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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章、修法芻議 

本章第一節建議將市場失靈理論判斷命題成文化作為司法指引，並討

論未能成文化時，承審法官的可能選擇。第二節建議將嚴重市場失靈狀況

下的個人使用獨立作為合理使用事由。第三節建議賦予法官酌減侵害著作

權損害賠償金額的權利。第四節討論本研究建議充分落實的重要制度條件

-承審法官心態的改變與素質的提升。 

第一節、市場失靈理論判斷命題的成文化 

 如果第四章所述的觀察命題廣被接受，將其成文化或許是鼓勵法院跳

脫現有窠臼最有效的方式。本研究建議，現行法第六十五條第二項規定將

被告使用模式所創造正向外部性與交易成本的高低納入例示的法定判斷

事項中。此建議若被採納，著作權法第六十五條第二項規定可修正如下： 

著作之利用是否合於第四十四條至第六十三條規定或其他合理使用之情

形，應審酌一切情狀，尤應注意下列事項，以為判斷之基準： 

一  利用之目的及性質，包括係為商業目的或非營利教育目的。 

二  著作之性質。 

三  所利用之質量及其在整個著作所占之比例。 

四  利用結果對著作潛在市場與現在價值之影響。 

五  利用結果產生的公共利益。 

六  覓得著作權人以及取得授權的難易與成本。」 

 新增第五款、第六款等同於要求承審法官判斷個案中是否出現市場失

靈的現象及其嚴重程度，這是 Gordon 市場失靈理論第一階段的判斷。第



 

 199

五款規定要求法官必須衡量利用結果產生的公共利益430，近似於第二階段

的損益分析，要求法官評估被告所創造的公共利益與權利人所受損害孰高

孰低。而前四款例示事由-尤其是第四款規定利用結果對著作潛在市場與現

在價值之影響-則相當於市場失靈理論第三階段的判斷，要求法官衡量被告

侵權行為對原告市場利益的影響 ，反面言之，也就是要求法官評估在系爭

案件中做出合理使用判決對著作權人持續創作的誘因是否造成實質損

害。此外，如能在立法理由說明市場失靈理論能圓滿處理的案件類型及理

論內容，應能對職司審判的法官與一般社會大眾提供更清楚的指引。 

不論法律條文能否採取本文所建議之修正，法院在現狀下仍能運用市

場失靈理論決定系爭案件中合理使用抗辯能否成立。畢竟，現行著作權法

第六十五條第二項所列四款事由僅為例示規定而非列舉規定，法官本於其

固有裁量權，即可在判決中考量交易成本以及正向外部性的大小。舉例而

言，法官依據現行著作權法第六十五條第二項第四款規定，在探討系爭案

件是否構成合理使用時，本應考慮利用結果對著作潛在市場與現在價值之

影響。如果市場上存在極高的交易成本或著作權人不願意就產生正向外部

性的使用類型進行授權，法官可以解讀系爭市場並不存在，或範圍極小。

此時被告的利用結果不會對系爭著作的潛在市場或現在價值產生影響，有

利於被告合理使用主張。 

退萬步言，即便法官不願意在判決中明文交代對正向外部性以及交易

成本高低的心證過程，避免過於新穎的法律見解遭上級法院發回的窘境，

                                                 
430 此處公共利益的概念為經濟學上的正性外部性，見第四章第三節之討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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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官亦可運用市場失靈理論作出是否構成合理使用的判斷結果後，再本於

該判斷結果引導四項法定判斷要素的個別判斷，這種作法在合理使用比較

法研究上亦非罕見。美國知名著作權法學者 David Nimmer 曾經選取美國

在 1994 年至 2002 年之間六十件與合理使用有關的判決，結果發現法官極

可能事先決定是否構成合理使用的結論後，再決定四項法定判斷要素的論

理431。 

 

