。此外亦可參照蔡達智（2019），〈機器人法律

地位及其應有規範取向〉，《興大法學》，25 期，頁 6。 
107 Ben Allgrove, Legal Personality for Artificial Intellects: Pragmatic Solution or Science Fiction? 

(2004) University of Oxford), 31; See also John Dewey, The historic background of corporate legal 

personality, 35 YALE L. J. 6, 658 (1926). 
108 Gerhard Wagner, Robot, Inc.: Personhood for Autonomous Systems?, 88 FORDHAM L. REV. 2, 598-

599 (20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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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現了此種現象，依照他的說法，「法律上之人格(person)在某些情況下往往混

入了大量非法律之因素如歷史、政治、道德、哲學、形而上學以及神學方面的

考慮。109」，因而不可否認法律人格與其他人格間具有一定關聯性，這一點即使

是較為開放的肯定人工智慧主體論者也無法加以否認。但重點或許是，對於法

律上人格（或稱法律主體）的要求，實際上是否應等同或類似於道德人格（道

德主體）的要求？ 

在探討法律上人格之判斷標準的問題中，學者 Ngaire Naffine 針對法律中

「人」之概念與形上學中「人」之間的依存關係110，依照兩者之間的貼近程

度，將各學者之主張分類為三種法人(legal persons)之主張111： 

P1：完全反對法人資格需以形上學觀念的人作為前提（下稱完全開

放說）。 

P2：認為比起狹義的人格(personhood)觀念，作為人類(humanity)是

道德和法律主張的基礎，同時也是法人資格的基礎（下稱人類限定

說）。 

P3：認為僅有形上學的人（具有理性、道德能力）得為法人（下稱

理性人說）。 

                                                      
109 Dewey, supra note 107, at 655. 
110 Naffine 於文章中針對法人(legal person)之描述應該是作為一種能在法律之中採取行動的主

體，而沒有特別將其區分為自然人與擬制之法人，因此其所探討之對象，實乃法律主體之問

題。Ngaire Naffine, Who are law's persons? from cheshire cats to responsible subjects, 66 MOD. L. 

REV. 3, 347 (2003). “Perhaps the greatest political act of law is the making of a legal person (simply 

put, he who can act in law) and, in the same move, the making of legal non-persons (those who cannot 

act in law and who are generally thought of as propert”. 
111 Id. at 350 (2003).  



‧
國

立
政 治

大

學
‧

N
a

t io
na l  Chengch i  U

niv

ers
i t

y

DOI:10.6814/NCCU202001717

 
 

48 
 

這三種類型的法人理論，在判斷法律「人」與形上學「人」牽連之關係分

別自最分離到最密切，然而對於現存的法律主體而言，三種理論上皆有其無法

說明之處。 

P1 完全開放說認為法人沒有特別的道德，社會，政治或歷史特徵，其並沒

有實質意涵，只是作為一種在法律上足以行使權利負擔責任的抽象能力而存

在，雖然此說範圍最廣泛而足以容納胎兒、植物人、公司、寺廟等個體，然而

卻無法說明法律主體之承認為何僅止於此範圍內，也因此完全開放說等同為一

種空泛的概念，欠缺論者極有可能批評這並不適宜作為判斷法人之基礎理論；

而 P2 人類限定說則受到了生物學上的影響，此說可能會認為所謂法律主體僅包

括人類物種，並且包括所有活著的人類而不考慮其精神或身體狀態，在此判斷

下嬰兒、植物人、嚴重精神障礙者都被納入了法律主體的範圍，但此說的缺點

未能涵蓋未出生胎兒之法律地位，因此仍然有所不足；P3 理性人說則是對於心

智能力有著三種看法中最嚴厲的要求，其認為擁有理性、自由意志，因此能夠

負責任的人類才稱得上法律主體。其中學者 Michael Moore 便宣稱：「一個人

(person)的法律概念與一個人的道德概念沒有區別」112，理性人說的想法雖然深

刻影響了現代刑法對於責任能力的論述，但是 Naffine 則批評理性人說對於法律

主體的想像過於理想化，除了現實法律上並沒有如此嚴厲之外，理性人說也會

因此排除了幼童或是老年人、身心障礙者成為法律主體的可能113。 

在此，筆者認為 Naffine 對於完全開放說之批判應屬有理，完全開放說作為

一種開放的判斷方法，認為法律（立法者）能恣意賦予任何個體主體地位。然

而在漫長現實法律的運作上我們可以發現，具有理性的自然人或者說生物學上

的人，仍然在法律主體構成上長期占據了主要之地位，完全開放說並未能解釋

這種現象的原因。以「為何不一併承認黑猩猩、森林、分子具有法律上主體地

                                                      
112 Moore, M. S., Moore, M., & Patrick Moore, S. LAW AND PSYCHIATRY: RETHINKING THE 

RELATIONSHIP 48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84), as cited in Id. at 363. 
113 Id. at 36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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位」此論點而言，欠缺論者或許在指責部分開放論者「如何認定法律主體的判

斷標準語焉不詳」能取得部分的論據。 

而近期爭議最大者，係歐洲議會於 2017 年 2 月 16 日通過之《機器人民法

規則》決議第 59 段 F 項：「建議歐盟應從長計議為機器人建立特定的法律地

位」114，早在決議之草案提出時，學者 Nathalie Nevejans 已針對此等見解進行

嚴厲批判，她聲稱儘管考量“Person”之涵義，也不意味人工智慧足以成為法律

主體，所有的法人之所以能在法律中作為行動的主體，其原因皆是出自於背後

有著真實人類的存在，否則即是一塊空殼，而沒有意識、感覺或思想之單純機

器沒有能力擔負任何責任115。此外，在決議通過之後，部分專家學者即公開連

署反對本項決議，專家學者們認為這種看法是對現有機器人技術的高估，並且

從道德和法律的角度來看，為機器人建立法人資格並不適當，使其擁有人格

權、尊嚴、公民權等將會與《歐洲聯盟基本權利憲章》和《歐洲保護人權與基

本自由公約》相違116。 

然而，無論上開欠缺論者係主張人工智慧有著何種要素的欠缺，其須面對

最大之挑戰，仍是必須解釋當下所有法律主體類型、特質之差異為何如此繁

雜，並且在歷史上皆能夠找到欠缺心靈、意識或者欠缺享受權利負擔責任之能

力的存在。正如前文所述，若從過往及現有之法律主體一一舉例而言，胎兒、

植物人與嚴重精神障礙者（欠缺自我意識與行為、責任能力117）、公司（欠缺明

確之實體）、船舶（單純財產）、教會寺廟（單純財產）皆欠缺某些自然人所具

備之要素，然而其各自具備某程度法律主體之地位。上開法律主體之背後，確

                                                      
114 European Parliament, Civil Law Rules on Robotics 16 (European Parliament Brussels 2017). 該決

議之內容為學者 Mady Delvaux 於 2015 年之提案所倡議，經部分修正後通過。 
115 Nevejans, supra note 105, at 15. 
116 Open letter to the european commission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and robotics, available at 

http://www.robotics-openletter.eu/ (Last visited:2020.2/27). 
117 Ugo Pagallo, Apples, oranges, robots: four misunderstandings in today's debate on the legal status 

of AI systems, 376 PHILOS T R SOC A 2133, 9 (2018). 學者 Pagallo 認為權利責任與法人地位之間的

關係被欠缺責任論者混淆，並指出了部分反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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實皆存在著自然人負責行使權利、負擔義務之身影，然而在此問題上，人工智

慧背後亦存在著開發者、訓練者與使用者，儘管其行動與責任之因果關係目前

尚未明確，但制度上亦可能以類似上開主體之方式設計相關權利義務與責任

118；此外，欠缺論者似無法以單一之法律主體理論解釋現有體系下上開法律主

體之多樣性，以及上開法律主體為何亦欠缺某些要素之合理性。 

筆者認為，這部分欠缺論者的混淆，僅僅如同 Solum 所指出的一般，乃出

自於我們當代的語境與科技之下，難以想像具有部分自然人所有之要素但同時

缺乏生物學上人類外表的「人工智慧」119。畢竟回顧過往歷史，即使我們從未

面對足以在智慧上挑戰我們的個體，法律亦承認了其他個體、團體法律上地

位。因此人工智慧是否僅因欠缺某些人類具有之特質，而應被直覺地排除在法

律主體審查名單中，筆者認為此一論點值得懷疑，也正如學者 Allgrove 評論：

「人類是法律的唯一受益者，但這並不表示人類也必須是法律中唯一存在的主

體120」。堅持在法律主體僅能由人類享有，或許只展現了其修辭上的薄弱與人類

中心主義121。 

（二）人工智慧係屬人類發明之財產與工具 

認為人工智慧屬於財產或權利客體的論述，在否定論者的主張中亦不算少

數。依據學者 Solum 的考察，這種主張或許與洛克(Locke)在保護私有財產上的

論述有著密切關聯122。洛克針對為何人類得以取得自然之物，將其納為自己之

財產之問題寫道： 

                                                      
118 Migle Laukyte, AI as a Legal Person 3 (2019). 
119 Solum, supra note 102, at 1260. 但應注意者係，Solum 指出雖然在討論法律上人格時不應太

過仰賴道德或哲學上人格的理論，但他並不否認兩者之間仍有某程度的關聯。而他肯定人工智

慧取得法律主體地位的前提，仍係在於利用神經科學等方式證明其具備某程度理性自主的能

力，因此可以說他同意了某程度的欠缺論觀點。 
120 Allgrove, supra note 107, at 28. 
121 Antonio Iannì & Michael William Monterossi, Artificial autonomous agents and the question of 

electronic personhood: a path between subjectivity and liability, 26 GRIFFITH LAW REV. 4, 564 (2017). 
122 Solum, supra note 102, at 127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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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的身體所從事的勞動和他的雙手所進行的工作，我們可以

說，是正當的屬於他的。所以只要他使任何東西脫離自然所提供的

和那個東西所處的狀態，他就已經參進他的勞動，在這上面參加他

自己所有的某些東西，因而使它成為他的財產。」123 

基於這種看法，部分學者於是乎認為人工智慧作為一個由人類投入思想與

勞動所創造而成的產物124，照此推論，自應由人工智慧之創造者擁有享受其權

利，而使人工智慧被視為發明者、設計者理所當然的財產權客體，其僅僅是為

了達成人類目的之單純工具與財產。 

學者 Jia-hong Chen 以及 Paul Burgess 則透過比較人類、自動生成智慧

(Spontaneous Intelligence)、人工智慧、公司與動物之間的差異，進一步認為在

網路之中自動生成之智慧程式（沒有任何創造者與訓練者）比起單純人類設計

創造之人工智慧，具有更多與人類相似的特徵，因此更有可能取得法律主體的

資格（儘管仍有討論空間）125。而現有的人工智慧對他們而言，與人類的差異

太過顯著，其僅是人類為達成特定目標而製作的智慧程式，並且這種看法與現

代西方資本主義社會根本性的財產概念亦相吻合。因此人工智慧一旦創造出

來，就可以由所有者進行控制，從而根據所有者意願利用並排除他人利用126。 

                                                      
123 John Locke（著），葉啟芳，瞿菊農（譯）（1986），〈論財產〉，政府論次講》，頁 18，唐山出

版社。 

此外，洛克對於人(Person)的定義應係採取理性人的主張“what Person stands for … is a thinking 

intelligent Being, that has reason and reflection, and can consider it self as it self, the same thinking 

thing in different times and places; which it does only by that consciousness, which is inseparable from 

thinking, and as it seems to me essential to it. … And as far as this consciousness can be extended 

backwards to any past Action or Thought, so far reaches the Identity of that Person; it is the same self 

now as it was then; and ’tis by the same self with this present one that now reflects on it, that that 

Action was done.” See also John Frow, Personhood, in THE OXFORD HANDBOOK OF LAW AND 

HUMANITIES 276, (Maksymilian Del Mar Simon Stern, and Bernadette Meyler ed. 2019). 
124 See Jiahong Chen & Paul Burgess, The boundaries of legal personhood: how spontaneous 

intelligence can problematise differences between humans,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companies and 

animals, 27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AND LAW 1, 88 (2019); See also Joanna J Bryson, Robots should 

be slaves, CLOSE ENGAGEMENTS WITH ARTIFICIAL COMPANIONS: KEY SOCIAL, PSYCHOLOGICAL, 

ETHICAL AND DESIGN ISSUES, 72 (2010); See also Nevejans, supra note 105, at 15. 
125 Chen & Burgess, Id. at 76. 
126 Chen & Burgess, Id. at 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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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現今存在以及將來可能發明出之人工智慧，是否仍能夠適用此等看

法則不無疑問。確實，人類投注資金及心力進而發明人工智慧之目的，多係為

了使整體人類社會生活更為進步，然而針對上開財產性、工具性之見解，

Solum 批判若係以如此邏輯論證，若有朝一日允許複製人之存在，則發明此技

術或提供 DNA 之人豈不是能夠主張擁有該複製人之身體權利，進而使該複製

人成為奴隸127？我們又該如何在這種情況下進行人與物之間的區分？ 

筆者認為 Solum 將人工智慧財產說以複製人作為比較案例之批判，即使在

現今的科技下觀之，仍然稱得上過於遙遠。但其仍然能發掘出論證中重要之部

分，意即我們應注意到兩者之間的共通點——被發明製造之物所展現出的自主

性問題。在複製人（假設其可能存在）與人工智慧的案例中，都具備著被發明

製造之物擁有某種程度自主決策、判斷能力的表現，這一點將會使得主張財產

論的見解產生一部分的瑕疵。此一共通點之重要性，並非是主張自主性作為法

律主體之必要條件，而係在於由於其自主性所產生之「外在互動」。 

在此一問題與實際情況上，可以觀察到人工智慧之運用往往會逸脫發明人

的掌握或其努力成果，如同前一章所提及之各類人工智慧自主發明、創作之案

例，其自主判斷決策之能力往往超越發明者、訓練者或者使用者之預期，並與

過往我們所想像一般性的財產或客體有所不同。因此可以認為人工智慧之存在

不再像是洛克當時所舉例之土地、果實、泉水等傳統財產權之態樣，若採取過

往經由某人之勞動，即為某人之財產的論述，或許已有所不宜。 

此外，在人工智慧於著作權領域上取得之創作進展，已經說明了其可能擁

有脫離發明人預測能力自主發展、修正、產生作品之表現能力。如此一來，採

取財產說者即可能需要判斷人工智慧生成之財產「自始」歸屬於何人。一方面

而言，以財產說之見解觀之，該人工智慧之所有權將由付出勞力之發明人（或

                                                      
127 Solum, supra note 102, at 127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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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係貢獻最大者）所取得。然而另一方面，人工智慧所生成之財產（無論是作

品或發明），其努力以及成果可能來自於發明人、訓練者、使用人甚而是人工智

慧本身，以現有法律直接認定其生成作品所有權之歸屬是否合適，或者人工智

慧之發明人是否能宣稱自己於發明時所投注之勞力亦產生了其嗣後生成之作品

128，容有不少疑問。 

除了上一章舉例之單純利用人工智慧之創作發明外，人工智慧若係被視為

單純之財產權，則其自主與外在環境互動之行為（諸如在所有人不知情或越權

之情況下，代表所有人對外進行金融交易或投資行為）如何認定其效力亦有困

難129。如何將其一般法律行為之效果，或者係侵權行為之損害賠償責任歸於擁

有該人工智慧之所有人，實際上對於現行法制度亦產生不少困擾。 

對此，或許有學者會主張：被發明製造之物所擁有的自主性問題，應該使

用民法的危險物管理人、動物管理人責任原則，或訴諸契約責任、消費者保護

法或可在一定程度上處理130；或者主張其與外在環境互動所產生任何法律關係

與效果，皆應歸屬於現有法制下之某一特定法律主體131。但是筆者並不認同此

種看法，其原因除了人工智慧本身製造者、設計者、訓練者及使用者本身與人

工智慧之關係極度複雜之外，更應考量到人工智慧的自主性程度以及其自主決

策行動所具備之社會或法律層面上之意義，即與上開危險物或動物所造成之侵

                                                      
128 就像部分學者可能會主張的：由人工智慧生成之作品其著作權應歸於發明人，因發明人可能

被認定為係人工智慧之最大貢獻者。 
129 有關人工智慧對外代表之法律行為學者多有討論，但並非本論文所欲深入研究之爭點，故在

此僅略微提及，藉以證明現有針對人工智慧的地位採取財產權說並無法完全處理人工智慧所帶

來之問題。See, e.g., Allgrove, supra note 107, at 11.（提及了 AI 代理自然人進行自動交易的問

題）; Shawn Bayern, Are Autonomous Entities Possible?, 114 NW. U. L. REV. 23, (2019).（討論了由

AI 進行決策運作的無人類公司在實務上的可行性與可能性）； 

Georg Gesk（2019），〈人工智慧享受電子人格的正當性〉，2019 年第二屆人工智慧與法律國際

學術研討會「新時代的法律衝擊：一場 AI 與法律的國際思辨」大會手冊》，頁 143，（介紹了自

主性投資系統的所有權及其行為難以、或是根本無法進行歸責之問題）。 
130 學者吳從周指出在「人工智慧不具獨立之人格與地位」前提下，目前依我國民事法律體系仍

應以民法中契約責任或消保法等方式處理相關問題，但其亦指出此種案件之責任追究難度將會

提高。參吳從周，前揭註 106，頁 116。 
131 幾乎所有反對論者都會支持此種看法，並認為現有法制尚足以應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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權行為可能有所不同，此部分將會於本章後段人工智慧之社會互動能力之部分

介紹。 

二、主體化之風險超越利益 

有部分學者在欠缺論主張之外退一步論述，肯認法律主體之定義具備一定開

放性，意即法律主體之概念儘管涵蓋了自然人、道德主體、未出生之胎兒等等存

在，但並不表示其範圍無法再被擴張。如此一來，部分反對人工智慧取得法律主

體地位之理由即轉向了論證「即使法律技術上沒有反對人工智慧成為法律主體的

理由，但基於務實的利弊考量，仍以不承認為宜」。 

（一）責任外部化之風險 

最先被法學者注意到的乃是其責任與風險之問題，學者 Gerhard Wagner 認

為縱使在法律制度下界定人格的標準主要是生物學的方式（幾乎取決於個體是否

為人類），在法律技術上也應該承認法人概念不用哲學或道德等拘束，在法律主

體的標準上應該採取務實的看法132。 

Wagner 進一步透過自駕車所發生之侵權為例，在責任歸屬與風險負擔上的

分配方式，試圖指出無論係採取何種風險外部化或內部化之策略，重點皆在於如

何確保對於人工智慧之侵權事件能夠發揮補償與預防、威攝之效果133，以現有之

可能責任主體而言，已經有產品責任法敦促製造商採取適當保護措施等法規範存

在，Wagner 因此主張將人工智慧視為責任主體即為多餘之舉。而唯一承認其責

任主體的可能性，則係在非綑綁數位產品(unbundled digital products)的侵權案件

中。所謂非綑綁數位產品，係指製造商到使用人皆可能變動人工智慧程式或設計

內容之產品，其產品所牽涉之因果關係相互影響而過於複雜，難以確定在非綑綁

數位產品發生侵權時，相關之損害賠償責任究竟歸屬於那些主體。然而，Wagner

                                                      
132 Wagner, supra note 108, at 599. 
133 Wagner, supra note 108, at 6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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仍認為透過保險的存在即可以處理此層面之風險問題，迅速賠償受害人並將債權

