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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緒論 

 

第一節 研究背景與動機 

管理大師彼得杜拉克(1999)於二十世紀末即以遠見前瞻的研究在

加州管理評論中表示：「知識工作者是未來二十一世紀最重要的資

產，因此，知識工作者生產力將是未來管理上的極大挑戰，不管政府

或企業的知識工作者將快速增加，如何強化知識工作者生產力，才是

政府與企業提昇競爭力的利基」1。美國經濟學家梭羅教授亦指出：「未

來是藉由知識的創新提昇企業價值，進而創造企業智慧的時代。」2  

新知識經濟時代的悄然降臨，在上述兩位大師的預言中早已帶來

了多種創新的交易模式及不同的價值觀，其中不乏倡議群我間應以

「共創價值誠信多贏」的想法做為造就經濟及社會榮景的信條，值得

深思3。所謂知識經濟是以知識為原料，經由智慧型的產製流程，再

生產出知識的經濟模型。而人類正處於一個「以知識為基礎」的國際

經濟過渡期，個人、企業或國家都將面臨新的考驗與挑戰4。 

在這樣的新思潮下，舊經濟時代由原料、生產到成品的邏輯已一

律被知識取代而成為建構新經濟的單位，知識的創造、運用、加值乃

至於擴散與分享已成為現代國家急欲追求的核心價值，如何在知識管

理的價值鍊中細索成功的模式並深植在各種系統中，將是面臨嚴酷競

爭優勝劣敗的不二法門。 

知識在現今社會扮演如此舉足輕重的角色，如何鼓勵知識之創造

將是首要面對的課題，除了打造適宜的環境以誘發源源不絕的智慧產

出，在法律上設計保護的機制，使得創造知識者無後顧之憂，亦使其
                                                 
1  彼得杜拉克(1999)，《 Management Challenges for the 21st Century 二十一世紀的管理挑戰》 天下
遠見出版。 
2 梭羅（Lester C. Thurow），《勇者致富--全球化：在拒絕與接受之間》， 天下遠見出版。 
3 宏碁創辦人施振榮先生在 94 年 7 月 4 日出刊的商業周刊，新經濟新思維專欄中表示「…在新

經濟時代的新商道，強調重視共創價值與誠信，也時是重視人與人之間的“第六倫＂─ 群我關

係，這在新經濟時代的商業活動中是很重要的，個人時時與不同的群體互動，若未能掌握新商道

的精神，則無法有效讓經濟發展繁榮。…」，參見商業周刊，第 919 期，第 25 頁。 
4 L. Thurow（2000），《「知識經濟時代」，Building Wealth 》，時報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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獲得保障之同時，願意將其所創造特有知識與他人共享，於是近代智