第二節、允許個人使用 

 依據市場失靈理論，嚴重市場失靈發生時，因為著作權人的市場利益

未受影響，應支持著作利用人合理使用的主張。本此，對於特定類型的嚴

重市場失靈，著作權法可以明定為合理使用，或不構成對著作財產權的侵

害，一方面減少法院的負擔，另一方面減少使用者的疑慮，在比較法上，

加拿大與日本著作權法均明文允許個人使用（personal use）432。 

 美國聯邦最高法院 Stevens 大法官曾說，如果一個人在浴室淋浴時唱一

首歌，或隨口吟詠剛剛從收音機聽到的詩集都可能構成對著作權法的違

反，這樣的法制顯然違憲433。現實生活中，每一個人其實都不知不覺的在

重製、改作他人既有的著作。如果類此不會影響權利人市場利益的個人利

                                                 
431 David Nimmer, Fairest of Them All and Other Fairy Tales of Fair Use, 66 LAW & CONTEMP. 
PROBS. 263, 282 (2003) (“it is largely a fairy tale to conclude that the four factors determine resolution of 
concrete fair use cases.”). 
432 有關加拿大法見 BMG Canada Inc. v. Doe, [2004] F.C. 488 (Fed. Ct.) (applying the Canadian 
Copyright Act to determine "downloading a song for personal use does not amount to infringement"); 
also see http://www.canlii.org/ca/sta/c-42/sec80.html (viewed on 05/01/2008). 日本法見，賴文智，數

位時代個人利用著作合理使用範圍之再調整，available at 
http://www.is-law.com/OurDocuments/CR0030LA.pdf (viewed on 05/01/2008), at 6. 
433 Jessica Litman, The Sony Paradox, 55 CASE W. RES. L. REV. 917, 933 (2005) (Justice Steven's 
memorandum stated that "it would plainly be unconstitutional to prohibit a person from singing a 
copyrighted song in the shower or jotting down a copyrighted poem he hears on the radi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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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行為都不被著作權法允許，著作權法鼓勵知識流通與文化創新的目的顯

然無法達成。Sony 一案允許電視觀眾將節目錄下來之後自行觀賞，就是一

種個人使用的型態434。 

 其實不影響著作權人市場利益的個人使用，即便是近年來強力要求執

法的美國音樂錄製產業也不會反對435，惟學者間對不具商業性且不影響權

利人市場利益的個人使用為何不應構成對著作財產權侵害有不同意見，有

學者認為個人使用是合理使用的類型之一，有人認為這是著作權人默示授

權的結果，亦有人認為這些行為僅構成微量侵害（de minimis），故不予追

究436。 

雖然對理論依據仍有爭議，學者間對於應允許個人使用，幾無不同結

論，但困難之處在於如何以法律條文清楚定義個人使用的範圍，美國法上

即無允許個人使用的一般性條款。但其他國家已有允許個人使用的立法

例，加拿大著作權法第八十條第一項保障錄製物中音樂著作的重製權以及

錄製者本身的權利，但個人私人使用不構成對著作權的侵害437。日本甚至

允許個人使用時規避著作物上所附技術保護措施，日本著作權法第三十條

第一項第二款條文規定：「著作於個人或家庭或其他類似範圍內之使用為

目的，除明知係因規避技術保護措施而得為該技術保護措施所防止或抑制

                                                 
434 Jessica Litman, Symposium: Frontiers of Intellectual Property: Lawful Personal Use, 85 TEX. L. REV. 
1871, 1897 (2007). 
435 Id., at 1871. 
436 Id., at 1908. 
437 BMG Canada Inc. v. Doe, 4 F.C.R. 81, 107 (F.C.R. 2005) (“Subject to subsection (2), the act of 
reproducing all or any substantial part of (a) a musical work embodied in a sound recording, (b) a 
performer's performance of a musical work embodied in a sound recording, or (c) a sound recording in 
which a musical work, or a performer's performance of a musical work, is embodied onto an audio 
recording medium for the private use of the person who makes the copy does not constitute an 
infringement of the copyright in the musical work, the performer's performance or the sound 
record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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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重製而仍為重製者，使用者得為重製438。」 