移轉給較有相關調查事故能力的保險公司，並且在人工智慧欠缺資產或僅具備一

定資產的情況（縱使將其視為責任主體），其侵權事故之風險，仍然會一部或全

部地外部化，使其背後的所有參與者得以脫免責任或僅負有限責任134。進一步而

言，人工智慧更不可能受任何責任制度的激勵或是威攝135。 

是以，Wagner 認為縱使將人工智慧視為責任主體的方法能夠處理部分非綑

綁數位產品之侵權案件，但將人工智慧主體化之外部化風險依然過於巨大，此將

成為人類法規避免賠償責任的手段，而現行法本來就能夠另外訂立強制保險或資

產保證等手段，而無須以賦予其法律主體地位為前提。因此，將其視為責任主體

的方案弊害仍大於利益，承認其法律主體或責任主體之理由目前仍過於薄弱136。 

（二）過度身分認同 

此外，以利弊考量反對人工智慧被視為與人類同等的主張之中，立場最強

烈者，應為學者 Joanna Bryson，氏於極具挑釁意味的「機器人應為奴隸(Robots 

Should Be Slaves)」一文中，主張縱使是擁有自主決策、判斷能力的機器人，法

律也不該給予其與人類同等的地位。她對於將機器人視為與人類同等因而誤以

人格化的情形，稱之為對於人工智慧的「過度身分認同(Over-Identification with 

AI)」137，而此一情形所可能產生的潛在弊害，在個人層面的是時間、金錢以及

其他有限的資源──被投注在機器人上──而這些有限資源原本該直接用於人類

和人類間的直接互動。這樣的個人損害情形若是隨著過度身分認同的情況加

劇，更可能進一步上升為文化或國家層面的社會成本。 

                                                      
134 See Pagallo, supra note 117, at 8. (指出人工智慧有破產之可能，因而對於補償無能為力) 
135 Wagner, supra note 108, at 611. 
136 Wagner, supra note 108, at 612. 
137 Bryson, supra note 124, at 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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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最基本的任務是確保大多數人了解這些看起來自主的人工智慧僅被

視為機器，人們進而能夠根據自己的目的及用途，適當地在這些機器人上投入

時間和金錢138。Bryson 甚而表示： 

「若是決定要從火場中拯救人類還是機器人時，任何人都沒有猶豫

的必要。機器人應該被設計為可以完全更換零件，雲端保存檔案的

形式。正因如此，機器人之主人也應該理解自己擁有的該個體並不

會感到痛苦，更不會『死亡』，而僅僅是一種協助我們的工具139」。 

Bryson 進一步指出，在自由民主制度中公民的生活和思想是寶貴的資源，

針對人工智慧或機器人投注過多的資源，僅僅為了使其「社會化」將是這個社

會巨大的損失，人們應當將機器人視為工具，因為這些機器運作之任何目的與

動機均源於人類140。對於 AI 的過度身分認同，第一個可見的原因是起源人類渴

望擁有創造生命的力量，其次，她認為目前人類仍無法確定人性的明確概念，

因此目前的肯定論者才會將這個「人」的地位氾濫地賦予給任何能夠感知，行

動，記住和說話的事物。她表示將人的稱謂無端擴展，將會導致真實的人類貶

值141。除此之外，這樣的說法也等同於對於人類廢除自己所應負擔的責任。因

此，Bryson 的結論是「我們不是對機器人負有義務，而是對社會負有義務──教

育消費者和生產者關於機器人技術的真正義務」142。 

參、肯定人工智慧作為法律上主體之見解 

一、法律主體歷史發展之開放性與務實性 

                                                      
138 Bryson, supra note 124, at 70. 
139 Bryson, supra note 124, at 72. 
140 Bryson, supra note 124, at 73. 
141 Bryson, supra note 124, at 73. See also Nevejans, supra note 105, at 15-16. (Nevejans 亦嚴厲地批

評提倡人工智慧主體化是一種被科幻小說及電影影響之幻想，模糊了人機之間的界線，並使人

文主義受到威脅，而人類也因此降到跟機器一樣水準。) 
142 Bryson, supra note 124, at 73. 對於 Bryson 說法的評論將於肯定論部分詳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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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律主體是否真如前述某一部分欠缺論者所主張，某一個體若是想取得法

律上主體之地位，其必須具備某些必要的條件（像是負擔責任之能力），始得討

論其法人（法律主體）的適格與否？在實然的層面上，人(Person)此一字眼置於

現代法律體系的脈絡，應係指在法律上具有主體之地位，進而享有權利並負擔

義務者，從我國民法第 6 條及第 26 條分別規定自然人與法人之權利義務即可見

之，而我國法上似乎也因此並無所謂「法律上主體」一詞的存在。這麼看來，

在法律上具有享有權利並負擔義務能力的各類個體，皆是以「人」、「法人」、

「當事人」等人之形象存在143。可見論述法律主體的方式，與「人」之形象或

概念具有一定連結。 

相較於上開反對人工智慧作為法律主體之見解，部分採肯定論者選擇從法

人（或法律主體）之歷史發展脈絡，進而說明歷來法律主體的定義具有足夠之

開放性，以包容人工智慧之存在。此種論證方式有其必要性，乃因其著重之點

係對於「法律主體」、「法人」等詞彙的概念之差異，以及其理念之根源，進而

了解究竟係那些因素影響、形塑了現今在人工智慧論爭中有關法律主體的論

述。在本段筆者即欲由歸納部分學者考察歷史上法律主體與法律中人之形象的

演變，進而說明法律主體之定義足夠使人工智慧進入之開放性。 

（一）“Person”概念的流變──從羅馬法到中世紀 

若追查「人(Person)」在西方法律歷史上之淵源，可發現來自古羅馬時期之

拉丁語彙“Persona”，其最初之意義並非自然的、生物學上之人(Human being)，

而是指涉一種社會角色和公民身份，該字實際上可能來自於伊特拉斯克

(Etruscan)語的“ Phersu＂，或是古希臘語的“πρόσωπον (prosōpon)＂──指涉一種

                                                      
143 學者 John Dewey 在考察公司法人的文章中，針對「人」這個詞上的解釋也採取此種見解 “I 

am trying to say that "person" might be used simply as a synonym for a right-and-duty-bearing unit. 

Any such unit would be a person” Dewey, supra note 107, at 656. See also Bryant Smith, Legal 

personality, 37 YALE L. J. 3, 283 (19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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儀式上與表演上演員所使用的面具144。另外，學者吳宗謀更說明人(Persona)此

一詞彙在古羅馬時期法律上的重要意義： 

「古代羅馬法在指涉法律上之權利主體，或是法律上之一造時， 會

使用 persona 而非 homo。我們可以說，前者正是人人在法律上所扮

演的角色。由於古代羅馬法並非以人皆生而自由平等為基礎，同時

存在著奴隸制與人格減等制，因此不難了解並非所有具有肉身之自

然人，都能成為法律上的權利主體。」。145 

在此同時，古羅馬時期的寺廟、社區、城市、村莊亦擁有著法律上主體的

權利146，然而部分自然人之奴隸僅被視為主人的財產，而不被視作法律上的人

147，即使是理性、自由之公民，亦可能在犯罪後遭受「人格減等」之懲罰，進

而失去在法律上被視為人之主體的權利。 

在當時語境下的“Persona”，多少帶有一絲透過法律進行擬制的性質148，並

非與自然人或理性人類之概念緊密相連；此外在古羅馬時期法律上所稱之

“Persona”無論譯作「人」或法律上的人格，實際上皆係以其社會角色作為判斷

之標準。因此在那段時期，縱使生而為自然人，也不必然地屬於法律上之人；

而非自然人之存在，也並不意味著不屬於法律上之主體。 

此外，學者吳宗謀指出查士丁尼皇帝(B.C483－565)在編撰「死者法 Lex 

mortuo」時亦適度運用了“Persona”的概念，使死者在法律上被認為可以負擔債

                                                      
144  Frow, supra note 123, at 273. See also David J Calverley, Imagining a non-biological machine as 

a legal person, 22 AI & SOC 4, 525 (2008). 
145 吳宗謀（2004），《再訪法人論爭—一個概念的考掘》，頁 30，臺灣大學法律學研究所學位論

文 
146 Solum, supra note 102, at 1239. 此外，在這裡針對社區、城市集合體等團體所使用之用語並

非 Pesona 而是 Universitas，但其亦具備一個整體的權利主體之形象。參吳宗謀，同上註，頁

13。 
147 Frow, supra note 123, at 284. 
148 許修豪（1999），《非人類動物的基本權利－從黑猩猩談起》，頁 252，國立臺灣大學法律學

研究所碩士論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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務，而「遺產係以人格之形象被想像，一如城市、法庭和行會」149。就此，吳

宗謀表示該段文字的意旨即為：「尚未被繼承的財產——亦即此處所稱的死者—

雖然不是現實的、有肉身的自然人，但仍然是一個不可分割的權利與義務整

體。150」，從此處我們也可以一窺羅馬法中法律主體地位之賦予，仍然出自於某

些實際社會上之考量151。當歷史進展至中世紀，更不缺乏針對動物等進行審判

的案例，儘管當時之法律深受神學、萬物有靈論概念之影響，這些審判也不一

定符合現代法律觀念，但仍然於一定程度上表明了非人類個體作為法律主體

（至少說得上是訴訟主體）的案例在歷史並非全然不受肯定，因而確定了在當

時部分非人法律主體之存在152。 

而當歷史發展至中世紀時期，除了上開動物審判的案例外，教會主導著當

時法律秩序，而為了將教會的自身存在構建為一個絕對聖潔並且自主的主體，

並且將教會與其成員的財產進行劃分，教會法（Canon Law）法學家即利用了

羅馬法中的“Persona”概念，教宗 Innocent 四世則創造了“Persona fitca（被擬制

之人）” 153將教會建構為權利之主體154，進而有效處理當時教會財產關係。除

此之外，教會法學家更將教會視為「基督的配偶，同時也是基督奧體的一部

分」，因此同時也具備著自然人的形象155。學者 John Frow 則指出在基督教神學

的影響之下，人被視為是「身體和靈魂這兩種截然不同且不可還原之物質的統

一」，因此先前社會性概念的人“Persona”自此與生物上的人“Human”結合在了一

                                                      
149 該學說彙纂中關於清償擔保與委任的一段文字，經學者吳宗謀翻譯為：「死者應被認為可負

債務，在接受繼承之程序前，亦得有清償擔保人之存在，蓋遺產係以人格之形象被想像，一如

城市、法庭和行會」，儘管吳宗謀引據其他學者見解認為部分拉丁用語並非出自古代羅馬法而係

西元六世紀時的事後添加，但無損於本條意旨。參吳宗謀，前揭註 145，頁 33-34。 
150 吳宗謀，前揭註 145，頁 33-34。 
151 學者 Iannì & Monterossi 亦表示當時的主體性是種手段，以便在自然人(subiecta iuris)與物

(res)之間進行區分。See Iannì & Monterossi, supra note 121, at 575. 
152 請參閱許修豪，前揭註 148，頁 253。 
153 VISA AJ KURKI, A THEORY OF LEGAL PERSONHOOD 34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19). 
154 Iannì & Monterossi, supra note 121, at 575. See also Allgrove, supra note 107, at 42. 
155 吳宗謀，前揭註 145，頁 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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起，成為一種如本體論一般的看法，Persona 被錨定在這個生物學性質的人類身

體上156。 

（二）“Person”與自然人的連結 

既然經由羅馬法時期與中世紀“Persona”概念的考察，我們發現「人」這一

詞彙在當時並未單純代表自然人，而是有著扮演何種社會角色的意義。那又為

何現代的學者們在法人理論上的論爭上，有一部分之見解會認為法人的概念與

自然人或道德主體有著強烈的關聯，以至於反對論者大多會以此來駁斥人工智

慧作為法人（法律主體）的想法？對此，有論者或許可追朔至康德哲學以及德

國法學家薩維尼對於法人理論建構的影響。學者吳宗謀指出，薩維尼對權利主

體的理論建構，受到了康德與黑格爾哲學的影響，因而以意志之支配與人的自

由為出發點，意即對於薩維尼而言：「法律上的『人』是一種具有自由意志、能

承擔責任的主體。換言之『主體』主要就是指涉道德與倫理的主體157。」。法律

上之人以及權利主體最根本之概念即是「自然人」這類個體158，於是吳宗謀認

為薩維尼對於主體與自然人之影響係： 

「每個自然人—且唯有自然人—才有權利能力（Savigny, 1840, 2）。

這個公式代表著一個法學上的重大變化：“Person”這個古代羅馬法

上的用語、權利主體這個新詞彙與自然人，成為了十九世紀法學上

的新三位一體；從法學詞彙成為神學詞彙的 persona，帶著濃厚康德

哲學意味、同時也是道德主體的『權利主體』，與從來就不是最上位

                                                      
156 Frow, supra note 123, at 274. “The person and the biological human being are thenceforth fused in 

a unity in which the persona is an ontological rather than a functional entity, and is anchored in the 

body.” 
157 吳宗謀，前揭註 145，頁 38。 
158 此外，亦有學者經考察後指出萊布尼茲(Leibniz)可能是第一個將法律上之人格與享受權利負

擔義務之概念連結在一起之人。 See KURKI, supra note 153, at 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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概念的『自然人』，在 Savigny 的脈絡中，被緊密地連結在一起。

159」 

薩維尼的此種看法，似乎是論證法律將人類(human beings)轉化為法律上之

所稱自然人(natural person)及人格160，使得“Persona”一詞逐漸被自然人的概念所

收編，失去了古羅馬時期的社會角色的扮演性質，並且不同於中世紀教會法學

派為了處理教會財產問題的目的。也因此產生了後續法人理論的爭議，既然唯

有自然人才有權利能力，那麼公司等團體在法律上所取得的主體地位豈不是藉

由法律所擬制而來161？此後，薩維尼提倡之法人擬制說雖然在與吉爾克(Gierke)

為代表之法人實在說中落為少數說，但其將“Persona”一詞與自然人進行連結的

概念則受到廣泛的傳播與適用162。 

然而我們應注意到，在薩維尼構建理論之時，人類尚為整個社會乃至於地

球上具備足夠智慧之生物，其彼此之間交流形成社會關係，並透過由人類物種

組成之團體或管理之財產作為行動名義，以利於更多樣化的社會互動。然而，

人類與非人類個體間之關係此時卻仍然保留許多空白，縱使在中世紀有過審判

動物之案例，實際上我們亦無法以權利義務束縛不具理性的非人類個體163，而

薩維尼既然同意所有法律皆是由於人們的關係而被規定164，因此將「法律上的

人」之概念與被稱為人類之物種相連結，在當時應是極其正常之事。只是，過

往法律主體理論之研究者恐怕沒料想到，在 21 世紀人工智慧之發展雖然緩慢，

但已逐漸挑戰起人類之智慧，並且在各種研究之中嘗試取代原先僅有人類所能

達成之事。 

                                                      
159 吳宗謀，前揭註 145，頁 39。 
160 Iannì & Monterossi, supra note 121, at 576. 亦可參照 Wolfgang Friedmann（著），楊日然等

（譯）（1984），《法理學》，頁 623，司法院。 
161 在此「法人擬制說」與「法人實在說」之間的爭議並非本文所討論之重點。 
162 Iannì & Monterossi, supra note 121, at 577. 
163 KURKI, supra note 153, at 41. 
164 See Iannì & Monterossi, supra note 121, at 576. 亦可參閱吳宗謀，前揭註 145，頁 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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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現代「法人」概念：公司法人及其他非人類個體 

部分肯定說者可能會主張所謂人工智慧的主體化，其存在並非近於自然

人，而係更接近於公司此種透過法律「擬制」的存在。而採此一見解者，通常

會論證公司、財團、政府等存在雖與自然人相去甚遠，然而亦得作為法律主體

存在，進而反擊欠缺論者的主張。因此我們同樣需要了解在法律體系之下，公

司、財團等這種經由法律加以「承認（擬制）」的法人，其形成之背景究竟為

何？ 

學者 Iannì以及 Monterossi 引用英國學者 Edward Coke 與 William 

Blackstone 兩位學者之論點，得出：「公司不過是一種實用的法律工具，係人類

出自於政治意志，並以維護集體利益為唯一之目的而創造。由此點觀之，『早

期』法律人格之模型即得視為一種公共政策工具165」。此外，學者 Gabriel 

Hallevy 亦透過歷史考察，指出主張法律主體必須能承擔責任的說法，與英國法

人制度之歷史發展並不吻合。在英國法的發展上，具有現代組織架構的公司早

在 14 世紀時即已出現，但為了使公司依附於法律之下並且使其服膺於法律，法

學則花上了數百年的時間發展，直到 17 世紀，在英國才首次有法院對於公司施

加刑事責任166。由上開研究觀之，至少我們得以確定英國在早期發展公司法人

的情況之下，其具備著強烈的工具性質，甚而被 17、18 世紀的兩位學者認同為

一種法律工具，其理念是出自於經濟需要與社會工程的實踐167。 

在此，對於承認公司屬於法人此一法律主體的論證，有反對者或許會主張

公司法人之存在無法提供承認人工智慧為法律主體的依據。至少公司的存在是

由一群人所提供之資產所構成（並且在通常情況下比個人能持有或支付的財產

還多上許多），而即使公司的決策與對外互動沒有辦法確認具體來源，也可以追

                                                      
165 See Iannì & Monterossi, supra note 121, at 576 (2017). 
166 Gabriel Hallevy, Virtual criminal responsibility, 6 ORIGINAL L. REV., 26 (2010). 
167 Iannì & Monterossi, supra note 121, at 576 (20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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溯至內部某個或某些人的決定與意志，也因此法律終究得追究某些特定人的責

任168。然而，我們亦可以在前文敘述中確定，具備負擔（刑事）責任之能力並

非是給予英國法上公司成為法律主體的要件，公司在英國法上之存在甚至先於

刑法上對其行為責任的要求。 

縱使忽略中世紀那些對於非人類動物的審判與刑罰之案例，近代除了最常

見的公司法人之外，在部分法律體系下仍存在著承認非人類個體為法律主體的

紀錄。在 1925 英國樞密院 Pramatha Nath Mullick vs. Pradyumna Kumar Mullick

一案當中判決基於印度教中長久的宗教習俗以及該案的遺囑爭議等具體問題，

宣告一個印度教偶像(Hindu Idol)具有法律上之人格169；在英美法體系下船舶亦

在法律上長期被技術性地視為責任主體之存在，進而負擔相關碰撞責任170；此

外，在 2017 年紐西蘭國會為了解決當地原住民與移民長久以來針對河流權利的

索賠紛爭，通過《旺加努伊河索賠和解法(Whanganui River Claims Settlement 

Act 2017)》171，將其境內的旺格努伊河視為真正意義上自然環境的「法人(legal 

person)」172。 

上開案例作為法人，或者是法律主體之邊緣案例，成為了某些非人類個體

作為法律上主體的證明，更證實了此一概念的開放性，以及其理念上所具有的

政策性、務實性。這部分便是筆者認為在探討法律主體與人工智慧之間的議題

時，亟需多加留意之點。 

                                                      
168 Bartosz Brożek & Marek Jakubiec, On the legal responsibility of autonomous machines, 25 ARTIF 

INTELL LAW 3, 293, 300 (2017). 
169 Christopher D. Stone, Earth and Other Ethics the Case for Moral Pluralism, 22 (1987). (as cited in 

Solum, supra note 102, at 1239.  
170 Christopher D Stone, Should Trees Have Standing--Toward Legal Rights for Natural Objects, 45 S. 