慧財產“權＂的觀念便應運而生，專利法、著作權法乃最典型之代

表，其中各種重要保護與利用原則更在重要國際公約及國際組織趨於

一致化5。 

專利權係對發明人的技術思想創作給一段時間的壟斷權以換取

其公開其內容之制度6；著作權則係對創作人文化思想結晶賦予特定

期間的專屬權以激勵其願意持續不斷創造之制度。一旦擁有專利權或

著作權，除自己可在法定期間內運用外，亦可以授權方式提供他人在

約定範圍內利用其專利或著作，惟其中不同就是專利的賦予依上開公

約係採審查主義，須經由國家（或組織）的法定程序方能取得，故專

利權之有無乃至於專利權授權利用，是可由一定管道查悉護；而著作

權的取得依現今國際規範均採創作保護主義，著作人一經完成創作，

即自動取得著作人格及著作財產權，不須經由任何機關之登記或註

冊，故著作權之有無及著作權授權利用，須經由當事人以通俗之方式

查悉，兩者在獲取知識利用之管道及方式並不一致。 

當然知識未必皆以著作的型態呈現，例如知識管理學界甚為倚重

之內隱知識之分享與擴散即可能須賴師徒式的傳承；而著作的內容有

些亦未必是以傳承知識為主要目的，創作人可能是以藝術、文化的交

流或分享為初衷，例如音樂著作、戲劇舞蹈著作、美術著作等；但無

論如何，此二者均亟待有創新的交易模式將其各自的效益最大化，且

利用的過程中均能合法化，此時，如何能達成上述期待，則是本文進

行研究之動機。  

在知識的交易過程中，依學者寇斯(Coase, 1937)的研究必然產生

交易成本7，包括蒐尋成本、協商成本與執行成本等，當事人願意就

知識交易付出成本之多寡高低，亦將影響知識之運用、流通、分享與

擴散。如前所述，專利權法制之設計因屬公示主義，且各國皆然，對

於權利之利用，可經由特定管道取得連繫進而磋商價格，其尋找成本

尚得預估；然而著作權法制之設計則因不要求著作應公示作者之身

分，除了商業性著作在其發行時會以通常模式讓消費者知悉其權利人

之資料及授權利用之管道外，其他即使吾人接觸他人著作，卻仍常有

                                                 
5 黃俊英、劉江彬著，智慧財產的法律與管理，第 53 頁以下(1998 年 5 月) 
6 劉孔中、宿希成著，電腦程式相關發明之專利保護，第 63 頁（2000 年 2 月） 
7 Ronald Coase，"The Nature of Firm" (19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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不知如何與之取得連繫之困擾，導致利用他人著作以流通知識的目的

不易達成，造成知識經濟時代知識分享擴散的瓶頸，不利於經濟發展

及文化傳承。 

上述著作利用的困境，在以紙本或磁性媒體為主的著作發行物已

然產生，然在近數年來網際網路成熟後，資訊與知識的傳播以電子格

式在網路上的流通更為普遍，學術界打破時空限制的 E-Learning 急需

有即抓即用(What you can see, what you can get, WSWG)的配套、傳播

界盛行一時的 MOD(Multimedia on Demand)、VOD(Video on Demand)
都產生了著作授權利用即時性及適法性之問題，光是這幾項就足使各

國統治者要儘速解決此類新型態供需所衍生的新議題。雖聯合國世界

智慧財產權組織(WIPO)於 1996 年邀集會員國制定「世界智慧財產權

組織著作權條約(WCT)」、「世界智慧財產權組織表演及錄音物條約

(WPPT)」中已分別創設「電子權利管理訊息(DRM)」、「科技保護措

施(TPM)」以因應網際網路著作呈現的新型態，我國亦分別於民國九

十二年六月及九十三年八月著作權法之修正案中納入，惟對負載資

訊、知識之著作如何合法散布、傳播使知識分享擴散營造為無障礙空

間之根本問題並未提出完全解決之方案。 

研究者曾任職司法審判及犯罪偵查工作，承辦諸多違反著作權民

刑案件，其中大量非法重製他人著作証據確鑿者固屬不渺，但間有因

未經權利人同意逕予利用之情事，被告辯解係因不知著作人何在，無

法獲其同意，甚或利用時根本不知著作為何人所有，但依當時情事又

無法不利用該著作，以致觸法，當然依法論法，如原告（告訴人）堅

持告訴或求償，上開辯解並無解於被告民、刑責任之免除，雖其情可

憫，惟於法不容，此種現象在現今知識爆炸著作充斥之今日，確有深

值檢討之必要，對於強調社會公益之我國，豈能坐視制度之不健全，

使供需失衡，對當事人不但有失衡平，亦使著作權保護進退維谷，將

不利於知識分享與擴散。 

研究者嗣轉任至經濟部智慧財產局服務，參與督導全國著作權係

保護政策及法規，對於上開現有授權利用制度詳加檢視，並參與各種

宣導運作，卻發覺在國際規範之下，我國法制已不可能改採舊制之登

記或註冊制度，為使權利人明朗化勢將另闢蹊徑，又據本研究長期之

觀察及專家之訪談，也確實發現知識交易市場上個別授權或集體授權

利用著作之管道並不順暢，且時生糾紛，遂興起在既有法制外苦思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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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授權利用機制，以落實著作權保護並促進知識分享擴散之動機。 

 