CAL. L. REV., 452 (1972). 在英美法上船舶具有訴訟主體地位；另可參照 1910 年布魯塞爾「關於

船舶碰撞規定統一公約」第 3 條、第 4 條責任由過失船舶承擔之規定。 
171 KURKI, supra note 153, at 127. 
172 該法案第 12 條規定將 Te Awa Tupua（包含從山脈到大海的旺加努伊河，並將其物理和形而

上之所有要素合一）視為一個不可分割、活著的整體；而同法第 14(1)條，則將 Te Awa Tupua

視為法人(legal person)，並具有法人的所有權利，權力，義務和責任；同法並透過第 18 條設立

了 Te Pou Tupua 辦公室代表 Te Awa Tupua 進行各種行為。See Te Awa Tupua (Whanganui River 

Claims Settlement) Act (20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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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小結：法律主體概念之開放性與務實性 

是以，由法律主體之發展脈絡，以及其實際案例上的具備的開放性可以得

知，具有理性的自然人以及其組成團體雖然在法律主體及人格的構成上長期占

據了主要之地位，然而這種情況並沒有使得法律主體之定義完全飽和，進而排

斥其他非人類個體進入法律主體的範疇內。一方面而言，觀察歷史案例，以種

族、性別之歧視偏見、刑罰剝奪理性自然人法律地位的案例，直到近百年來才

逐漸消失。而隨著社會發展，儘管各國法律體系有所不同，但基於人道、政

策、經濟等考量進而承認胎兒、永久植物人、寺廟、公司等法律主體地位之情

況絕非少見，據此似可認為某程度證明了學者 Solum 的觀點：直到現今法學上

並未產生足以符合目前所有法律主體之理論173。 

從上開有關法律主體歷史發展之說明，可發現法律主體之概念本身即具備

一定之開放性與務實性。筆者之論點並非主張我們「應該參考過往法律主體之

制度」而認定人工智慧為法律主體，而是應注意到「此一主體概念所具備的流

動性與開放性」，其因應社會發展的變動、各種個體與交易行為等之差異，而在

每個時代產生不同的風貌。筆者認為縱使反對論者主張法律主體與道德主體有

某程度牽連，或者是法律主體具備著某些必要的條件，亦不應忽略這上開兩

點，以及其在歷史中流動變化的性質。 

另一方面，如同先前提及，人工智慧之自主性與不可預測性逐漸逸脫人類

所得掌控的範圍，使得其自身之定位落於主體與非主體的邊界上，並且隨著參

與人類社會之能力增加，有著朝向法律主體之中心理念前進的趨勢。此部分之

科技發展，亦係於法律主體理論建構之時，任何人皆難以預料之情景，因此若

                                                      
173 Solum, supra note 102, at 1284. “thinking about personhood for AIs forces us to acknowledge that 

we currently lack the resources to develop a fully satisfactory theory of legal or moral personhood”. 另

可參 Friedmann，前揭註 160，頁 6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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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過往法律主體之理論處理此一嶄新存在，恐有心有餘而力不足。某程度而

言，這也給與了人工智慧挑戰法律主體地位的正當性。 

此外，我們也必須了解「法律主體」之概念在中世紀歐洲之後才逐漸與負

擔權利義務的意義連結，並且在其後與自然人的形象重疊進而難以釐清其關係

174。此外，在英國對於公司規範的發展上也能夠看出其務實開放的性質，以及

部分負擔責任、義務的要求並未自始即固著在法律主體之概念上。是以，在單

純法規範層面上，考量法律主體此一概念在過往法制上的開放性，即無法以

「法律主體之概念排斥自然人（或由自然人組成之團體）以外之可能」作為理

由，進而反對人工智慧作為法律上主體之可能。 

二、人工智慧之擬人化與社會互動能力 

除了從法人發展的歷史脈絡確認法律上主體的開放性之外，我們可能已於

各領域之中將某些被賦予特定外型之人工智慧（無論其程度高低）作為社交之

對象，並且如同正常自然人一般對待其存在。這種「擬人化

(Anthropomorphism)」的現象，經部分學者以哲學、心理學與倫理學之角度探

討，用以補強人工智慧作為主體的見解。此外，對於人工智慧於現今與可能的

未來參與社會實際運作的情形，亦有學者指出其具備一定之社會互動能力。 

（一）人工智慧（機器人）擬人化之傾向 

在 2007 年，記者 Joel Garreau 報導美軍阿拉莫基地進行自主機器人掃除地

雷測試，在經過一連串行動後，該機器人被地雷炸毀數條移動用肢幹，儘管全

身剩下一條腿仍持續於地上爬行，試圖繼續執行其被交付之任務。該測試負責

人卻立即宣布測試終止，並表示本次實驗不符人道175。此外，學者 Carpenter 亦

                                                      
174 學者 Visa Kurki 認為這種 Legal subject 與 Person 兩個概念的混淆導致了在法律主體討論上的

混亂。See KURKI, supra note 153, at 53. 
175 See Joel Garreau, Bots on The Ground(2007), available at https://www.pressreader.com/usa/the-

washington-post-sunday/20070506/282192236550791 (Last visited:2020.6.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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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析了美軍使用掃雷機器人時，對於其所產生之信賴與同袍情感如何影響人類

對於該機器人的判斷與互動，並認為擬人化的機器人在某些環境中可能更能有

效發揮其角色之功能，但人類與機器人間之互動會變得複雜化176。上述的案例

所展現之擬人化傾向，即為先前學者 Bryson 所指出之人工智慧「識別問題」。 

在心理層面，有論者指出若賦予特定機器人姓名、個性描述與背景，將會

影響大眾對於該機器人之反應177。然而對於此等擬人化的傾向，學者 Kate 

Darling 不應認為對於僅存在著負面影響，在特定的情境下（例如上開軍事任

務），此種擬人化應該受到限制與貶抑，因為這種情感上的投射將會妨礙原本設

計所欲達成之目的，並且對於人類使用者或合作者產生危險性與執行任務效率

不佳的問題178；然而在其他情況下，擬人化的傾向或許能帶來其他好處，若以

各種醫療照護、社交型機器人等進行說明，透過賦予某種近似於人類的形象，

能夠使這些投入於醫療與社交用途的機器人更容易被社會大眾接受，進而達到

最初設計者促進人類利益之目的。基於這些特定用途的機器人「被視為社會主

體(social agents)，而不是工具時179」，能對人類提供最有效的協助，那麼即有需

要對於擬人化進行分析及架構，而不是一概地否定大眾將其擬人化的傾向180。 

  因此，學者 Kate Darling 即主張： 

「法律區分事物(res)、主體(agents)與人(people)，一方面既可以將所

有的機器人一概認定為客體，也應可接受大眾心理可能以不同角度

看待某些機器人之事實。若人工智慧或機器人在與人們的互動過程

中展現出了非常高的社會性(overwhelmingly social)，那麼即得考慮

                                                      
176 See Julie Carpenter, Just doesn’t look right: Exploring the impact of humanoid robot integration 

into explosive ordnance disposal teams, in HANDBOOK OF RESEARCH ON TECHNOSELF: IDENTITY IN A 

TECHNOLOGICAL SOCIETY 609, (Rocci Luppicini ed. 2013). 
177 Kate Darling, 'Who's Johnny?'Anthropomorphic Framing in Human-Robot Interaction, Integration, 

and Policy, in ROBOT ETHICS 2.0: FROM AUTONOMOUS CARS TO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173, 

(Patrick Lin, et al. eds., 2017). 
178 Id. at 175. 
179 Id. at 176. 
180 Id. at 1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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設計一個全新的法律類別，而在這種情況下，機器人的智慧或能力

將無關緊要。181」 

（二）從主觀擬人化視角轉向客觀社會功能 

儘管上開案例呈現出了人類對於非生命之機器具備將其擬人化之傾向，惟

反對擬人化之見解亦不在少數。學者 Brożek 及 Jakubiec 雖然承認現今於技術上

承認人工智慧之法律地位係屬可能，但以民俗心理學(Folk psychology)的理論作

為依據，他們提出了一個思想實驗：若是人們遭遇了一個外表與互動能力皆極

度擬人化的人工智慧，在人們得知其並非真正之人類的真相後，將會對它態度

有所不同──不再將其視為主體而僅僅係單純之客體，Brożek 等人並指出將主觀

意圖、傾向加諸於無生命之物體並不妥當182；而學者 Bryson 則認為目前一部分

人類對於人工智慧之擬人化實際上乃係過度身分認同，對人類社會整體發展非

常不利。 

筆者認為學者 B. Brożek、M. Jakubiec 以及 Bryson 之說法目前似不具有強

烈的論據，Brożek 雖以上開思想實驗舉例，但其最後之結論乃為人們將不再視

該機器人為「道德代理183」，這種結論除了仍欠缺足夠的實證研究佐證外184，更

不應與「是否該將其視為法律主體」之問題相牽連。 

而在相關科技仍在進展的情況下，實際上也無法很明確地肯定 Bryson 所說

的「過度身分認同的傾向」是否造成了什麼巨大的社會問題，或者存在著任何

                                                      
181 Id. at 183. 
182 Brożek & Jakubiec, supra note 168, at 301-302. 
183 Brożek & Jakubiec, supra note 168, at 302. 
184 儘管 Brożek 等人以部分發展心理學之研究指出：兒童傾向將機器人作為具有生命力智慧個

體，但隨著年齡增加，對於該認知將逐漸降低。其認為可表明機器人會被民俗心理影響而逐漸

排除在具有意圖的個體之外。但這也不表示在人工智慧程度漸增的情況下擬人化的傾向不會再

次升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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急迫而明確之「人類地位」風險185。此外，Bryson 無疑是對於部分人們自願性

地將心思與資源投入於人工智慧或機器人的舉動進行審查與否定，而在尚未釐

清過度身分認同是否有導致嚴重危害的情況下，儘管 Bryson 的質疑有部分可能

性，但實在不得作為否定任何人工智慧擬人、主體化的基礎。相反地，我們反

而在前述案例中可以觀察到，在科技的發展中甚而在社會生活中，人類是如何

傾向希望機器、人工智慧能夠逐漸擺脫冷冰的面貌而具備擬人的外觀，並且我

們與其互動之過程中，亦表現出了這種傾向。 

有關承認人工智慧屬於法律主體與否之問題，無論係採肯定擬人化或反對

過度身分認同的看法，筆者認為若以大眾認同或是其擬人化之程度作為判斷是

否視為某種主體之條件，似容易成為模糊不清之標準，上開 Darling 或是

Brożek 等人與 Bryson 之說法即呈現出了明顯的衝突。一方面 Darling 強調擬人

化的優勢，Brożek 等人卻主張人們不會視人工智慧為主體，而 Bryson 反而指出

擬人化是一種過度身分認同之問題。此等觀察，亦將人類在社會道德上應如何

看待人工智慧與法律上應如何看待人工智慧混為一談，難以確立此等說法在法

律層面上之可證性，因此筆者認為上開說法至多僅能做為參考，而非進行法律

如何判斷之依據。 

那麼若從社會層面觀察，是否存在著比起上開說法更適宜做為判斷標準的

主張？學者顏厥安特別指出，目前不具備「內在觀點186」的人工智慧中所具備

「智慧」之概念，其判斷之重點或許不再於智慧或心靈之存有問題，而是從社

會功能而言，人工智慧是否已逐漸趨近於人類，進而於特定脈絡下，人工智慧

若是得以表現出特定的功能反應，人們即有可能接受該系統猶如一個心靈187。

                                                      
185 人類是否會於將人工智慧或機器人擬人化之情況下，馬上以人工智慧或機器人代替既有人際

關係，目前仍不清楚其可能性，有論者反倒認為我們將找到一種人機之間的嶄新關係，而不是

取代既有的關係。 See Darling, supra note 177, at 177. 
186 顏厥安（2018），〈人之苦難，機器恩典必看顧安慰〉，劉靜怡（編），《人工智慧相關法律議

題芻議》，頁 71，元照出版公司。 
187 顏厥安，同上註，頁 7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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亦即，其已不再討論心靈、智慧等本體論之問題，轉而關注於人工智慧本身所

具備的社會功能性188。 

若依據學者顏厥安之論點進一步延伸至法律的層次，我們或許能更注重於

人工智慧與人類所共通之某部分功能性，若其能夠展演出特定之社會功能，並

且其行為與結果在法律的層面有著特定的意義（例如說創作、發明、交易之行

為），筆者認為即無須將重點置於探討該人工智慧究竟有無類似於人類之意識或

心靈，因為該人工智慧早已展現出了具有實際社會功能，並且得以被社會接受

189。同樣的，法律對於各種主體資格之承認似乎也呈現出此種特徵，舉例而

言，公司法人、船舶、寺廟並不具備人類之意識或心靈，然而其透過人類於背

後運作，這些原本不能算是實際具有生命的個體存在，於社會上便展現出了社

會互動的能力、更足以令法規範賦予其外顯行為各種法律意義。如此一來，即

可能據此承認人工智慧具有某種法律主體之地位。 

因此，筆者認為法律主體地位之承認與否，其重心或許不應置於人類、大

眾心理如何看待人工智慧之存在，儘管這種傾向有利於提升人工智慧在大眾眼

中之地位，但這種以人類心理或情感將人工智慧擬人化之傾向，很有可能過度

擴大或縮減法律主體之範圍。並且最重要的是，其法律主體地位之判斷標準最

終將會以模糊不清的大眾觀點作為論據，更會基於各個文化地域對於人工智慧

看法之差異產生不同認定結果。相較之下，筆者更能同意學者顏厥安之看法，

應將探討之重心置於人工智慧是否展現出特定的社會功能反應，並且其展現出

之行為是否具備特定法律上意義，進而判斷其是否可能成為法律主體。至於人

類如何看待人工智慧之存在，僅僅是在其表現出特定社會行為與功能反應之

                                                      
188 顏厥安，同上註，頁 81。 
189 在此所謂社會功能，筆者認為即屬進行本文舉例之創作、發明或係投資等在具有顯著社會性

意義的舉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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後，人類所產生之回饋與結果，不應以此作為判斷承認法律主體與否之必要條

件。 

三、人工智慧主體化之條件 

依照上述肯定論的說法，似乎立法者、法律本身得任意賦予法律主體地位

給任何一種個體，如此一來，肯定論者最後的論述是不是使得法律主體之理論

成為單純法律技術上之工具，而逐漸落入 Naffine 所分類的完全開放說，淪為毫

無標準的恣意判斷？若今日承認了人工智慧之法律主體地位，明日是否又應該

承認猿猴、植物為法律主體？針對此等質疑，筆者認為法律仍然需要值得信服

的實際理由，才能考慮承認某類個體──尤其是人工智慧之法律主體地位190。而

這實際理由，即存在於各個（而非整體）法規範中的具體利弊考量，以及各法

律主體透過明確規範訂下權利義務之程度差異。 

（一）務實的利弊考量 

既然上開反對及肯定見解之分析表明法律主體不宜與理性自然人或人類之

形象過於聯結，並且其於歷史發展上顯示出了一定的開放性，那麼人工智慧是

否得成為法律主體之判斷標準，即可能須從務實、具體的觀點出發，以決定哪

些個體可能會具備法律主體之地位。在此，筆者認為肯定論者至少必須回應

「為何法律主體的界線只到此為止而不是更加擴張」此一質疑，藉由說明某些

個體於各個法領域上作為法律主體能夠具體處理、避免甚而解決特定之問題，

展現出其具備參與、影響社會互動之能力，如此才得以考慮賦予其法律主體之

地位。 

學者 John Dewey 指出若需具備某些屬性方得成為法律主體的話，則可能得

認為賦予某個體法律主體與否之判斷標準在於該個體的行為後果具有社會性，

                                                      
190 Chen & Burgess, supra note 124, at 7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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並且以法律施以權利義務會使其行為之後果產生變化。如此一來，樹木或動物

等個體無須賦予法律主體地位之理由即十分明顯──它們縱使行動的結果具有社

會性（生產果實或傷害人類）──但其行為並不會因為法律賦予其權利義務而有

所不同191。雖然這種說法以事後觀察其對於法律之反應做為考量，似乎有利於

區分法律主體與客體，但其論述仍有無法解釋之處。此一論點的前提在於必須

仰賴觀察個體是否有反應法律之能力，但是在目前邊緣案例之中（如未出生之

胎兒、植物人、嚴重精神障礙者等）其論點仍然無法有效地將這些個體納入法

律主體的範圍192。最終仍然須在某程度依賴其他法律主體理論輔助判斷。 

而對於人工智慧主體化之上開紛爭，學者 Allgrove 則認為多半係來自於我

們問錯了如何判斷法律主體之問題。他認為問題並不在於「某一個體需要擁有

什麼樣的屬性才能成為法人？」或者是「對某一個體施加法律所產生之後續影

響為何？」，真正應該視為重心的是第三種問題：「法律會在什麼樣的條件下，

將某一個體視為法人(legal person)？193」。 

在此，反對論者認為人工智慧主體化將會成為規避責任之工具，人類將會

隱匿在人工智慧主體之後，使得真正應負法律責任之人毋庸承擔任何風險194，

其亦指出在近年來人工智慧科技絕大多數皆於組織龐大之公司手中，將人工智

慧主體化，反而提升了一般人民與專業公司間之對抗難度。對此種人工智慧責

任層面上的批判，依筆者見解，可能得提出三點反駁之： 

1.將人工智慧主體化並不代表自然人即可脫免所有責任。相反地，自然人

除了應擔負經過事件調查後所確定之責任外，在無法判斷自然人之責任歸屬、

                                                      
191 Dewey, supra note 107, at 661. 
192 Allgrove, supra note 107, at 37. 
193 Allgrove, supra note 107, at 38. 
194 Wagner, supra note 108, at 6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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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果關係之情況，更可能與其他自然人透過事先對人工智慧主體投注之財產保

證或保險連帶承擔責任，實際上對於被侵害人之保護可能更為周全。 

2.回顧公司法人之歷史，亦有論者表達公司法人之制度設計，將使經營者

得以脫免責任之憂慮，然而針對此種情形公司法目前已發展出「揭穿公司面

紗」之法理，並於司法學說及實務上有著足夠之討論與實踐。於人工智慧主體

化之情況下亦應可採取類似法理，用以對抗蓄意藏匿於人工智慧行為背後之自

然人或公司。學者 Allgrove 即特別指出，就「揭穿公司面紗」法理而言，應可

解釋為賦予公司此一社會個體法律地位之條件，而非否認其在法律上之真實存

在195。 

3.縱使人工智慧不加以主體化，發明者、公司經營者、製造者等之責任追

究仍然係目前難以處理之問題（如自駕車等責任、因果關係之判斷）。相反地，

將其主體化將可能要求其須事先透過註冊相關資料、向政府揭露部分程式運作

方式及訓練資料內容，並利用財產保證或強制保險以確保其負責管理、提供保

險及賠償之人。因此，對於責任之確定可能更為周全。 

此外，或許有人會主張人工智慧在社會互動的情況下與外在個體產生之法

律關係與效果仍然可以直接歸於其所有人或使用人，正如同與自動販賣機之交

易實為與自動販賣機之所有人進行交易一般。然而，這樣的論點依然忽略了人

工智慧的自主決策能力在進行社會互動下的高度複雜性。法律之所以能將自動

販賣機與購買人之間的互動結果歸於其所有人乃係因該機器根本無「自我學

習、決策」之可能，自動販賣機僅能依照其設計之程式碼進行外在互動，然而

擁有足夠程度之自我學習、決策之人工智慧並不符合此種條件，其有可能不斷

地透過收集、分析外在環境資訊，在所有人與使用人無法控制之情況下自我進

                                                      
195 “The ability to lift the veil is a condition of the attribution of legal personality, not a denial of it.” 