第二節 研究問題與目的 

撇開著作權應否賦予法律專屬權之保護不說，即使要保護，現行

著作權法對創作人自動賦予著作人格權及財產權的保護模式，卻也值

得深思今日之保護模式是否會造成知識分享擴散之障礙或有意無意

促成侵權的案例陸續發生；依現行法規定，凡利用他人著作必須獲有

權利人之授權方不致構成侵權，權利人如未特別申明放棄權利，則不

管創作人是否自發性想得到那些權利，也不管創作人所創作之類別為

何，關於著作人格權的三種權利及著作財產權的十一種權利，均已自

動送至其面前供其享用。 

如此僵化之法制設計，顯然未考慮到交易成本的負擔，不但使得

著作內容散布及知識分享擴散受到極大阻礙，且會直接或間接導致著

作權侵權現象一再發生，而對著作權本應受法律保護的法治形象造成

極端負面之影響。 

2001 年底，美國自由派學者Lawrence Lessig繼二十世紀末全力支

持自由軟體運動之後，又倡議「創作共享(Creative Commons，以下簡

稱CC)」8機制，其基本理念在於作者在不放棄著作權之前提下，將其

所擁有之全部或部分權利以淺顯易懂的符號向不特定人宣示可在其

設定條件下，免費利用其創作的創新機制。 

此機制隨即獲得美國同好之支持，並以美國史丹佛大學法學院為

基地，向美國及世界各國推動此一理念；台灣率先響應此一理念，即

為中央研究院資訊所與法律所等有志之士，渠等於 2002 年著手建構

相關平台、建立網站、翻譯 CC 相關資料、印製中文之宣導手冊，包

括 CC 標準三版本，即：代表符號、法律條文及電子形式之授權契約，

並於 2004 年 9 月 6 日正式邀請原創始人 Lessig 教授來台，共同宣布：

iTaiwan CC 計劃在台正式啟動。 

                                                 
8 參閱 http://www.creativecommons. ；關於Creative Commons 之中文譯名，目前有稱「創意共

用」、「創意公用」、「創作公領域」等，依各家對此制度之認知各有解讀而大同小異，本文暫以其

英文名詞本身及所展現之內涵且認創意在我國著作權法本非規範之對象似不必刻意再設保護機

制而暫譯為「創作共享」，惟中央研究院資訊科學研究所於九十四年七月六日所召開「Creative 
Commons Taiwan」第一次專家會議中已注意關於如何統一中文譯名，以正確傳達此一新制度之

重要理念，並有助於日後在台灣的各項宣導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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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開iTaiwan 推行至今將屆一年，其間內容不斷充實，中文譯本

亦隨CC原文新版予以更動9，然似乎「曲高和寡」，全國主管著作權

政策之經濟部智慧財產局雖亦主動發函請求鏈結其網站外，並發函給

教育部轉知各大專院校支持響應此一運動，惟仍未見風起雲湧之風

潮，為持續推展之計，吾人對CC之理念、作法、機制守門人、早期

採用者與我國著作權法之互動及可能影響其成敗之關鍵因素自宜有

深入之分析探；且此一CC制度成功推展如確能造就知識分享擴散之

效果並使著作權整體保護更加充足，則亦應找出數可能之關鍵因子，

提出命題及設定假說以適宜方法做出驗證，供知識交易或授權契約兩

造，乃至於促使政府可以有更積極之角色扮演，以普及知識及輕易授

權，創造更優質的知識與文化傳承與環境。 

本研究根據上述描述，將針對著作創作人、利用人、可能之內外

在因素對 CC 機制之影響等構面進行剖析，並檢驗各構面之組成因子

或影響因素試擬研究架構，並以前測問卷展開第一階段對專家深度訪

談。第二階段將針對第一階段所建立之基礎，再細緻問題並修正普查

之正式問卷，對選定之樣本相關團體及特定人士進行問卷量表調查，

並回收分析後藉此驗證假說呼應命題，找出理論之缺口及防堵漏洞之

政策建議，以提供主政者之參考。 

玆以下圖 1-1 說明著作權授權利用之流程： 

                                                 
9 參閱http://www.creative.commons.tw （最後瀏覽日:2006 年 7 月 6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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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 16 世紀起印刷術及複製 
技術進步使創作人無法掌握其著作 

之流向以致創作意願降低 

著作權法制(創作
自動保護主義) 

（伯恩公約） 
WTO/TRIPS 

各國著作權法 

為增進並鼓勵創
作提誘因，給予著
作人有著作人格
權及著作財產權 

（§15~7、§ 22~ 29)

有無與著作權人
簽訂授權契約

1. 交易成本增加
2. 知識分享減少

合法使用 
（有對價）（知識分享） 

是 ? 