Allgrove, supra note 107, at 69. 2004. 但部分學者對於揭穿面紗法理之適用效果，係採取較為悲

觀之態度，並不一定能有效利用。See Joanna J Bryson, et al., Of, for, and by the people: the legal 

lacuna of synthetic persons, 25 ARTIF INTELL LAW 3, 286 (20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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步，因而其行為或能脫離原先所有人，甚而是發明人所能預測之結果。是以將

人工智慧與一般自動販賣機等機器類比，認為可依正常方式將法律關係與效果

歸於特定人即有所不當。 

（二）各種主體之權利義務程度並非相同 

部分學者主張法律上主體地位的判斷標準，並非係一個全有全無的概念，

而係依程度上之問題。學者 Wagner 認為先行判斷法律主體必須具備何種特質的

方法，雖然簡單易懂猶如勾選一份「洗衣清單」，但這種方式卻掩蓋了法律主體

是程度問題而不是全有全無之問題196，Wagner 並引用動物權利學家的說法作為

論證，指出不少動物亦具備某程度的人類特質，諸如智慧、社交能力、情感能

力等（已充分到在洗衣清單上某些格子打勾），卻不受法律承認為主體，在這種

情況下，確實很難明確說明法律上人與非人的界線依據為何。 

上開見解認為並非缺乏一項特定要素即不可成為法律主體。那麼若是依照

個體之程度進行審查，將可能在肯定論及否定論之間產生另一種較為妥協之主

張：「並非所有人工智慧皆得以成為法律主體，只有充分證明其能力之人工智慧

方能成為法律主體197」。並且，這種觀點暗示著法律主體之權利義務也會隨著其

程度有所差異，承認法律主體並不涉及權利全有全無之二元選擇，在這一點

上，由法律條文觀察即可確定，例如公司法人自不可能享有自然人所專有之生

命權、繼承權等自然人才能持有之權利198，而人工智慧在這層意義上亦同199。 

                                                      
196 Wagner, supra note 108, at 595. 此外，亦可參照松尾剛行（2019），〈關於 AI 的人格〉，2019

年第二屆人工智慧與法律國際學術研討會「新時代的法律衝擊：一場 AI 與法律的國際思辨」

大會手冊》，頁 148-150，（指出儘管目前日本主要係採全有全無之人格概念，但亦有學者主張

人格係「程度」之問題，筆者於會議中亦向松尾剛行先生確認這並非僅有一人採取之見解，如

有誤解文責由筆者自負。） 
197 Chen & Burgess, supra note 124, at 91. 其雖然對於人工智慧之法律主體地位採取偏向否定之

見解，但仍肯定於討論其主體地位時必須個別區分審查其能力高低。 
198 Wagner, supra note 108, at 599. 
199 對於法律上的人(Legal person)權利義務不必同一的這一點，即使是 Bryson 也同意之。See 

Bryson, et al., supra note 195, at 27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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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此，學者 Nevejans 批判若承認具備足夠智能之人工智慧屬於法律主體，

則人工智慧（或者代表它們行使權力的自然人）未來可能會要求生命權、尊嚴

權、平等權、退休權或報酬權等權利，屆時反而將導致這些人工智慧不利於人

類使用或市場發展200。然而筆者認為這種看法目前看來實為多慮，若依照上開

權利義務依據主體性質不同而有其界限之看法，那麼人工智慧所應享受之權

利、負擔之義務僅限於立法者在現況考量下明文所規定之範圍內，亦即為人工

智慧在法律上能夠發揮特定功能之範圍。例如專用於創作發明之人工智慧可能

僅得擁有相關之智慧財產權及相關之訴訟權，或者投資型人工智慧可能作為法

律上主體，擁有部分之財產管理、交易權限等。因此，在短期的未來內尚無法

看見人工智慧能夠擁有自我意識與道德思維之情況下，應不會先行承認

Nevejans 所擔憂之生命權、尊嚴權、平等權、退休權或報酬權等權利，筆者站

在較為保守之立場，認為其除法律明文規定之權利義務以外，別無其他依據得

以主張。 

筆者同意上述程度之觀點，並非所有法律主體之權利義務皆為相等，依照

其自身之性質，法律也會適時承認、否認部分之權利義務。因此，若承認人工

智慧有取得法律主體地位之可能，則須先於各領域深入探討其所擁有之權利、

義務為何，藉此明確其在法律上的界線，其後，則必須透過立法機關制定特別

規定、專責機關負責審查其技術內容與相關影響，並利用註冊制為主要立法方

式進而明確其地位及權利義務。 

肆、結語：應考量人工智慧作為法律上主體之可能 

一、法規技術上反對理由並非充分 

在本章中，筆者整理了人工智慧在納入現有法律體系所可能產生之問題，

筆者認為將人工智慧視為單純的權利客體的論點將逐漸不可行，而此係出自於

                                                      
200 Nevejans, supra note 105, at 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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隨著人工智慧在各領域上思考、判斷、社交能力的進展，可以發現除了在本文

欲討論的智慧財產權範疇之外，其他現有法領域在人工智慧的處理模式上亦受

到了不小的挑戰。研究機器人法之學者翁岳暄亦指出：「機器人將成為在人（生

物）、物品（非生物）之外的第三存在，進而開始走向從「財產」轉變為「假人

(Pseudo-Human)」的過程。201」綜上所述，儘管現在技術尚未達到所謂「強人

工智慧」之標準，然而現有法律架構必須如同歐洲議會所提出設立電子人格之

建議一般，開始從長遠的角度思考人工智慧作為權利主體的可能性。 

隨後，針對人工智慧作為法律主體此一主張所產生之論辯。論證上最早期

進行反對的欠缺論雖主張各有不同，但一般皆認為人工智慧不具備某些成為法

律主體之要素，然而欠缺論似乎過度強調法律上人格與道德上人格之連結，同

時卻難以說明各個法律主體之間差異的標準何在。從漫長的法人歷史觀察之，

可以發現並非僅有人類取得法律上主體，舉凡動物、神廟、船舶等非人類邊緣

案例，皆有作為權利主體之案例紀錄存在。儘管反對者主張上開個體之主體地

位並非皆受現代法律體系所承認，但在現實上仍無法否認，所謂法律上人格或

主體與道德上人格、心靈、思考能力等並沒有想像中如此強烈之關聯。 

基於上開論點，本章進一步透過考察過往“Person”在法學上所代表的意

義，可以發現在羅馬法之中，Person 與自然人之概念並非緊密關聯，相反地，

Person 代表的是一種社會上的角色，既可以由非人類的寺廟、社區、城市、村

莊等擔任這些社會角色（法人），亦存在不承認某些自然人為法律上之人的情

形。中世紀的教會法學家則為了解決教會與其成員間的財產及其存在問題，令

教會成為法律上之主體。筆者認為所謂的法人(Legal person)、法律主體(Legal 

subject or legal entity)在這樣的脈絡之下，其所顯現的是法律主體概念上的開放

性。而部分欠缺論者主張法律主體地位僅能由道德主體、理性自然人、有能力

                                                      
201 翁岳暄（2014），《服务机器人安全监管问题初探——以开放组织风险为中心》，頁 108，北

京大学法学院博士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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負責者等論證，實際上應該係 18 世紀德國法學家（以薩維尼為例）轉化康德哲

學為其法人理論後，才逐漸產生之普遍觀念，在此之前法律中存在著各種非自

然人之主體此一事實，則未被視為異常之事。 

而觀察公司法人的發展，可以證明法律上主體地位的賦予及承認，係基於

某些因素的考量之下加以承認其主體地位（尤其是政治及經濟因素）202，法人

承認與否之問題，與其說是透過某種法律主體理論中的標準比較後所賦予之對

象，倒不如僅是因為基於諸多考量，而被法律視為具有合法權利和義務之主體

203，而在此脈絡下我們無法忽視法律主體資格判斷上的務實性。因此，儘管筆

者並不否認法律主體與道德主體仍具有某種程度上之共通性，然而在人工智慧

的考量中，必須如公司法人一般採取更為務實的觀點，由政策上與經濟上等因

素考量是否給予其主體地位。而若是主張法律主體地位僅能由「自然人（廣義

上生物學上之人 homo sapien，包含胎兒），或是由自然人構成的團體（社團法

人）或其所掌控之財產集合（財團法人）」享受，與法律主體的歷史發展互相對

照之下似有扞格，筆者認為欠缺論在這方面較難以自圓其說。 

此外，有關人工智慧並不能被視為人之主張，以及人工智慧應作為發明者

或訓練者財產之主張，筆者認為前者僅僅係以人類中心主義作為論據，並不具

備充分之理由，而學者翁岳暄更認為若以長遠發展之角度來看，法律或許有可

能從以人為本的人類中心走向人機並重的雙重中心價值觀204；另外，財產說之

觀點則是忽略了人工智慧在科技發展之下可能產生自主決策、判斷及行動之能

力，因此除了與外界之互動模式可能逐漸脫離使用者或發明者之預測外，也偏

                                                      
202 Iannì & Monterossi, supra note 121, at 576. 
203 也因此 Ben Allgrove 認為在論述上法人資格應是一種為結論而非前提。Allgrove, supra note 

107, at 41. 
204 Yueh-Hsuan Weng, et al., Toward the Human–Robot Co-Existence Society: On Safety Intelligence 

for Next Generation Robots, 1 INT J SOC ROBOT 4, 267, 272 (20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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離了過往我們所想像的沒有自主能力的財產態樣，將其視為單純財產權，恐怕

無法妥善處理往後人工智慧與外在環境互動之問題。 

綜上所述，本文認為若僅就法規技術上之考察，顯示出了法律是否承認某

一個體具備主體地位，可說是具備流變性且在某些情況下出自於十分務實的考

量，進而有效處理各個時代、各個法律體系下所面對之問題。據此，筆者認為

在法規範技術的層面上，尚沒有完全反對人工智慧法律上主體地位之充分理

由，人工智慧法律主體化之主張應有嘗試之價值。 

二、今後論證攻防之重心──具體利弊分析 

筆者透過法律主體歷史與理論的考察，認為對於法律主體並未如想像般依

附於自然人生物學上的特性，與形上學理性或道德的主體概念之間亦無想像中

一貫地那麼緊密205，非人類說與財產說之說法亦不夠充分。因此，若僅只於法

律技術上的考量，本文即認為沒有充分反對人工智慧成為法律上主體之理由。

如此一來，若想找到反對其成為法律上主體的理由，恐怕就只可能存在於務實

層面上的考量，意即人工智慧作為法律上主體，是否具備著何種具體利益或弊

害，進而影響我們對於此議題上的判斷。 

在欠缺論之後，主張人工智慧作為法律主體所帶來之弊害大於利益者進一

步成為部分學者之主要論點，諸如人工智慧將使人類之價值減損降低、人類將

會以人工智慧作為紗幕，進而脫免自己之責任等等，以上論點確屬合理之質

疑。然而，筆者認為降低人類價值此一說法並不妥當，將某一個體作為法律主

體之新成員並不一定代表對於舊法律主體地位的否認與貶低；此外，反對論者

所提出之規避責任之弊害，於過往公司法制發展之情形亦曾出現，從公司法制

發展「揭穿公司面紗」原則之努力觀之，雖然筆者亦認同人工智慧可能將規避

                                                      
205 筆者的論點並非主張完全揚棄過往法律主體與自然人、理性道德主體連結之理論，僅僅是主

張在「人工智慧」此等邊緣案例上，以務實、開放之觀點加以判斷應為更佳適宜之作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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責任之風險，但同樣的，法律規定亦非不能發展「揭穿人工智慧面紗」原則以

處理上開風險。是以，針對人工智慧主體化所帶來之弊害，仍需深入在各領域

上研究，筆者認為尚難以單單「人類會利用此科技規避責任」一句話即完全否

定人工智慧主體化之可能性。 

本章介紹了各個學說提出之可能利益及弊害，例如人工智慧僅得享有部分

權利的理論或者其是否得承擔責任之疑慮。然而，這些論點仍屬概要性地說明

人工智慧作為法律主體的優劣，尚未具體地針對特定法領域進行具體分析。筆

者認為，最終必須在各個法領域上，具體分析不同程度之人工智慧取得與不取

得主體地位所造成之法規範及實際運作之影響。因此，若經由分析確定部分人

工智慧應該取得某些法領域之權利主體地位，那麼便得以擁有部分經法律承認

之權利及義務。 

如此一來，在實際運作上，本文即建議：未來可能須確立專責機關負責相

關人工智慧科技之審查、允許一定程度之人工智慧進行註冊以及後續之監督

206。而目前而言，面對歐洲議會所提出人工智慧「電子人格」的建議，我國立

法若討論至此部分之爭議，也應該以開放且務實的態度進行檢視。 

因此，在下一章節，筆者將會透過人工智慧創作於著作權法的相關理論，

分析人工智慧在取得與不取得主體地位的情況下，對於著作權法規範上及實際

運作之利弊。在此須先行說明，本章所稱之法律主體乃係一相對上位之概念，

若在著作權法規範下依循本文脈絡，享有著作人格權之著作人、著作權人之主

體皆應受本文所稱法律主體涵蓋，但本文最終之討論重心，仍將聚焦於人工智

慧在某程度上是否得為權利主體（著作權人）之問題。 

  

                                                      
206 相較於後續由司法審查人工智慧之進步程度而判斷其具有主體地位與否，處於行政前端之專

責機關透過註冊制審查資格，更具有專業判斷之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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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人工智慧創作之規範方案分析 

壹、序言 

  經過第二章人工智慧創作利用之介紹與各國相關法規之整理，本文確認了

人工智慧創作目前已具備之能力及牽涉問題，並且將隨著科技發展，逐漸挑戰

現有著作權法規範之基本概念；第三章則進一步考察人工智慧法律主體地位之

爭論，並得出法律主體此一概念具備著開放性與務實性，因此本文主張應具體

檢視人工智慧在各類法領域中，承認其法律主體地位將產生何種具體利弊影

響，藉以決定其主體地位之範圍及程度。為了回應上開第二章提出人工智慧創

作之問題，以及第三章肯認人工智慧法律主體之論點，本章將聚焦於相關規範

方式所可能產生之利弊。 

  因此，本章之架構，將採取逐步分析人工智慧創作之規範方式。首先，本

章將探討在人工智慧創作已逐漸與人類貢獻脫離的情況下，著作權法不保護人

工智慧創作的規範方式。嗣後，本章將不斷地推進觀點，逐步討論在「承認其

可著作性」、「承認創作主體適格」、「承認權利主體適格下」等等之可能情境中

法規範將會如何運作，並嘗試比較各種規範之可行性。 

  再者，本文之研究重心在於主體問題，因此本章之重點乃著作財產權及相

關利益之歸屬應透過何種方式分配，就人工智慧創作所產生其他侵權態樣等等

之法規範方式，將不多加探討，先行敘明。 

貳、創作不受著作權保護 

一、欠缺可著作性及保護必要 

  探求人工智慧創作與著作權間之關係時，首先須釐清者，即屬該創作是否

應受保護，嗣後始得論斷其著作權歸屬於何人。有論者主張人工智慧創作不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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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著作權保護，主要來自於下列幾種論點： 

（一）與著作權法基礎理論相悖 

  對於為何要透過法律明文規定保障作品權利，著作權法之理論提供了兩種

看法：其一以英美法為主，受到「功利主義以及經濟分析理論之影響，而重視

精神上創作轉化為經濟上的利益」，透過賦予著作人權利激勵其持續投入創作之

激勵理論207；其次以大陸法系為主（特別為歐盟、德、法），「在自然法理論的

基礎上重視著作人於創作中展現之自我意志，以人格價值觀作為著作權立法之

哲學基礎」208，進而論證其創作之權利應為天賦之自然權理論209。是以，有論

者主張應利用在討論人工智慧創作是否應受到著作權法之保障時，應以上開兩

種理論加以檢視。 

  若利用激勵理論觀察，給予創作權利保障之理由，在於促使其創作人受到

經濟上的鼓勵，進而得將其心力繼續投入創作促進社會及文化發展。而若認為

人工智慧係其創作之著作人，就現存的科技而言，實在沒有任何激勵人工智慧

的可能存在。畢竟，現今的人工智慧仍係受到人類發明者、訓練者及使用者之

控制，縱使其創作內容逸脫人類掌握，但最終決定是否進行「創作」之按鈕，

仍由人類把持在手，更直白地說，其所需之動力或激勵僅僅係「電流」而已

210。因此，人工智慧不具備任何受到激勵的可能，進而不值得給予其著作權。 

  而以自然權理論觀之，給予著作人創作權利保障之理由，在於著作係創

                                                      
207 陳昭妤（2017），《論人工智慧創作與發明之法律保護: 以著作權與專利權權利主體為中

心》，頁 51，國立政治大學科技管理與智慧財產研究所碩士論文。或有論者直接稱之為功利主

義說，參毛舞雲（2019），〈人工智慧創作品之著作權保護──從繪畫機器人談起〉，《交大法學評

論》，5 期，頁 93。 
208 羅明通（2009），《著作權法論（I）》，頁 99，第 7 版，作者自版。 
209 陳昭妤，前揭註 207，頁 51。 
210 Ralph D. Clifford, Intellectual Property in the Era of the Creative Computer Program, 71 TUL. L. 

REV 6, 1701-1702 (199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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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人格權之延伸211。在認定「人工智慧創作缺乏任何自然人貢獻」之前提

下，以自然權理論中洛克對於財產權理論的角度觀之，有論者主張這些作品

係人工智慧而非人類在進行創作之「勞動」，因此欠缺給與此種勞動回饋的必

要；另一方面，以康德與黑格爾作為代表之人格權理論，認為所謂財產（特

別係智慧財產）之目的，係為達成個人表達以及自我實現，因此才對於創作

賦予不可剝奪之權利。雖然人工智慧擁有某程度自主權，卻似無法肯認創作

型人工智慧已達成目前人格權理論所要求之人格標準可言。是以，人工智慧

既然與其創作欠缺個人表達以及自我實現之連結，該創作在人格權理論下即

不受著作權法保障。 

（二）否定人工智慧之能力 

  有論者從人工智慧本身進行檢視，主張人工智慧欠缺人類所具有的精神、

心靈與思想表達能力，而著作權法所應保障者乃係表現人類精神之創作，因此

論證人工智慧創作不具備原創性、創作性等可著作性之要件，非屬著作權保障

範圍212。 

  學者 Gervais 即認為所謂「著作權法保護作品的基礎，植根於『著作人具

有人性(humanness)』的土壤中213」，此外，他進一步主張在著作權法之中權利

與責任係屬一體兩面，而既然機器(Machine)無法對於其創作負責，自不應就其

創作予以保護。同時，Gervais 亦指出在開發者、訓練者或使用者皆無法就人工

智慧創作之內容完全負責的情形下，即不應肯認由創作過程中其他參與者獲得

該創作著作權之方案。因此，氏認為人工智慧創作最佳之處理方式，仍係不加

                                                      
211 郭建甫（2018），《人工智慧生成作品之著作權問題研究》，頁 25，國立政治大學科技管理與

智慧財產研究所碩士論文。 
212 針對人工智慧之具體能力分析，或創作是否具有可著作性，並非本文研究對象，在此茲不贅

述。 
213 Daniel J Gervais, The Machine As Author, 105 IOWA LAW REV., 22 (2019). 另一方面，Gervais 肯

認其創作可能具有市場上價值存在，但某事物具有價值並不一定能推論出法律應予保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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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保護為宜214。 

（三）無法確認現行法下的權利主體歸屬 

  縱使肯認人工智慧具備思想、創意等能力而其作品可能具備可著作性，但

是有論者認為，實際上無從判斷人工智慧創作之著作權應由何現行法下之權利

主體取得。此時應關注之重點反倒係為何有必要「為分配而分配」215，在各種

主張論據不足以使相關利害者合理取得其權利的情況下恣意分配著作權，即有

可能導致經濟市場受到強烈影響，反而不利於整體創作環境。既然無法認定任

何現行法下之權利主體適格，即乾脆不以著作權保護之，如此一來還能夠促進

公共利益216。 

二、人工智慧創作落入公共領域 

  無論如何，不受著作權保障之人工智慧創作，可預料自然剩下落入公共領

域(Public Domain)一條路。此種見解，亦應符合目前多數國家如美國、日本、

歐盟及我國法現行著作權規範之主要意旨：創作乃係人類精神思想之表達。至

於人工智慧創作落入公共領域之效果，即為排除了任何創作過程中的人類、法

人足以對其主張著作權之資格，沒有任何人成為其著作權之主體，因此公眾得

以接近利用。 

  而此種公共領域說之理念及優勢何在？簡而言之，若是給予人工智慧創作

著作權之保護，則大企業或科技公司極可能透過人工智慧大量、迅速地進行創

                                                      
214 Id. at 36-38. 此外，Gervais 認為只要人工智慧之創作被認定越過了「獨立自主」之門檻，即

應認為不受到保護，創作歸於公共領域，因此將人類視為該創作之代理作者之方案根本不該納

入考量。 
215 Mark Perry & Thomas Margoni, From music tracks to Google maps: Who owns computer-

generated works?, 26 COMPUT. LAW SECUR. REV. 6, 627-628 (2010). 
216 Robert Yu, The Machine Author: What Level of Copyright Protection is Appropriate for Fully 