侵權行為 

否

不放棄著作權之免費分
享創作共享 

1.交易成本降低 
2.知識分享增加 

3.著作權保護不變 

合理使用 

否

侵權人負民刑事責任
（非法行為） 

是民事救濟、刑事處
罰有無提出訴追 

放任行為 

是

否

圖 1-1 著作權授權與侵權法理示意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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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節 研究回顧與定位 

將知識分享與擴散發揮最大化及使著作權保護完整化均是知識

界及智財藝文界一直關心的議題，亦是本研究所欲探究的重心。經多

方蒐尋文獻發現前述個別議題的研究數目雖然眾多，但從創新觀點著

墨引進新制度探討可能造成變革性影響的文獻則十分稀少。以博碩士

論文檢索系統之初步蒐尋為例： 

（1） 國內碩博士論文部分，經由我國國家圖書館所提供的博碩士論

文檢索，以關鍵字查詢著作權保護相關論文，查詢結果直接相關者共

計有 26 篇論文。其中一篇為博士論文，其餘則為碩士論文。以關鍵

字查詢知識擴散分享相關論文，查詢結果則有 198 篇。然而，以關鍵

字同時查詢著作權保護與知識分享（或知識擴散）及創新制度(或創

作共享)之相關論文，查詢結果為 0篇。 

（2） 美加地區博碩士論文，經由 UMI 所提供的博碩士論文檢索，查

詢學術期刊，以著作權保護（copyright protection）為論文主題或

摘要者高達 895 篇，以知識分享（knowledge sharing）為論文主題

或摘要者也有 312 篇之多。然而，同時查詢著作權保護及知識分享與

創新(或創作共享)之相關論文，查詢結果為 0 篇。上述查詢結果亦顯

示本研究之必要性。本研究將定位為學術與實務交叉探討之研究，對

於現有理論的支撐或補足亦會有適度之說明。 

 



國立政治大學科技管理研究所博士論文 

-８- 

第四節 研究流程與論文結構 

一、研究流程 

本研究之研究流程，如下圖 1-2： 

 

 

 

 

 

 

 

 

 

 

1. 確立研究主題及目標 

2. 文獻回顧 

3. 建立研究架構與研究模式 

4. 建立研究假說 

5. 確立研究方法與設計問卷 

6. 問卷回收與資料整理 

7a. 問卷資料的統計分析 7b. 收集相關個案資料 

8a. 研究架構的管理意涵解讀 8b. 個案的研究構面陳述 

9. 研究架構的發現與結論 

圖 1-2 本研究流程設計圖 

 

二、論文結構 

本研究分為六章，各章節所描述內容如下： 

(1) 第一章 緒論 

闡明本研究的時空背景、動機、目的、流程並描述主要探究之問

題及回顧主要研究議題之歷史文獻。 

(2)第二章 文獻探討 

針對國內外學者對著作權保護制度、創作共享機制、知識分享與

擴散、制度創新與採用等議題所做的相關研究成果，闡述相關領域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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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對這些議題的研究成果與一般及特殊看法，發現有無理論缺口，並

發展出本研究之命題與假設。 

(3) 第三章 創作共享機制之具體實踐與法律檢驗 

本研究的議題是相當嶄新的，並且是個結合管理、科技與法律的

綜合議題。在得到論文口試委員的建議之後，將本研究的研究核心問

題與吸收文獻之後的整理，另闢一個單獨章節來撰寫。因此，在文獻

探討之後，研究者整理與分析當前的創作共享機制，以第三章為主要

陳述的章節。 

(4) 第四章 研究方法 

從文獻探討之中，提出本研究之架構及所包含個別之構面，大膽

提出命題與假設，再分別就各構面之變數賦予可供操作之定義，並以

選定適宜之研究方法予以檢測。 

(5) 第五章 資料分析與解析 

從研究架構中設計前測問卷並選定專家進行初測，回收問卷後加

以分析以做為最終問卷之設計之參考，發放至所選定之樣本(本研究

所掌握共一百餘個與著作供需相關之組織及協會)，進行問卷調查以

及回收作業。將回收之問卷進行檢查、編碼、整理，並進行樣本特徵

分析、信度與效度分析及創作共享與知識分享擴散及與著作權保護之

相關分析。 

(6) 第六章 個案探討 

因為創作共享機制是具有新穎性的機制，並且本研究企圖找到相

關個案可以加強問卷構面的實質操作，因此會選取若干相關個案與訪

問資料作為質性的加強，讓這個新的機制能夠透過數量與質性的兩種

研究思維之下，激發開創未來的宏觀創見。 

(7) 第七章 研究結論與建議 

綜合本研究之結果與發現，進行綜合歸納分析並提出具體之結論

與建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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