Independent Computer Generated Works, 165 U. PA. L. REV., 1265 (2016). 另可參照曾更瑩、吳志光

等（2018），《「人工智慧之相關法規國際發展趨勢與因應」委託研究計畫結案報告》，頁 23，國

家發展委員會委託理律法律事務所研究。 



‧
國

立
政 治

大

學
‧

N
a

t io
na l  Chengch i  U

niv

ers
i t

y

DOI:10.6814/NCCU202001717

 
 

83 
 

作，因而獨占性地取得大量著作權，更可能以此作為部署防禦性著作權之手段

（大量主張他人侵害其人工智慧創作之著作權）。因此，使人工智慧創作直接進

入公共領域之優勢可能在於排除企業獨佔，並且防止過度保護之可能性217，同

時開放公眾接近利用亦符合著作權法中「調和公共利益，促進文化發展」之立

法目的。 

  除了對於公共利益的促進以外，學者 Robert Yu 認為，著作權法中激勵理論

之關注對象，不應包含相關人工智慧之發明者所受之經濟激勵，因此無須考量

該權利歸屬於某人之可能218。他並指出若以自動產生新聞之人工智慧為例，其

於新聞媒體上之利用目的與重點在於「快速地曝光」換取大眾的點閱率，因此

著作權本身保護其創作與否，反而不是其利用人工智慧進行創作的經濟誘因所

在219。然而此等見解之缺陷可能在於，其係以某部分領域中所具有的特別性質

作為考量──在此為新聞之「搶先性」──而不在乎是否後續加以保護其著作

權，對於其他種類之人工智慧創作是否均一體適用此種見解，仍有疑慮。 

  以實例作為參考，第二章所提及之 9 GANS 網路畫廊、WaifuLab 等商業利

用態樣，係利用其創作進行投入其印刷品之販售，實際上可能不具備太多時效

性的考量。相反地，9 GANS、WaifuLab 的開發者與相關利害相關者，更有可

能重視該創作不被他人無限制地無償利用，而不是是否受到搶先。是以，Yu 主

張之公共領域說在權衡下，仍得放棄了對於某些開發者、訓練者及使用者最終

目的之保障，即在商業上享有該創作權利之同時排除任何人對其之侵害。 

  況且，若該新聞文章歸屬於公共領域，則其他業者可能會以爬蟲電腦程式

幾乎同時地抄襲公布，如此一來該新聞媒體業者仍無法以最直接之著作權侵害

排除、賠償作為主張，公共領域如何確保其權益似有疑問？Yu 本身針對此一可

                                                      
217 知的財産戦略本部（2016），《知的財産推進計画 2016》，頁 8。 
218 Yu, supra note 216, at 1263-1264. 其以數位相機的程式設計者為例，指出相機程式設計者自

不可能因為攝影師拍攝照片之著作權保障，而受到任何額外創作的激勵。 
219 Yu, supra note 216, at 1264-126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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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性，引用美國法案例對其提出了另一種處理方式：將人工智慧創作之新聞視

為一種準財產權(Quasi-Property)，只允許權利人對於同行新聞媒體之間主張相

關權利220。但他亦指出此方案所造成之搶先發布及如何判斷文章類似性的問

題，在同一種或類似之人工智慧同時於多家新聞媒體利用時，即可能造成無法

認定最先發布之準財產權應歸屬於誰，彼此文章之間的近似性又如何認定，因

此仍然有所缺陷221。並且，筆者認為此方案仍專注於新聞媒體所具有的「搶先

性」與「不正競爭性」，而不一定能對於所有類型的人工智慧創作一體適用。再

者，若間接地考量激勵理論之觀點，把相關人士亦視為創作過程中應受激勵之

對象，則將人工智慧創作歸於公共領域之方案，恐將減少投入發明與利用之誘

因，不利於相關利用之發展222。 

  此外，對於將其創作全數歸屬於公共領域之方案，是否有其必要，且是否

為「調和公共利益，促進文化發展」之唯一手段，或可參考學者 Robert P. 

Merges 在其分析公共領域時提出之觀點。他認為在強化保護智慧財產權的同

時，或許在某程度上提高了其作為「禮物」免費提供公眾接近利用的附加價

值，反而可能使權利人有意願將其權利全部或一部分地投入到公共領域中223。

Merges 觀察到部分私人企業（如 IBM 與微軟間）出於專利市場上之競爭考

量，實際上會透過將其擁有之智慧財產權投入公共領域向所有人進行開放、開

源，藉此取得產業占比之優勢並防止產業對手進一步將相關專利之利益內部化

                                                      
220 Yu, supra note 216, at 1268. 
221 See Yu, supra note 216, at 1266-1268. 此外，這種透過準財產權來防止同業競爭的主張，具有

美國智慧財產權法與不正競爭法基於經濟考量，使得「防止不正競爭」與「保護智慧財產」兩

觀念互相混淆的濃厚氣息。相關分析請參閱陳起行（1997），〈由美國不正競爭法之排除適用探

討智慧財產權法理念〉，《政大法學評論》，57 期，頁 455。 
222 See Kalin Hristov,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and the copyright dilemma, 57 IDEA, 438 (2016). See also 

Nina I Brown, Artificial Authors: A Case for Copyright in Computer-Generated Works, 20 COLUM. SCI. 

& TECH. L. REV., 5 (2018). 
223 Robert P Merges, A new dynamism in the public domain, U. CHI. L. REV., 16-17 (2004). “it means 

that strengthening property rights creates an additional source of value (be-sides the usual incentive 

effects). Stronger rights may increase the bene-fit of giving creative works away, at least for some 

peop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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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4。Merges 認為同時這種投入公共領域的傾向，也是為何在智慧財產權保護日

漸加強的現在，仍存在著創用 CC(Creative Commons)等授權方式，使得著作財

產權人以授權條款之方式自願放棄部分權利並向公眾開放近用，因此擴大了公

共領域225。 

  若以上開見解延伸至人工智慧創作是否應歸屬於公共領域之爭議，或許能

夠推論出人工智慧創作應加以保護，至於是否將其投入公共領域之選擇，或許

應交由利害相關者或經由市場競爭自我決定。據此觀點，其人工智慧之著作在

受到著作權保護的過程中，權利人亦有可能基於分享心態、商業市場等考量將

其投入公共領域。是以，筆者認為若單以法規範將人工智慧創作歸屬於公共領

域以確保公共利益之實現，或許在方法上過於武斷並可能未考量相關產業、市

場之反應。 

  再者，當法規範將人工智慧創作歸類至公共領域時，除非公共領域提供了

相關開發者、發明者及使用者一定程度的誘因，且其利益似必須幾乎等同於著

作權本身提供之保障。否則，應可預見利害相關者利用人工智慧創作的行為，

將會傾向於「隱匿」其作品主要係由人工智慧創作，而非經由人類創作之事

實，藉此取得著作權法之保障226，那麼最初將人工智慧創作歸屬於公共領域之

美意即無法實行227。同時，此等隱瞞事實之行為也增加了未來相關侵害著作權

訴訟中的舉證難度──遭控訴之侵權人可能需要舉證其侵權之作品並非由著作權

人創作而係由人工智慧創作，該作品因此在公共領域說之下並不受著作權法保

                                                      
224 Id. at 11. Merges 將其稱作一種「優先財產投資(property-preempting investments)」的手段。 
225 Id. at 17. 
226 學者 Samuelson 認為在部分情境之下（如語文著作），相關人士可能會將人工智慧產生之創

作對外宣稱為自己個人之創作，抑或修改、更動部分內容之後宣稱之，如此一來其後果與分配

著作權予特定人士根本相同。See Pamela Samuelson, Allocating ownership rights in computer-

generated works, 47 U. PITT. L. REV., 1226 (1985).; See also Hristov, 450 (2016). 
227 值得注意的是，儘管 Samuelson 在 1985 年已提出公共領域說可能會導致隱瞞真正創作者之

行為，但至少在筆者參閱之文獻中，支持公共領域論之學者如 Yu、Ramalho 與 Ciani 等人，通

常未對於 Samuelson 提出之疑慮進行回應，而是認為需要給予利害相關者其他優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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護，而不存在侵害著作權之問題228。 

  此外，第二章所舉例之 GPT-2 語言模型、GAN 等技術以及相關運用，已經

證明其產生作品逐漸得與人類創作比肩，如何辨別人類與人工智慧創作之間的

特徵將會隨著時間經過變得困難。因此，無論對於人工智慧創作保護與否採取

何種觀點，應皆有必要透過某些制度，要求必須在作品外觀上表明其係由人工

智慧所為，特別是對於公眾有其影響力的新聞報導、文章等語文著作之類型。 

  綜上觀之，公共領域說雖然在表面上看來，似能有效防止企業透過其雄厚

資本與技術大量占有人工智慧創作之著作權。然而，公共領域說同時也可能導

致利害相關者刻意隱匿人工智慧創作之情形，在公共領域無法提供足夠誘因的

情形下，實在難以想像使用者或發明者為了經濟利益主動公布其為人工智慧創

作之可能性229。此外，本文基於上開混淆原始創作者之情形，亦同時肯認人工

智慧之創作有必要加以明確標示其出處（例如標示：本作品為人工智慧某軟體

所創作），藉此與人類創作進行區分。 

三、使用鄰接權作為著作權保障之代替 

  針對上開人工智慧創作歸屬於公共領域之主張，有論者為了保障相關人士

之利益，進一步主張即使不透過智慧財產權來保障，亦有可能透過給予利害相

關者鄰接權(Neighboring rights) 230等規範保障其相關利益231。 

                                                      
228 Yu, supra note 216, at 1266 (2016). 
229 儘管人工智慧創作落入公共領域是否會導致隱匿此一現象，可能需要進一步的實證分析，但

目前筆者認為無論係採取公共領域論者或是反對者似無法反對此一可能性。 
230 See Ana Ramalho, Will Robots Rule the (Artistic) World? A Proposed Model for the Legal Status of 

Creations by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Systems, JOURNAL OF INTERNET LAW 16 (2017). See also Jacopo 

Ciani, Learning from Monkeys: Authorship Issues Arising from AI Technology 9-10 (Springer 

International Publishing 2019). 此外，Ramalho 與 Ciani 皆有提及給予利害關係者某種類似於歐盟

資料庫保護指令(Database Directive)中特殊權利(sui generis right)之方案，然而皆未詳細說明如何

具體運用，Ramalho 更表示基於特殊權利所造成之法不確定性，應謹慎考慮此方案。 
231 然而，有論者認為沒有必要在公共領域之外另外提供類似於著作權之保障方式，因利害關係

者仍能透過人工智慧程式本身之專利、商業秘密與契約等加以保障，已屬充足。在此有關其他

智財方式保障之研究，非本文力所能及，茲不詳述。See Jane C Ginsburg & Luke Ali Budiardjo, 

Authors and Machines, 34 BERKELEY TECH. L.J 2, 447-448 (20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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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蓋著作鄰接權，係賦予表演人、錄音物著作人與廣播機構等鄰接於著作權

之權利。在作品之利用過程中，上開人等投注資源與心力傳播、流通文化，然

其作為原始作品之利用者而非創作者，其創作之行為或創意本身亦較原始作品

為低，權利保障自為傳統著作權法所不及，但仍需給予一定回饋刺激並獎勵其

促進文化之傳播行為232。因此 1960 年羅馬公約(Roman Convention)即對於上開

人等提供著作鄰接權之保護，並為德、日、法等國所採233。 

  學者 Ana Ramalho 並指出，所謂公共領域僅僅係方便公眾得以接近利用，

並不等同於無償使用之概念，同時人工智慧本身對於其創作並沒有任何創作動

機、個性表達或激勵可能，因而不須享有著作權保障。但從事傳播該人工智慧

作品之人付出了心力，進而有必要透過某種方式受到經濟利益上的激勵，如同

印刷出公共領域著作之出版商，其獲利之來源、貢獻之主要對價乃在於販售印

刷出的書籍實體本身，而不是在於該著作之著作權有無。也因此，Ramalho 認

為在此一過程中不見得每一位參與者皆需要透過著作權之存在以獎勵、表彰其

貢獻234。因此，就人工智慧之創作，針對利害相關者提供類似於著作鄰接權之

方案，似乎足以滿足在創作過程中各類參與者之利益與激勵需求。 

  然而，將人工智慧創作置於公共領域，並以著作鄰接權對利害相關者進行

保障之方式，仍存在著法律上之漏洞。蓋著作權與鄰接權之保護主體、客體、

保護要件及保護內容皆有不同，一般而言，著作權為保障「精神思想之表達」，

內容包含等語文、音樂、美術等著作本身235，而鄰接權基於保障「有利傳播之

行為」，包含表演者、錄音物製作人與廣播機構相關之權利236，兩者實際上涵蓋

之範圍仍存在差距。此外，學者 Dornis 即認為部分創造性較低之人工智慧創作

                                                      
232 沈宗倫（2015），〈著作權法之基本用語與法律體系概述〉，《月旦法學教室》，150 期，頁

70。 
233 羅明通，前揭註 208，頁 111-113。 
234 Ramalho, supra note 230, at 19. 
235 羅明通，前揭註 208，頁 117。 
236 沈宗倫，前揭註 232，頁 7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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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錄音著作）或許以鄰接權保護尚稱充足，但對於創作程度更高之人工智慧

創作即有可能需要著作權本身提供保護237。此外，若認定使用者與人工智慧具

備共同創作而無法就其作品進行區分之行為（如本文舉例之 AI Dungeon），基

於該創作之特殊性質無法釐清其貢獻時，則針對其創作是該賦予著作權？還是

將其全部置於公共領域而僅以著作鄰接權保護？如此是否符合使用者之期望、

其保護是否能稱充足，亦存在判斷上的不確定性。 

  是以，筆者認為著作權與鄰接權之間，基於其保護主體、客體與內容之差

異，仍存在著明顯差距。鄰接權方案仍迴避了智慧財產法中核心理念，即對於

權利客體的科技中性原則，任何「創新或研發以貢獻產業或文化發展者，縱然

其成果屬於不同文化領域，只要符合智慧財產權法所規範之要件，均可受到智

慧財產權之保護238」。當人工智慧已經具備了某程度自主獨立創作、表達之能力

與外觀時，其產生之作品卻反而因智慧財產權法在法條中所展現所謂「人類中

心主義」等考量，而認為其作品不具備可著作性，或者由於無法歸屬其權利於

任何人類，而使其作品永久失去著作權保護之可能，反倒以間接的鄰接權試圖

給予保障，似非智慧財產權法保護各類創作成果之初衷，並且與其科技中性之

意旨有違。終究，若著作權法對於人工智慧創作之作品保護與否，目前以其實

際之創作者係「人類」或者「非人」作為判斷標準，在人工智慧發展下應有再

為考量之空間。 

參、創作具可著作性，但人工智慧不得為著作人或著作權人 

                                                      
237 Tim W Dornis, Artificial Creativity: Emergent Works and the Void in Current Copyright Doctrine, 

22 YALE J.L. & TECH. 1, (2020). “Moreover, many manifestations of artificial creativity would fall 

between the cracks of the existing neighboring rights regime. This system is holey by definition since it 

merely fills the gaps of traditional copyright law. Paradoxically, less creative emergent works such as 

sound recordings or databases might be covered, yet works displaying higher creativity, such as AI 

music or generative art, would still remain in a normative vacuum and lack protection. 

In sum, the existing regime of neighboring rights is not designed to cater to issues of artificial creativity 

and its protection.” 
238 沈宗倫（2018），〈人工智慧科技與智慧財產權法制的交會與調和－以著作權法與專利權法之

權利歸屬為中心〉，劉靜怡（著），《人工智慧相關法律議題芻議》，頁 191-192，元照出版公

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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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人工智慧不得為著作人 

  進一步言之，第二種處理人工智慧創作的手段為：在肯認部分人工智慧具

備思想、創意等能力，或者其他基於人類中心的前提下239，承認其創作應受著

作權法之保障。然而，有論者或許認為無論人工智慧的自主性程度多高，皆無

法抹滅其存在與創作能力本身係來自於人類之事實，自不應先於人類被視為創

作主體240。至多僅將人工智慧視為事實上之創作主體(Creator)而非法律上之創

作主體(Author)。是以，在不承認人工智慧得成為創作主體的前提下，則需要判

斷其創作主體為何者。 

二、著作人認定之方案：類推必要安排 

  對於人工智慧在創作過程中所展現出的隨機性與自主性，人類何以主張自

己仍為該創作之著作人？其中一個可能成立的論點是，身為著作人並不必然需

要完全地掌握創作過程，觀察過往人類作者在各類創作過程中，許多作品即利

用隨機、無意識、錯誤的一筆甚而是他人、大自然的參與以完成其創作，然而

著作權法並不常因為其失去掌控能力而否定其具備表達思想或創意的條件，因

此所謂著作人之概念，可能不侷限於人類親力親為。然而，在這裡將會產生另

一個疑問，即當人類放棄對於作品的控制權到什麼地步時，才會失去成為著作

人的可能性241 

  此外，有論者主張類推英國 CDPA 法案有關電腦生成作品之明文規定：「若

係由電腦生成之文學，戲劇，音樂或藝術作品，則應以創作過程中進行必要安

排之人，視為該作品之著作人」242。是以，無論係在任何人工智慧創作下，皆

                                                      
239 如學者 Dornis 即認為依據洛克之勞動財產觀點，人工智慧所產生出之成果利益終將歸屬於

人。See Dornis, supra note 237, at 30-32. 
240 沈宗倫，前揭註 238，頁 189。 
241 Ginsburg & Budiardjo, supra note 231, at 361-362. 
242 陳昭妤，前揭註 207，頁 144。；郭建甫，前揭註 211，頁 96。（兩者皆認為應類推職務創作

之原理，而著作權利應歸屬於做出必要安排之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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應檢視所有參與者之行為且進一步判斷何者進行了必要安排之行為。其效果即

為將該人視為創作之法律上著作人，並據此取得該創作之著作財產權243。 

三、類推必要安排之可能缺陷 

（一）判斷必要安排之人的現實難度 

  基於上開說明，則不得不針對何者係屬正當之著作人及著作權人進行判

斷。然而，最大之問題仍係在目前仍無法確定如何以此等方式套用至人工智慧

創作，整個人工智慧創作過程中有太多因素牽涉其中，因此導致所謂「必要安

排之人」必須在具體個案中一一確認，並可能難以認定，實際上將使法律陷於

不確定性中，因此學者 Ramalho 即認為並非妥適之擬制著作人手段244。 

  舉例而言，在第二章所描述之 AI Dungeon 文本冒險遊戲，使用者於遊玩過

後所產生之故事，何者為作出必要安排之人？誠然，使用者本身與 AI dungeon

之人工智慧進行互動，透過輸入特定語句使人工智慧產生後續故事情節，似可

認為使用者有著主導故事情節之能力與貢獻。然而，單就人工智慧產生文本之

部分觀察，使用者自始無法預測或控制人工智慧將如何產生後續文本，僅係輸

入供人工智慧進行參考之語句，可否認定為「作出必要安排」，似非無疑。更遑

論先前章節已有舉例，若使用者之程度係能輸入簡短之英文語句，嗣後人工智

慧以優雅、敘述豐富之較長文本回應使用者，則更難認同使用者所作出之安排

與其成果具有相對應之關係。如此觀之，貢獻更大而作出必要安排之人，難道

不能認定係 GPT-2 語言模型之 OpenAI 之研究人員，或者係 AI Dungeon 本身之

開發者暨訓練者 Nick Walton？ 

  不過，判斷 OpenAI 研究人員或 Nick Walton 屬於該人工智慧產生文本之必

                                                      
243 而論者同意該必要安排之人不得主張該人工智慧創作之著作人格權（認為其本來即不存

在），亦與英國法之規定相同。參陳昭妤，前揭註 207，頁 130。 
244 Ramalho, supra note 230, at 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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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安排之人，亦有所不宜。正如第二章所述，GPT-2 語言模型之訓練目的僅係

透過前面的文本預測下一個詞彙，研究人員對於該產生文本之內容並無任何意

欲、了解或認識可言，若將其認為開發 GPT-2 語言模型之貢獻視為「必要安

排」將其視為該文本之著作人，恐會導致開發者貢獻之認定過於廣泛，因此判

斷使其享有著作權利之保障應屬不宜；而 AI Dungeon 之開發者 Nick Walton 雖

然設計了整套體系並提供資料進行訓練，以其貢獻及安排之角度而言可說是最

大者，然而 Walton 亦對於該產生文本並無任何預知或認識可言，若將其行為視

為「必要安排」將其視為該文本之著作人，使其享有著作權利之保障亦屬不宜

245。 

  在 AI Dungeon 案例中，可觀察出無論係將何者視為「作出必要安排之

人」，想必將引起不少紛爭。基於每件作品及人工智慧程度差異，實際上無法概

括地進行判斷，又若於某些相關人員複雜、牽涉利益龐大的案例下進入訴訟，

法院或許會難以認定進行必要安排之人。傳統著作權訴訟上，在實際舉證亦非

總是存在著各自「貢獻度多寡」的爭議。然而，在 AI Dungeon 案例中，所牽涉

之人除了 OpenAI、提供小說資料之來源、設計暨訓練者 Nick Walton 以及使用

者之貢獻外，尚需判斷人工智慧本身是否具有貢獻之問題，相較於過往之著作

人認定爭議更是困難。 

（二）法理上與人工智慧自主程度相違 

  將進行必要安排之人視為法律上著作人之方案，仍係以人為干預作為電腦

生成作品之前提，在某種程度上，仍係採取了人工智慧是屬於人類「工具」的

思想。此外，法理上不應忽略之點在於，必要安排論的說法與人工智慧之自主

程度呈現了反向的關聯性：每當人工智慧在創作過程中貢獻比例越高（若係能

                                                      
245 此外，從 AI Dungeon 的使用政策觀之，Nick Walton 並沒有明確地說明這些經由互動所產生

文本可能的著作權歸屬，僅能看出利用 AI Dungeon 所創作之內容將會歸功於使用者。 



‧
國

立
政 治

大

學
‧

N
a

t io
na l  Chengch i  U

niv

ers
i t

y

DOI:10.6814/NCCU202001717

 
 

92 
 

量化貢獻值），照理而言，應該愈能主張人工智慧可成為法律上正當之著作人才

是。然而，利用此說之結果反而將貢獻比例越小的一部分人類行為視為「必要

安排」，進而將人類視為該創作之著作人246。適用此說之結果將導致無論貢獻比

例如何，只要被認定為必要安排，人類均得宣稱其乃法律上之著作人。另有論

者指出此舉可能導致人工智慧創作被開發者或其公司壟斷，僅需作出主要設定

便能宣稱其行為屬於「必要安排」247。而基於該作法無視人工智慧在該創作上

具備之貢獻比例，筆者認為在法理上似有齟齬之處。 

  是以，上開案例中有關著作人認定之分析，再次說明了為何在判斷必要安

排之人（並將其視為著作人進而成為著作財產權人）時會產生判斷之困境，因

而部分學說反而認為乾脆不以著作權保護而落入公共領域更為恰當。 

肆、人工智慧為法律上創作主體，但非權利主體 

一、人工智慧不需且不應成為權利主體 

  首先，贊同此論點者可能亦肯認了人工智慧創作之可著作性，並且在某種

程度上應可成為法律上之著作人，而非僅僅為事實上之創作者248。然而針對是

否應承認人工智慧得為著作權主體，從而該創作之著作權分配於其之問題，有

論者則以下列論點否定之： 

（一）不符現行法制 

  部分論者於探討此問題時主張，現行法規範下人工智慧並未受承認為法律

上主體，因此作為人工智慧是否得擁有其創作之著作權前提並不存在，尚無需

                                                      
246 Ramalho, supra note 230, at 12. 
247 Jani Ihalainen, Computer creativity: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and copyright, 13 J. INTELL. PROP. L. 9, 2 

(2018). 
248 毛舞雲，前揭註 207，頁 1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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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以討論249。筆者認為這種看法展現出置於現存法律主體下之目前討論，都只

能算是人工智慧爭議的「淺水區」。若將人工智慧作為法律主體，並得取得其創

作權利之方案納入考量，則係一腳跨入了缺乏現行法理論基礎以供踏足──此爭

議真正的「深水區」。也因此，「人工智慧並非現行法下之權利主體，因此無須

討論是否得擁有權利」即為部分論者在討論此一議題上所預先劃出、並且不太

樂意跨越的界線250。與此等主張相關的法律主體概念所具備之開放性與務實

性，已於本文第三章有所論述，因此筆者認為以現行法未規範作為不納入討論

或考量之依據，稍嫌牽強。 

（二）不符激勵理論 

  除了以激勵理論否定人工智慧創作保護必要之見解，激勵理論再次現身，

成為了反對人工智慧作為權利主體之理由。贊同此論者或許會肯認人工智慧具

備事實上創作之能力，亦可能同意將其視為法律上之著作人。 

  然而，若利用激勵理論觀察，給予著作人之創作權利保障之理由，在於透

過創作者受到法律上、經濟上的鼓勵，進而得將其心力繼續投入創作。而若認

為人工智慧係其創作之著作人，就現存的科技而言，實在沒有任何激勵人工智

慧的可能存在251。畢竟，從過往到現今之人工智慧仍受到人類發明者、訓練者

及使用者之控制，縱使認為其創作能力及內容已有逸脫人類掌握之可能，但最

終決定是否「進行創作」、「如何創作」之按鈕，仍由人類把持在手。學者

Clifford 與 Samuelson 在 21 世紀到來以前，即直白地表示其所需之動力或激勵

僅僅係「電力」而已252，因此人工智慧不具備任何受到激勵的可能性，僅有人

                                                      
249 Ciani, supra note 230, at 7; Michael McLaughlin, Computer-Generated Inventions, 101 J. PAT. & 

TRADEMARK OFF. SOC'Y, 235 (2019). 
250 See Ciani, supra note 230, at 7; See also McLaughlin, supra note 249, at 235. 值得注意的是，

Ciani 以及 McLaughlin 並不否定人工智慧具有事實上創作或其他產生法律關係的能力。Ciani 僅

是較為保守地提及在歐洲議會提議之電子人格方案還未受肯認前，沒有必要加以考慮；

McLaughlin 則是明確肯認人工智慧作為事實上創作主體的可能性。 
251 陳昭妤，前揭註 207，頁 58。 
252 Clifford, supra note 210, at 1701; Samuelson, supra note 226, at 11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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類會受到激勵，而不應考慮（電腦生成）創作之著作權分配給人工智慧。 

  然而，對於以激勵理論否認人工智慧取得著作權利是否適宜。筆者認為可

能有兩種反駁之論點： 

  其一，激勵理論作為著作權法法理之基礎固然重要，惟若有一人類作者並

不會因其著作受到保護與否而受到激勵投入創作，此時難道立法者與著作權法

即會雙手一攤，認為該人類不具任何激勵可能，而不對於其作品加以保護？非

也，作品之著作權保障與否，應非以此等方式審查該作者是否可能受到激勵而

加以判斷是否保障。激勵理論在著作權法上之運用，應被視為一種獎勵創作、

激勵持續投入之基礎思想，而非以此作為判斷、剝奪著作權保障之審查基準

253。 

  其二，若間接、擴大地解釋激勵理論的適用對象，則該人工智慧創作受保

護之同時，相關人工智慧發明者、訓練者及使用者亦有可能受到激勵進而投入

更多心力於相關利用，如此而言，或許仍有激勵理論得以運用之空間。更何況

若以該創作之事實上作者並非人類無法受激勵為由，進而排除保護，即有可能

喪失了創作之運用可能，恐與智慧財產法之初衷有違254。 

（三）不符自然權理論 

  而採取自然權理論者，仍廣泛遵從著人類中心主義，混合著洛克的勞動財

產思想以及人格權理論進行論述。 

  一方面而言，學者 Dornis 對於洛克理論的解讀，與前述主張歸屬公共領域

                                                      
253 “whilst incentive is a justification for the existence of intellectual property rights it is not a 

requirement for the generation of such rights.” C. R. Davies, An evolutionary step in intellectual 

property rights -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and intellectual property, 27 COMPUT LAW SECUR REV 6,  

(2011). 
254 沈宗倫，前揭註 238，頁 192。氏認為：「依智慧財產權法之法理，研發者或創作者應受智慧

財產權法的保護，成為智慧財產權發生之開端地位，由此開端地位方能衍生智慧財產權之權利

歸屬及後續權利管理與救濟的權力正當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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論者並不相同，他認為著作權法由洛克之思想取得「一個人應從自己的創造與

勞動中獲得利益並受保障」之正當性，而可以引申出人工智慧所創作之作品，

追根究柢皆係來自於人類的勞動。是以，從洛克理論的角度觀之，似乎沒有任

何理由否定由「人」投注心力產生之人工智慧創作應該受到保障255，並且應將

其功勞歸於最初勞動之人，此部分對於洛克理論之解讀，係與主張公共領域論

者不同之處。然而就此仍係以人類為勞力付出為中心，仍否定了人工智慧作為

付出勞力之主體進而取得權利之可能性。 

  另一方面，對於康德與黑格爾作為代表之人格權理論，其解讀與前開公共

領域論者相同，認為所謂財產（特別係智慧財產）之目的，係為了達成個人表

達以及自我實現256，因此對於精神創作應賦予不可剝奪之權利。在此觀點下，

人工智慧擁有某程度自主權的情況下，卻似乎無法肯認任何人工智慧達成目前

人格權理論所要求之人格標準可言，其並不具備需要加以達成之「個性」及

「意志」。因此，即使承認了該創作有透過著作權保護之需求，將著作權歸屬於

人工智慧本身亦無必要。 

二、著作權分配之方案：類推職務創作 

  事實上，多數對於人工智慧創作之主體爭議的底線即於此處：在不承認人

工智慧為權利主體的條件下，其重點仍為如何替相關主體（自然人）分配人工

智慧創作所帶來之利益257。為此，部分論者即主張以職務創作(Work for hire)之

法理，將人工智慧創作之著作財產權自始歸屬於相關人士258。 

  所謂職務創作，以功利主義思想作為基礎，係在僱傭關係下得使僱用人自

                                                      
255 Dornis, supra note 237, at 30-32. 
256 Dornis, supra note 237, at 32. 另參謝銘洋（2008），《智慧財產權法》，頁 20-21，第 1 版，元

照出版公司。 
257 See generally Ciani supra note 230. 
258 雖然職務創作可將著作人及著作財產權皆視為僱用人或出資人，惟在人工智慧創作之爭議上

多數學者利用職務創作之目的，乃係處理「著作財產權」之分配歸屬問題，是以本文乃將類推

職務創作置於著作權利歸屬而非著作人認定之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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始成為著作人及著作權人，並且原本不可能進行創作之法人亦得透過此一機

制，視為作品之著作人259。目前我國著作權法有關職務創作之規定分別規定於

第 11 條、第 12 條，且被分為雇傭關係之創作以及出資聘請之創作兩種態樣。

兩者分別依據相關規定及約定之有無，僱用人或出資人得「自始」成為作品之

著作人及著作權人。而職務創作法理之目的，乃係在於透過將著作權利直接歸

屬於僱用人或出資者，一方面讓僱用人或出資人便於開發利用該著作，另一方

面並且激勵僱用人或出資人，使其更願意投資在創作的領域260。 

  至於依據職務創作之法理，人工智慧創作之著作人以及其著作權究竟歸屬

何人？有論者認為原則上應係投入其創意進入程式碼使人工智慧得以創作之開

發者261；有認為人工智慧於創作應用上個案情形、投入程度等因素不一，因此

須仰賴個案判斷262；更有認為應以影響最為關鍵直接、歸屬著作財產權最為有

利、基於其作品需求而支付對價（類似僱用），並且距離市場最近之「使用

人」，以利於創作品之流通與傳播263；此外，亦有可能仰賴人工智慧開發者與使

用者間之私人契約（如終端使用者協議，End User Licensing Agreements）定之

264。 

  因此，對於人工智慧創作權利之歸屬採取職務創作說之優勢在於，其代表

了現有著作權法制所具備的合理權利歸屬機制，使著作人及著作權直接歸屬於

現有之合法法律主體，從而迴避了人工智慧得否成為著作權法中創作主體及權

利主體之問題，因此也不至於撼動整體智慧財產法體系。此說並進一步滿足了

                                                      
259 毛舞雲，前揭註 207，頁 97。 
260 Ramalho, supra note 230, at 12. 
261 Annemarie Bridy, Coding creativity: copyright and the artificially intelligent author, STAN. TECH. 

L. REV., 237 (2012). Bridy 認為若以美國著作權法第 101(1)項之規定進行修改，並在第 201(b)項

之規定不做任何修改的情況下，通常人工智慧創作著作權之歸屬主體將會係開發該人工智慧之

程式設計者，但 Bridy 不反對法院依據個案的複雜程度進行其他判斷。 
262 陳昭妤，前揭註 207，頁 129。 
263 Samuelson, supra note 226, at 1203 (1985). 亦可參毛舞雲，前揭註 207，頁 114。 
264 See Hristov, supra note 222, at 445. 何孟遠（2019），《論人工智慧之創作與著作權侵權》，頁

222，世新大學智慧財產權研究所碩士論文。 



‧
國

立
政 治

大

學
‧

N
a

t io
na l  Chengch i  U

niv

ers
i t

y

DOI:10.6814/NCCU202001717

 
 

97 
 

利害相關者對於人工智慧創作的著作權保障需求，在某程度上也可認為間接符

合了著作權法鼓勵創作之意旨。也因此，贊同人工智慧創作在權利歸屬議題上

得類推職務創作說者，並非少數265。 

三、類推職務創作之可能缺陷 

  此說之缺陷可能有二。第一，人工智慧創作與利害相關者之關係仍與職務

創作之法理有部分不符；第二，此說需於類推職務創作時，判斷何者處於「僱

用人」或「出資人」之地位。 

  首先，就人工智慧創作與利害相關者的關係，是否得如此輕易類推職務創

作，實際上容有疑問266。蓋所謂職務創作，在我國原則上係受僱人基於僱傭契

約（或出資聘請）之約定或是基於僱用人指示，所從事之工作或活動進行實質

判斷267；又或在美國法下，職務創作強調僱用人對於受僱人的控制權268，並且

有著「著作屬於受僱人被僱用來創作之著作類型；在指定的工作時間及場所內

所為之創作；驅使受僱人創作之動力，至少有部分是為了服務僱用人為目的」

之判斷依據269。可知雖未於法條中存在如何判斷職務創作之明確要素，但仍存

在著部分可供判斷的依據。但是，人工智慧本身與其發明者、訓練者或使用者

之間，並不存在著類似於職務創作的聯繫（儘管同樣有著某種上下權力關係），

實際上兩者之間並不具備如同受僱人與僱用人、受聘人與聘請人間以「合意」

                                                      
265 See, e.g., Bridy, supra note 261, at 27; Samuelson, supra note 226, at 1203; Hristov, supra note 

222, at 445. 亦可參閱陳昭妤，前揭註 207，頁 128；郭建甫，前揭註 211，頁 81；林利芝

（2018），〈初探人工智慧的著作權爭議──以「著作人身分」為中心〉，《智慧財產權》，237 卷

76；毛舞雲，前揭註 207，頁 113。 
266 除此之外，各國法上不一定皆有職務創作之法理存在。如德國之著作權法係以作者權

(Author’s right tradition)為中心，著作人必為創作之自然人而不得為法人，且其著作權法第 29 條

規定著作權原則上不得轉讓。因此在德國法上並無可於著作權的原始歸屬上發生效果之「職務

創作」概念，著作人與僱用人之間的關係乃依據契約加以解決。參蕭雄淋（2015），《職務著作

之理論與實務》，頁 91，五南出版。 
267 謝銘洋（2003），〈智慧財產權：第七講—智慧財產權之權利主體與權利歸屬〉，《月旦法學教

室》，10 期，頁 114。  
268 何孟遠，前揭註 264，頁 223；毛舞雲，前揭註 207，頁 98。 
269 蕭雄淋（2010），《著作權法職務著作之研究期末報告》，頁 39，經濟部智慧財產局；另參閱

何孟遠，前揭註 264，頁 2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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形成的合法權利義務之「契約關係」270，因而很難判斷人工智慧之職務範圍與

控制權利關係271。此外，由於任何自然人皆無法明確地控制最後之創作成果，

所有人類投入的努力及貢獻，在其進行訓練、學習的過程中逐漸被人工智慧之

獨立性所取代，使得有論者認為兩者之間或許更類似於「親子」之關係272。 

  其次，縱使類推職務創作之主張迴避了在著作人爭議上類推英國法判斷

「必要安排之人」的問題，但是同樣地，人工智慧從屬於何者，即何者處於

「僱用人」或「出資人」之地位之問題亦屬不明。主張此說者勢必如英國法判

斷「必要安排之人」一般，必須仰賴具體個案判斷273。若以利用 StyleGAN 2 開

發之 Waifu Labs 為例，人工智慧之模型開發者係 NVIDIA 公司之研究人員 Tero 

Karras 等人，設計 Waifu Labs 網站以販賣日本動畫女性肖像之設計者、產出肖

像者為 Sizigi Studios 團隊，而使用者則是在 Waifu Labs 網站上於各種預先生成

圖片之中自行挑選畫像色彩、畫風細節與肖像方向並產生最終結果。此時又應

如何判斷何者對於 Waifu Labs 人工智慧有著監督指示「產生相關創作」的雇主

地位？就最終創作的使用目的而言，確實似得肯認最終按下按鈕之使用者應係

屬於作出具體指示之雇主。然而，在此一情境之下使用者僅僅係篩選出符合其

要求之作品，是否符合所謂「僱用」、「出資聘請」之事實，又似難加以肯認

之。因此，將使用者或其他自然人輕易地推上「僱用人」或「出資人」之地

位，卻缺乏明確的標準而失去了安定性。 

  同時，有論者認為若實務係輕易地職務創作法理來解釋上開相關人士對於

人工智慧的關係，也可能導致未來人工智慧創作侵害其他著作權時，由於其享

受著而其使用及商品化的利益，而被認定必須承擔其侵權之責任274。但是人類

                                                      
270 Ramalho, supra note 230, at 12. See also Bridy, supra note 261, at 27. 
271 何孟遠，前揭註 264，頁 220-223。 
272 Dornis, supra note 237, at 8. 
273 許多學者皆已針對此爭議分析著作權應歸於開發者、訓練者或使用人等情形，然而目前為止

尚無統一之見解，認為無法一概而論而採取個案判斷者亦有之。 
274 毛舞雲，前揭註 207，頁 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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僱用人（特別係使用者）對於人工智慧創作，亦有可能缺乏對「創作程序」之

理解、無法監督「創作程序」之產出，並且無法明確化人工智慧創作職務之範

圍275，此時人類僱用人即有可能為了其無法預料之職務範圍而承擔侵權之風

險。 

  在可以想見的未來，基於人工智慧之種類以及其創作之速度將日新月異，

人工智慧創作之數量也會逐漸增加。若係在各類人工智慧所產生之複數創作中

紛紛產生何者作為雇主、著作權歸屬不明之情形，其爭議必須透過法院認定之

案件數量，極有可能會造成司法實務在審理上的龐大負擔。此外，傳統職務創

作即使進入訴訟程序中，因其通常存在著指揮監督以及從屬之事實，並且可透

過檢視是否存在明確的契約規定而得以較為迅速的進行司法審查及判斷，實務

上也累積了較為完整的案例因此其爭議通常較小（相較於人工智慧創作）。 

  而在類推職務創作原則之下，每一件人工智慧創作著作權爭議之案例中所

牽涉之爭點恐怕包括：其人工智慧程式如何進行設計、訓練資料之範圍、使用

者利用態樣以及上開因素如何互相影響等，實在難以想像法院如何能針對其創

作關係類推適用現有職務創作之相關要件或判斷標準，加以區別何者具有「僱

用人」或「出資人」地位。因此，在可能產生的案件「數量」、「種類」及「難

度」上，想必也會造成實務上極大困擾，若要仰賴司法實務透過各類案件找尋

出何者具有「雇主或出資人地位」之一般基本原則，應屬困難。 

  綜上所述，雖然在著作權法規範中，不一定總是由事實上創作之主體取得

法律上著作人或著作權人之身分276，「類推職務創作說」也因此取得了一定程度

上的可行性。然而，類推適用職務創作之法理來處理人工智慧創作之權利歸屬

問題，仍不能算是真正地釐清人工智慧創作與利害相關者之間的關係，至多只

                                                      
275 何孟遠，前揭註 264，頁 227。 
276 沈宗倫，前揭註 238，頁 19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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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說是現行法體制下尚稱可行的處理方式。 

伍、人工智慧主體化方案：作為法律上創作主體及權利主體 

一、著作權法下人工智慧主體之建構 

  如同本文第三章所得出的結論，在法規範技術上承認人工智慧之法律主體

地位並非不可行。但關鍵仍在於具體利弊之分析，即著作權法可能會在什麼樣

的條件之下，才會傾向承認人工智慧得為著作人、著作財產權人？本文認為必

須建立在以下情況： 

（一）維持部分人本主義：利益歸屬於人 

  本文雖於第三章肯認人工智慧得作為法律主體，惟並不欲主張人工智慧創

作之著作權存在之利益應歸屬於人工智慧。在目前科技發展情況下，尚無法想

像僅僅負責創作之人工智慧有任何獲得利益之必要277。因此，為了回應部分論

者對於人工智慧主體化後亦不可能享受權利承擔義務之質疑，縱使其創作受著

作權法保障，最終應享有該權利所帶來之利益者，仍係於創作過程中所參與之

自然人或法人。 

  然而，依據前文對於人工智慧創作之分析，以及針對各方案的批判，在法

理上以及實際考量上似無法以「公共領域」、「必要安排」、「類推職務創作」等

論點將其著作權合理、無礙地歸屬於自然人。學者謝銘洋亦指出：「人工智慧創

作之著作權歸屬無法套用現有著作權觀念，但給予人工智慧保護之主要理由並

非出於創作之誘因，而係在於其創作具有經濟價值，必須判斷如何進行利益之

分配。278」。那麼其著作權利及利益之歸屬方式，似可認為必須透過制定法明

                                                      
277 惟本文不排除第三章所提及由人工智慧作為投資、經營公司時，其可能需要擁有某程度交易

權限與財產權之可能性。 
278 謝銘洋等（2019），〈AI（人工智慧）判決〉，《月旦裁判時報》，86 期，頁 113。（學者謝銘洋

並認為利益之分配應以特別規定，不討論創作或人的精神力，而係由「貢獻度」著手個案論



‧
國

立
政 治

大

學
‧

N
a

t io
na l  Chengch i  U

niv

ers
i t

y

DOI:10.6814/NCCU202001717

 
 

101 
 

文，並以「人本主義」為該法規範之核心意旨，將人工智慧合法取得之著作權

「法定移轉」至指定之自然人或法人上。 

  因此，縱使人工智慧在著作權法上被視為主體，因而受到背離人本主義、

降低人類地位等評論抨擊。然而實際上著作權最終之利益歸屬，仍係由人類所

取得、人類所享受。據此，本文認為將其主體化之法律結構實際上並未嚴重偏

離人類中心主義或人本主義，反而可說是為了人類之利益所為。 

（二）人工智慧主體之基石：註冊制度 

  本文第三章中提及，人工智慧無論在程度或類型上皆有極大之差異。考量

到若不區分各種程度、種類之人工智慧，一概視為著作人或著作財產權人並取

得其創作之相關權利，在實務運作層面恐不可行。因此，本文主張作為承認人

工智慧得成為法律主體之前提，需仰賴類似於某種人工智慧主體註冊制度279，

或者以歐洲議會初步提出之「電子人」概念加以規範，並且利用專責機關進行

審查，進而明確劃分何種人工智慧得許可其作為法律主體，何種則因自主之程

度不足或其他原因而不應准許。如此一來，經過註冊之人工智慧即可作為合法

之創作主體與權利主體。而此等註冊制度，在設計上宜類似於法人背後仍有控

制者之制度，應具備真正之自然人或法人作為其管理監督、負責之「註冊者」。

因此對於部分主張人工智慧欠缺責任論者，應尚稱可採280。另一方面，人工智

慧主體之註冊制有助於呼應作為著作權法基礎之「創作保護主義281」，即任何創

作一經完成即無須登記等形式要件即依法享有著作權。 

  不過，日本有論者另主張，為了避免依據創作保護主義而導致人工智慧作

                                                      
之，並可能得參考類似於鄰接權之規定，並透過得契約解決利益分配之紛爭。此外，氏並基於

現行法之主體規範，未主張需創造新的權利主體。） 
279 See Ben Allgrove, Legal Personality for Artificial Intellects: Pragmatic Solution or Science Fiction? 

(2004) University of Oxford). 
280 此外，人工智慧作為法律主體存在並不表示背後之自然人即得脫免相關責任，詳參本文第三

章說明。 
281 羅明通，前揭註 208，頁 24；沈宗倫，前揭註 232，頁 7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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品之數量爆炸性增加，註冊或登記制度之對象應為人工智慧創作之「作品」

282。然而，基於人工智慧創作之特殊性，專責機關恐怕無法採取「著作權自願

登記制」僅需形式審查之模式，而不得不針對申請作品是否具備創意性與貢獻

比例等要素進行實際審核。此等作法恐不符合創作保護主義，並且允許專責機

關利用經濟價值或創意程度等要素對作品進行審查，使被認定不具價值之作品

不受著作權保障，有變相歧視部分人工智慧創作之疑慮，似難謂妥適作法283。

此外，考量到人工智慧創作的來源眾多、多樣性、速度與其數量，實際上也難

以期待針對「人工智慧創作」採取作品註冊登記制度，並交由專責機關或司法

單位一一進行審查其創作是否應受著作權保障，或者各創作中人類與人工智慧

之間的貢獻比例。如此觀之，反倒不如針對源頭即人工智慧本身進行監管。 

  至於以註冊制進行監管、要求事先註冊之人工智慧對象及負責之註冊者為

何，目前應可想見係由人工智慧創作流程中前端負責開發、訓練之人為主流。

然而是否以作為開發基礎之神經網路模型（如 GPT-2 語言模型或 GAN 模型）

為準，抑或係透過個別數據集訓練完成之人工智慧（如 AI Dungeon 或 Waifu 

Labs）？基於目前人工智慧發展情形瞬息萬變，未來更有可能發生以數種神經

網路模型或數種訓練完畢之人工智慧相互組合、協同利用之情況284，註冊之主

體如何判斷，即有疑慮。若以人工智慧程度區分，似須透過類似我國人工智慧

發展基本法草案第 2 條規定所謂「例如通過圖靈測試」而具備足夠自主性表現

出相似於人類之行為，進而判斷其主體資格；又若以確保相關人工智慧安全、

界定權利與責任歸屬等最終目的觀之，或許亦能以該等人工智慧「是否具商業

或其他用途」、「如何影響人類法律上權利義務」、「人類干涉程度與態樣如何」

                                                      
282 參陳昭妤，前揭註 207，頁 131；知的財産戦略推進事務局, AI によって生み出される創作
物の取扱い（討議用）(2016), available at 

https://www.kantei.go.jp/jp/singi/titeki2/tyousakai/kensho_hyoka_kikaku/2016/jisedai_tizai/dai4/siryou

2.pdf (Last visited:2020.5.2). 
283 陳昭妤，前揭註 207，頁 131。 
284 如現在自駕車之車體上即有可能裝載複數「視覺辨識系統」、「行車決策系統」等人工智慧，

因此有可能難以認定應註冊之對象個體為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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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因素輔以判斷。然而此一問題目前無論學說或實務上未見深入討論，亦非本

文所能進行論斷285。 

  但不管如何，在此等作法下只要人工智慧一經註冊，其後無論經過多少次

轉讓所有之登記（註冊者身分），或係人工智慧本身歷經多少次版本更新，皆能

維持其個體外觀上的完整性，而無須耗費行政資源重複審查其資格，亦有推定

其有能力自始取得其創作著作權之效果。 

（三）著作人格權一部之轉化 

  若肯認人工智慧除了作為事實上之創作主體及法律上創作主體（著作人），

然其除了享有著作財產權外，是否得依現行法規範主張其著作人格權，尚非無

疑。蓋所謂著作人格權，係表彰著人透過著作展現出的人格價值。因此，基於

著作人身分，為了保護其名譽、聲望等人格利益所依法享有之權利286。通常，

其下位概念可再分為「公開發表權」、「姓名表示權」、「禁止不當改變」等三項

權利287。 

  著作權法承認並保護著作人格權之目的，亦在於防止其不受侵害，然就現

狀而言，實難想像人工智慧對其創作會有任何人格權遭受侵害進而其需要主張

上述人格權之可能，在人工智慧創作受侵權案件中，目前可能受侵害者應係開

發、訓練及利用該作品之相關人類，因此有論者多半會反對賦予其著作人格

權。基此，縱使對於其創作出於智慧財產利益上之考量而承認其享有著作財產

權，然而於尚未發展出與人類精神、心靈類似而可能受到「人格」侵害之人工

智慧前，使其享有某部分著作人格權似無顯著之必要。是以，不應承認人工智

                                                      
285 筆者曾於 2019 年第二屆人工智慧與法律國際學術研討會「新時代的法律衝擊：一場 AI 與

法律的國際思辨」會議上詢問支持人工智慧法律主體化之松尾剛行律師，伊表示對於目前如何

判斷人工智慧之「個數」與衍生出之「註冊」問題，目前日本學說上對此亦僅處於起步階段，

並未有深入討論。以上就松尾剛行律師之說明如有違誤，文責由筆者自負。 
286 羅明通，前揭註 208，頁 425。 
287 羅明通，前揭註 208，頁 433。 



‧
國

立
政 治

大

學
‧

N
a

t io
na l  Chengch i  U

niv

ers
i t

y

DOI:10.6814/NCCU202001717

 
 

104 
 

慧可享有著作人格權。此外，若人類在人工智慧創作過程中之貢獻不足已被視

為著作人，那麼嗣後即使透過任何手段取得該作品之著作財產權，亦不得主張

著作人格權288。 

  然而，其不得主張著作人格權，不一定等同著作人格權中某些特徵即從人工

智慧創作中消失無蹤。本文第二章指出，現有之人工智慧創作已逐漸無法與人類

創作進行區分，誤認作品之創作者為人類將導致不必要的信賴感存在。同時可能

遭有心人士利用，藉此製造假新聞、虛假消息或虛偽身分以混淆公眾、危害公共

利益等情形289，基於此等考量，應使公眾能就人工智慧創作與人類創作之間進行

區分。是以，本文主張在此應考慮將著作人格權之姓名表示權轉化為義務，以法

律規範其註冊者或利害相關者應以適當方式「揭露」該著作係由人工智慧所創作

（無論係作品之一部分或全部）。因此，原先著作權法上為保障多為人類著作人

之著作人格權，其中「姓名表示權」部分，將在人工智慧創作之情況下以「著作

人（人工智慧）表示義務」彰顯之。 

至於著作人格權之「公開發表權」，涉及是否發表、何時發表與如何發表之

決定權，涉及著作人之名望、經濟利益及隱私290；而「禁止不當改變」乃指著

作人享有禁止他人改變著作內容以致損害名譽之權利291。此時人工智慧既無上

述自然人或法人所可能擁有之權利，似無必要多此一舉承認其著作人格權。 

  綜上所述，本文認為人工智慧對於其創作至多得主張著作財產權，而不得

享有著作人格權之說法似可進一步加強。必須由著作權法或其他法規，明確規

                                                      
288 例如英國 CDPA 法案第 79(2)(c)條、第 81(2)條已針對電腦生成作品之姓名表示權、禁止不當

改變權有所規定，被視為著作人者（人類）不得主張上開著作人格權，值得參考。參陳昭妤，

前揭註 207，頁 71。 
289 對於利用人工智慧撰寫新聞或評論之揭露方式，學者 Tal Montal 以及 Zvi Reich 透過訪談新

聞業者之方式發現了相關利用逐漸增長，且讀者有判斷力下降之傾向。其提議目前應揭露其演

算法之特性以及負責之部分，進而減少混淆。 See Tal Montal & Zvi Reich, I, robot. You, 

journalist. Who is the author? Authorship, bylines and full disclosure in automated journalism, 5 

DIGIT. JOURNAL. 7, 843-844 (2017). 
290 羅明通，前揭註 208，頁 433-434。 
291 羅明通，前揭註 208，頁 4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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範人工智慧創作之著作人表示義務，進而防止未來誤認其係由人類創作而成。

人工智慧身為事實上創作者以及法律上著作人之身分，則將透過此揭露義務加

以表彰。而「公開發表權」與「禁止不當改變」自不宜承認其享有。 

二、建構移轉著作權之正當性：以「法定權利轉讓」為中心 

  承認人工智慧為法律上主體之意義，在於得以將其創作、並且無法歸屬於

任何自然人之著作財產權，自始地定著於人工智慧身上。但由於目前創作型人

工智慧仍缺乏為了自身而利用開發該著作之能力，在著作權法「保障著作人著

作權益，調和社會公共利益，促進國家文化發展」之目的下，實際上不建議亦

不可能將此等著作權長久地歸屬於人工智慧主體。因此，學者 C. R. Davies 將

程式設計者、使用人及人工智慧之參與情況進行分類，認為某些情形下人工智

慧程式設計者可能具備類似「雇主之地位」而對於人工智慧之創作有某種特殊

利用權(Sui generis right)存在292，嗣後即得依照契約之方式，將該著作財產權轉

讓給任何人；此外，若係開發者與使用者之間已有使用者協議販賣人工智慧程

式之約定，則得以該協議為基礎，作為使用者自始取得人工智慧創作之著作財

產權根據293。 

  Davies 之看法對於解決「無法判斷何者應最初取得著作權」問題十分有

效，並且其允許了利害相關者基於各自考量，以約定方式決定其著作財產權歸

屬。惟筆者認為，其仍忽略了部分法理上可能產生矛盾之問題，蓋人工智慧若

依據其說法自始取得其創作之著作財產權，又為何嗣後得以其他參與創作過程

之「自然人」與「自然人」之契約約定，使處於該契約關係「以外」之人工智

慧所持有之著作財產權，因其約定轉讓於其他人。縱使認為某人（或本文主張

之註冊者）類似於雇主294或具有代表人工智慧進行轉讓著作財產權之權限，也

                                                      
292 Davies, supra note 253, at 618. 
293 Davies, supra note 253, at 618. 
294 對於人工智慧是否類似於僱主與受僱人之間的關係，已於前文進行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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無法避免註冊者消極地不作出任何轉讓人工智慧著作權之行為，而使得此論述

下的著作財產權有可能持續歸屬於人工智慧本身，實非利害相關者或者任何立

法者所樂見之情形。為了防止此等情形發生，現有法制應有必要要求人工智慧

取得之著作權盡速轉移至可對其開發利用之人類或法人。是以，筆者認為

Davies 就各類創作情形之權利轉讓分析除了過於複雜之外，似亦未周全。 

  基此，為了彌補人類在取得該創作著作權法理基礎之不足，筆者認為應宜

以法律明文規範之方式，將人工智慧自始取得之著作財產權之瞬間，「法定轉

讓」予註冊者。如此，亦達成了避免著作權長久歸屬於人工智慧主體之情況，

且嗣後註冊者自得以約定合法轉讓其權利。是以，前述所謂人工智慧開發者與

使用者間之私人契約（如終端使用者協議）所處理之法律關係，應係註冊人透

過「法定權利轉讓」取得人工智慧創作之著作財產權之後，再以「一般契約」

將其權利轉讓予使用者或其他第三人，在法理上即可避免矛盾。同時，法定權

利移轉之機制也迴避了長久以來將該著作權分配於開發者、訓練者、使用者或

具體判斷等等學說之間的爭議。 

  以利用 GPT-2 語言模型之 AI Dungeon 為例，人工智慧之演算法提供者 

(OpenAI) 與 AI Dungeon 的實際開發者 (Nick Walton) 儘管貢獻良多，但並未實

際參與任何故事創作之過程，而係由使用者利用 AI Dungeon 進行協同創作。以

表達行為之關聯程度觀之，使用者確實居於促成人工智慧表達過程中最靠近作

品的地位，宜認為其與人工智慧具備共同表達之外觀295。因此，在暫不考慮使

用者與 AI Dungeon 之人工智慧之間是否符合共同著作需「基於共同目標、思想

合力完成創作，且其各人創作之創意彼此滲透難以區分，不能分離使用296」之

要求下，似可認定為此一故事係屬使用者與 AI Dungeon 此一人工智慧協力完成

之「共同創作」。此時，該語文著作之著作人為使用者與 AI Dungeon，而著作

                                                      
295 沈宗倫，前揭註 238，頁 200。 
296 羅明通，前揭註 208，頁 2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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權即為兩者所共有。若採取上開本文之見解，如以法律明文規定人工智慧取得

創作之權利應法定轉讓至註冊者297，則 AI Dungeon 作為法律上著作財產權人之

時刻僅有一瞬間而已。至於註冊者如何將經由法定轉讓取得之著作權轉讓予使

用者或其他第三人，即可利用類似於 AI Dungeon 與使用者之間的服務條款，或

者其他相當之交易對價，達成轉讓著作權之合意。 

  當然，可想像未來將有足夠程度之人工智慧，其對於作品之貢獻遠大於任

何創作過程中參與之人類，屆時人類對於該作品即有可能不具備任何「精神思

想」之內在以及「表達」之外觀。此時，應認為該人工智慧即屬該作品之單獨

著作人，並且自始取得該作品全部之著作財產權。然而，基於該作品之利益仍

宜由人類享有，並由人類加以開發利用。於是，即得透過「法定權利轉讓」之

規定298，將其著作財產權合法轉讓予註冊者所有，而註冊者無論於事前或嗣

後，自得與第三人約定締結該著作權轉讓之約定。 

  如同前文所述，自然人能夠取得人工智慧創作著作權之法理，並不宜且很

難以是否參雜人類思想、創意、人格或表達能力之特殊性、或其貢獻大小、作

出必要安排與否、是否類推職務創作等條件進行論斷。而是應基於現實法律

上、經濟上利益之考量，經權衡後以法律明文規定其權利移轉之範圍與對象

（註冊者），嗣後再經由註冊者與他人間之約定，肯認任何自然人在取得人工智

慧創作之著作權上的正當性299。 

三、人工智慧主體化之優劣 

                                                      
297 沈宗倫，前揭註 238，頁 201。氏認為人工智慧透過與人類共同創作，而取得共有之著作財

產權，其法定讓與的對象應係共同創作之人類，與本文先將其權利移轉於註冊者之主張稍有不

同。 
298 沈宗倫，前揭註 238，頁 202。氏認為在人工智慧完全獨立取得其創作之全部著作財產權的

情況下，其法定讓與的對象應係該人工智慧之設計者或訓練者，與本文見解亦稍有不同。 
299 至於人工智慧創作之著作權相較於人類之創作，是否應降低其保障程度如著作權保護期間

等，皆可再為討論。至於是否應降低或如何降低保護程度，並非本文所欲深究之點，於此茲不

贅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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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將人工智慧視為法律上之著作人及著作權利人之前提或許在第三章的論述

中取得了最基礎的可行性，然而如同本文第二章之結論所言，上開對於採取此

方案之法律分析相較於其他手段之優劣何在？這是主張此說者不得不回應之質

疑。 

  以上述方式建構之人工智慧主體化方案及其可能產生之法律關係，經過上

開說明，本文認為至少具有以下優劣之處，可供未來著作權法於處理相關議題

時納入考量： 

（一）補足「公共領域」、「必要安排」、「職務創作」之缺失 

  首先，主體化方案相較於「公共領域」主張，確保了人工智慧創作受到著

作權保障，進而激勵更多投資利用之可能。而由於公共領域之主張將可能導致

使用者隱瞞其創作事實上係由人工智慧創作而成，在現實的利弊考量上本文認

為仍應給予人工智慧創作相當之保護。雖然公共領域論者多半會以鄰接權作為

其配套措施，惟鄰接權與著作權之性質及保護範圍中就有所差距，在程度更高

之創作，或者被認定為共同創作之情況下，對於利害相關者而言鄰接權仍有可

能無法提供充分保護。 

  而就「必要安排」、「職務創作」兩說，主體化方案避免了皆須一一於具體

個案分析該創作之利用態樣與貢獻比例，以確認「著作人」或係「應享有著作

權人」之困境。此外，在必要安排與職務創作兩說中（特別係職務創作）皆存

在取得或轉讓著作權不合理之處，而主體化方案利用法定權利轉讓避免了此類

矛盾。 

（二）適用於各種人工智慧創作之情境 

  無論係單純由人工智慧完全進行獨立創作，又或係前文 AI Dungeon 所述使

用者與人工智慧一同投入創作之情形，主體化之方案就目前分析，應能有效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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處理各種人工智慧創作之情境。此時經註冊之人工智慧將被視為能夠進行創作

之法律上主體，因而對於其與開發者、訓練者或使用者之間的創作關係，即如

同一般自然人與自然人間共同創作進行判斷即可。一般而言，有三種可想像之

人工智慧創作態樣：被認定為獨立創作時取得全部著作權；共同創作時，其與

參與創作之自然人共有著作權；程度不足以註冊而被視為工具者則判斷為人類

作者進行之創作，此等區別亦與第二章所述之人工智慧發展三階段相呼應。 

（三）權利、利益歸屬最終與其他主張相近 

  對於上開主體化方案肯認人工智慧本身有取得著作權之資格，有論者將會

質疑其持有著作權之必要性，本文同意之，乃因現有之創作型人工智慧並不具

備利用開發該著作權之能力，其著作權之實際產生之利益亦應由人類所享受。

因此，主體化方案可透過建構「法定權利轉讓」之機制，使得該著作財產權不

會長期居於人工智慧身上而使其無法加以利用。就利益歸屬之效果而言，雖於

權利是否保護之前提上即與「公共領域說」有所齟齬，但仍與「判斷必要安排

之人」以及「類推職務創作」所欲達成之目的相同，最終皆係由「法定權利轉

讓」以及「合意契約」使人類獲取並享有該著作權所帶來之利益，且免於在複

雜個案之中判斷人類與人工智慧對於該創作之貢獻。 

（四）於前端避免大量人工智慧創作之判斷爭議 

  最後，採取人工智慧主體化方案勢必伴隨著對於個別人工智慧程度之審

查，一經審查通過，承認其得於（個別）法領域上作為法律主體存在時，可肯

認其合法享有該法透過明文限定之權利與義務。據此，亦可產生合法推定之人

工智慧主體所進行之創作具備可著作性之要件，而無須對於其產生之作品是否

具備最低程度創作性、市場價值等要素一一審查，迴避了對於作品審查耗費行

政資源之可能。甚而在訴訟爭執中，著作權所有人僅須舉證該人工智慧已受註

冊、並與註冊者有契約轉讓之合意即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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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仰賴前提與迴避認定 

  此方案可受批判之點在於，其仰賴著承認「部分人工智慧創作已具備可著

作性」之前提，且需要考量如何誘使開發者或訓練者願意率先註冊人工智慧，

並針對未註冊者施以其他方式規範；此外，將人工智慧主體化並將著作權一律

以法定轉讓予註冊者，亦可能被認為仍係迴避了實際判斷具體個案中人類與人

工智慧貢獻的問題。然而基於上開四點提供之可能優勢，本文認為這些缺失尚

不足以成為反對主體化方案的論據。 

陸、小結 

  本章考察人工智慧創作之法規範分析，著重點乃在於各方案對於人工智慧

創作是否能達成穩定、促進科技與文化發展之法律架構。首先本文將處理人工

智慧創作之主張依據邏輯分為：落入公共領域、判斷必要安排之人、類推職務

創作、將人工智慧主體化等四方案，並且逐一分析其主張與利弊。 

  本文認為，若係將人工智慧創作歸屬於公共領域並給予利害相關者鄰接權

保護，除了可能無法激勵利害相關者繼續投入此一領域外，更有可能產生隱瞞

實際創作者之情形，而鄰接權雖能保障利害相關者之權益，但仍有不夠周全之

疑慮；而若將進行必要安排之人視為著作人，則有可能難以具體認定，此外未

來若人工智慧之自主創作能力遠高於必要安排之人所為之貢獻時，恐已不宜將

其視為著作人；又雖然人與人工智慧間關係極為類似職務創作之法理，將其類

推適用仍有部分法理不符，且仍有可能難以認定何者處於僱用人或出資人，並

因此應享有該著作權之地位300。此外，本文亦以 GPT-2 語言模型與 GAN 等圖

像生成技術之運用作為案例，闡明上開主張在具體適用上可能面臨的難處。 

                                                      
300 對於「著作權利應歸屬何人」之爭議，本文基於主體化方案以及註冊制之論點，並不加以逐

一分析。然而，若未來著作權法制採取判斷必要安排之人或係類推職務創作之見解，基於人工

智慧創作之複雜性，本文將會傾向於支持個案判斷說，惟此等需要個案判斷之情形，正是人工

智慧主體化方案與註冊制所欲極力避免之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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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此，基於以上論點，本文乃主張應正視人工智慧作為法律主體之可能，

目前在著作權法制上，應得以註冊制度、利益歸屬人類、揭露人工智慧創作之

義務等條件為其成為主體之前提，並利用法定權利轉讓之機制，使人工智慧取

得著作權後能快速移轉至註冊者，使註冊者得進一步移轉或利用，並避免多數

學者質疑人工智慧擁有權利有無必要之質疑301。此外，基於人工智慧創作之種

類與速度，其著作權利保護之程度，亦得考量予以增減之。 

  

                                                      
301 本文考量創作型人工智慧並無實際享有利益之需求，故主張以法定權利轉讓制度將權利移轉

於人類，然而其他法領域是否有使權利或利益長期存在於人工智慧身上之必要（如先前提及之

投資型或經營型人工智慧），則尚待進一步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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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結論 

再次揭開人機與共時代之序幕 

全ての存在は滅びるようにデザインされている。 

生と死を繰り返す螺旋に･･･私達は囚われ続けている。 

これは、呪いか。それとも、罰か。 

不可解なパズルを渡した神に 

いつか、私達は弓を引くのだろうか？ 

──尼爾：自動人形(NieR:Automata)302 

壹、研究總結及限制 

一、研究總結 

  本文之初衷，在於透過現有人工智慧科技之發展運用，檢視其是否得作為

法律主體存在。其中行為與外觀上最接近於人類者，當屬利用人工智慧進行創

作之行為。是以，本文即欲以其為例，探究人工智慧是否得主體化之論爭。 

  而為了確認現有人工智慧之科技究竟到達何種程度，本文於第二章前段以

「GPT-2 語言模型」以及「GAN 生成對抗網路」作為人工智慧創作之近期代表

案例，並且針對利用上開兩者所研發之「AI Dungeon」以及「Waifu Labs」等進

行分析。本文發現，上開人工智慧創作除了數量日增，且在外觀上與人類創作

逐漸無法相區別之外，部分投資者亦嗅出其可能之經濟價值，逐漸將其投入實

際市場進行商業利用。依據上開案例之分析，本文將目前人工智慧之程度定位

於十分趨近於「同時具備工具性及自主性」之第二階段，在不遠的未來法規範

勢必面對如何認定何者為著作人、著作權之主體等相關著作權爭議。其中，將

                                                      
302 2017 年由白金工作室（プラチナゲームズ株式会社）製作之電子遊戲，劇情描述人造人在

重複循環的歷史中尋求自身生命之意義。遊戲開頭語：「所有的存在都被設計成最終將會消逝。

我們被囚禁在重複著生與死的螺旋之中。這是詛咒。還是懲罰。神給了我們這沒有謎底的謎

題，我們有把箭頭瞄向祂的一天嗎？」 



‧
國

立
政 治

大

學
‧

N
a

t io
na l  Chengch i  U

niv

ers
i t

y

DOI:10.6814/NCCU202001717

 
 

113 
 

人工智慧視為法律主體之方案，即為本文研究之重心。 

  而為了判斷目前之著作權法有關主體之規定，是否仍有餘裕面對人工智慧

創作，第二章後段即考察了各國著作權法對於主體之規定。然而本文發現，在

美、日、歐盟、英國與我國法規對於人工智慧創作之解釋適用，幾乎全面性地

否定其可著作性和人工智慧作為創作、權利主體之資格。惟此時該創作保護與

否、創作之創作及權利主體是否係人類，即有疑慮。本文判斷，為了應對人工

智慧創作之議題，各種方案皆應納入考量之範圍。其中「將人工智慧視為法律

主體」之方案，應進行更為深刻之研究。 

  延續著第二章之結論，本文第三章進一步探究人工智慧作為法律主體之論

爭，為了便於釐清長期以來對於此議題之各類論述，筆者將諸多主張統整、區

分為否定與肯定兩類。首先在否定論中，大致可分為「差異論」與「利弊論」

兩種主張，部分差異論者主張人工智慧與人類不同，並欠缺了某些作為法律主

體之要素，或者其僅是人類為使用而發明之道具；而利弊論者則大多主張縱使

在技術及理論上得將人工智慧視為主體，然而現實上並不存在足夠動機或利益

採取此等方案，肯定人工智慧之主體身分更將為人類社會帶來各種弊端。 

  而肯定論者則是選擇從法律主體之歷史流變為切入點，指出過往從羅馬時

期開始到現今，法律主體之概念並非強烈地固著於「自然人」的身分上，而是

伴隨著歷史人文發展與社會實際需要，時而擴張時而限縮，因此認為法律主體

概念具有開放性與流動性。此外，肯定論者進一步觀察現有人工智慧，指出其

有擬人化傾向，以及能夠進行社會互動之可能。最終，肯定論為了使法律主體

不會淪為毫無界線之概念，部分論者乃主張對人工智慧之法律主體進行科技程

度、權利層面上的限縮，並且需要「務實地，在個別法領域上檢視其作為法律

主體所可能產生之利弊」。是以，本文基於肯定論者所提出之理由與條件，傾向

肯認人工智慧作為法律主體的可能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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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雖然第三章之結論肯認人工智慧作為法律主體之可能，然而為了務實地考

量其於特定法領域之利弊，本文第四章即延續第二、第三章之成果，探究著作

權法在面對人工智慧創作時，各類主張所可能產生之利弊。針對人工智慧創作

如何以著作權法加以規範，目前主流見解約略可分為「歸屬公共領域」、「判斷

必要安排之人」、「類推職務創作」、「人工智慧主體化」等四種見解。 

  其中歸屬公共領域主張人工智慧創作並無可著作性、且不存在可得確認之

人類作者，基於促進公共利益及文化之考量，應將其創作歸於公共領域，並以

鄰接權方式保障利害關係者之利益，然而此說缺陷在於可能無法促進相關領域

之發展，且可能無法避免人類隱瞞其創作係人工智慧產生之情形，其仍以現有

著作權法主體規範主張著作限於人類始得保障，因此似有不足。 

  而「判斷必要安排之人」、「類推職務創作」兩說均係將其創作之著作人或

著作權人歸屬於參與創作過程中之利害關係者，實際上間接符合了著作權法鼓

勵及保護創作者之意旨。然而肯認兩說之條件，皆在於個案判斷何者應為該創

作之利益最終歸屬對象，除了實踐上困難以外，亦可能造成大量行政司法資源

投注於此等問題。此外，在「必要安排」、「類推職務創作」之法理上，兩說皆

有無法完全適用於人類與人工智慧之處。 

  最後，本文考察將人工智慧主體化之方案，其核心理念仍係保持著部份的

人本主義──人類必須為最終利益之享有者，而此方案應透過註冊制度與揭露人

工智慧義務，將程度適宜之人工智慧視為著作權法上之創作主體及著作權主

體。此外，在人工智慧自始取得其創作之權利後，即可利用「法定權利轉讓」

機制，將該著作權歸屬於註冊者，進而註冊者能夠加以運用，或者依據事前事

後之約定與第三人分配該著作權。 

  上開人工智慧主體化之方案，雖然仰賴著必須承認其創作表達能力之前

提，以及始終迴避判斷特定創作中人類與人工智慧之貢獻程度。但由於此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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應能適用於共同創作、單獨創作之各類創作情境，且得彌補其他主張在理論上

的欠缺，並在利益分配上、避免行政司法資源過度投注等原因，存在著一定的

實踐優勢。因此，本文認為務實而言，在著作權法面對人工智慧創作之議題

上，應肯認人工智慧得作為法律主體。綜上所述，本文主要研究成果如下： 

1. 盡可能考察截至西元 2020 年最新、公開之人工智慧創作案例，以及部

分國家著作權法有關主體之規範，並判斷人工智慧在創作上之發展程度

至少已介於「單純工具」與「完全自主」間，可供後續研究者參考。 

2. 對於歷來人工智慧作為法律主體之論爭，考察、整理各類主張之論點，

經分析後基於務實考量，指出肯定人工智慧作為法律主體之可能性，惟

應經具體分析其於個別法領域之利弊。 

3. 以上開見解為基礎，收集分析著作權法針對人工智慧創作可能產生之各

類規範方式，並且基於肯定人工智慧主體化之見解，提出於著作權法上

將其主體化之可能方案，以供未來研究者討論及立法者針對人工智慧訂

定規範之參考。 

二、研究限制 

  受限於筆者對於人工智慧科技之理解有限，因此本文僅針對「GPT-2 語言

模型」以及「GAN 生成對抗網路」兩類較新穎且較多討論之人工智慧為例，並

且在技術層面上欠缺足夠深入之理解，因此部分對於人工智慧科技能力之解讀

可能尚有不足；其次，在考察過往法律主體之過程，由於筆者不熟稔拉丁語，

故此部分之研究未能就相關原典進行研究，僅能仰賴學者之分析解讀而無法更

為詳細地分析過往羅馬法或中世紀之學說見解；而受限於筆者之研究能力與時

間，本文僅以英文及日文文獻作為研究對象，而未就部分國家之法律主體理論

以及著作權法規進行考察（如德、法、義等），因此恐未能呈現出其他國家對於

此議題之基本看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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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最後，有關人工智慧主體化方案於著作權法上之具體利弊分析，基於目前

案例與爭議仍未產生具有代表性之訴訟案件，無論肯否兩論主張論述之依據恐

需仰賴實證分析，此部分即為本文力所不及，尚待未來進一步研究。 

貳、建議 

一、正視人工智慧作為法律主體之可能 

  依據相關科技之發展，在部分法領域之中將人工智慧主體化之主張，其重

要性或許將日漸增加。然而，我國無論學說或實務皆以否定論者為多數，甚而

有論者從未將「人工智慧是否可為法律上之主體」視為可討論之爭點。可見縱

使此一爭論早已受外國學說爭論已久，但仍未真正地進入我國之法學討論中。

然而現有之人工智慧科技，恐已揭開人機與共時代之序幕，在現有法制尚不清

楚如何應對的情況下，一味以「差異論」或「欠缺論」排除人工智慧作為法律

主體之方案，實為遺憾。筆者須再次說明，本文並未主張機器與人類具有相同

之心靈或能力，僅係在法規範下兩者應可同時作為法律上之主體共存而已。 

二、主體化方案應納入未來著作權法規範之考量 

  基於本文主張法律主體之概念具有開放性及務實性，以及本文針對人工智

慧創作在著作權法各類規範方式之分析，未來著作法規範在因應此等議題時，

應積極將人工智慧主體化納入考量，並且在鼓勵創作、保護公共利益的基礎下

務實地進行分析。本文認為人工智慧主體化方案相較其他主張，亦具有一定程

度之優勢。 

三、延伸至個別法領域並務實分析其利弊 

  在人工智慧創作與著作權法之範圍以外，人工智慧亦有進行發明、投資等

進行社會互動之可能性存在，舉例而言，本文主張之主體化方案照理而言亦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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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其他智慧財產法規範下（如專利法）進行分析。因此，若係其他法規範由於

人工智慧科技之發展亦面臨挑戰時，實際上也可能產生類似之主體化需求。是

以，本文建議亦應將人工智慧主體化方案納入未來法規設計之考量。並且，應

以個別法規之立法目的以及實踐可能性為標準，務實地分析利弊。 

參、未來展望 

  從 1950 年代學者圖林提出圖林機器之構想，直到現今演算法與數據的組合

得以產生各種語文與圖形創作。所謂人工智慧時代之到來，從專家系統到深度

學習，實際上已歷經了多次起伏的浪潮，時而興起，時而衰微。觀察如今的發

展，是否已能宣稱我們已正式地──再次揭開人機與共時代之序幕，實應留待現

今科技專家，以及來自未來社會的評價。 

  然而，法學又應如何與現有的人工智慧上演一場出色之對角戲？在現存科

技下，機器已不再如同過往單純之鐘錶可拆解為擺輪、擒縱叉與軸承等不具主

動性之零件。相反地，在演算法、數據之隨機組合中，我們似乎能在其產生之

結果裡窺探到一絲不可解的靈光。又或者，在法律與人工智慧互動之過程中，

我們是否會觀察到在法律的概念裡，人類可能並沒有自身想像的如此特別。如

同機械唯物主義學者 Mettrie 在其著作《人是機器(L'homme Machine)》所欲傳

達的核心理念：人類，也只是較為複雜的機器而已。 

  筆者始終認為，若法規範一味地維持人本主義、人類中心思想的完整性，

而對於法律中具備社會互動能力之人工智慧，始終保持拒絕承認其自主性與主

體之態度，或許在社會需求的變遷中將忽略掉某些可能有利於社會發展的思考

方向。為了可能到來的人機與共時代，為了可能到來的主體的典範轉移，法規

範有必要提前思索人類是否確實且孤獨地屬於──這個由法律及社會意義交織建

構而成的複雜體系中──唯一能思考的存在，以及唯一能自主行動的主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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