本研究認為，個人使用僅能作為著作利用不侵害著作財產權的必要條

件，若個人使用影響著作權人可預期的市場利益時，仍應受限制。舉例來

說，當電影製片商已經發展出錄影帶出租店市場，並將家庭內電影觀賞當

作主要收益來源時，不應允許任何人以個人使用為由擅自重製他人著作

物。 

若個人使用被界定為合理使用類型之一，個人使用的界線可以從市場

失靈的角度觀察。無可質疑地，個人使用本身具有廣泛的正向外部性，但

關鍵在於允許個人無償使用對著作權人市場利益的影響為何。本研究認

為，一般類型的個人使用應該在逼近嚴格市場失靈的狀況下才應該例外允

許。我國現行著作權法第五十一條規定在一定程度內允許個人使用，依據

法條規定：「供個人或家庭為非營利之目的，在合理範圍內，得利用圖書

館及非供公眾使用之機器重製已公開發表之著作。」從市場失靈的角度以

觀，只要利用人的利用行為在嚴重市場失靈的範圍內，因此不會對利用人

的經濟收益造成侵害，其利用範圍、形式與利用著作來源均不在所問。緣

此，本研究建議現行著作權法第五十一條修正如下：「著作於個人或家庭

或其他類似範圍內之使用為目的者，若該使用不影響著作權人可合理預期

的市場利益者，不構成對著作財產權的侵害。」 

相較於日本與加拿大法制無條件允許個人使用，本研究建議增訂的條

文要求法院在著作權人與著作利用人發生爭執時判斷著作人可合理預期

                                                 
438日本著作權法關於技術保護措施的修正，available at 
http://www.moea.gov.tw/~meco/cord/books/books4/bk004_main5-2.htm (viewed on May 14, 20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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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市場利益是否受到影響，雖然降低了法律適用上的明確性，但可以避免

著作權人應享有的市場利益因個人使用嚴重減損的弊端。諸如在浴室內唱

歌或吟詠收音機中聽到詩集的行為，由於向使用者求償的交易成本過高，

並非著作權人可合理預期的市場利益，不構成對著作財產權的侵害。 

 

第三節、建立全額損害賠償與合理使用間的責任類型 

一、制度介紹 

假定合理使用的範圍受限於前一章所述法院計算上的侷限短期內無法

擴張，創設合理使用外的機制是可能的解決手段。現行法下，被告若成功

主張合理使用作為抗辯，因未構成對著作財產權的侵權行為，著作權人無

法求償。就此而言，如果不考慮其他為取得該著作所需支付的機會成本與

交易成本，合理使用幾乎等同於無償使用。反面來說，如果被告的使用方

式不符合合理使用規定，因而構成對於著作權人的侵權行為，除非被告的

侵權係屬故意或有其他情節重大事由，損害賠償金額需完全填補權利人所

受損害及所失利益439。實務上，損害賠償價額多為客觀上合理授權金或被

告所得利益的全部或一部分。但現行法下，法院在判斷被告得以主張合理

                                                 
439 我國著作權法第 88 條規定：「因故意或過失不法侵害他人之著作財產權或製版權者，負損害

賠償責任。數人共同不法侵害者，連帶負賠償責任。前項損害賠償，被害人得依下列規定擇一請

求： 
一  依民法第二百十六條之規定請求。但被害人不能證明其損害時，得以其行使權利依通常情形

可得預期之利益，減除被侵害後行使同一權利所得利益之差額，為其所受損害。 
二  請求侵害人因侵害行為所得之利益。但侵害人不能證明其成本或必要費用時，以其侵害行為

所得之全部收入，為其所得利益。 
依前項規定，如被害人不易證明其實際損害額，得請求法院依侵害情節，在新臺幣一萬元以上一

百萬元以下酌定賠償額。如損害行為屬故意且情節重大者，賠償額得增至新臺幣五百萬元。」法

院得酌增損害賠償金額的權限近似於美國法上的懲罰性賠償金。在美國，若超過原告實際損害額

度判處懲罰性賠償金時，懲罰賠償金數額多寡應以被告行為可憎惡的程度判定之。See, e.g., State 
Farm Mut. Auto. Ins. Co. v. Campbell, 538 U.S. 408, 155 L. Ed. 2d 585, 123 S. Ct. 1513 (2003); BMW of 
N. Am., Inc. v. Gore, 517 U.S. 559, 134 L. Ed. 2d 809, 116 S. Ct. 1589 (19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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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用抗辯與構成侵權行為應賠償全額損害間並沒有其他選項。 

 依據 Gordon 教授判斷市場失靈所提出的三項要件，法院在判斷系爭案

件是否構成合理使用時，應顧及對著作權人創作誘因的影響。但系爭案件

若不屬於嚴重市場失靈，法院要具體判斷合理使用是否影響著作權人未來

創作誘因並不容易。尤其被告合理使用的主張對著作權人形同無償使用，

法院可能陷於判斷合理使用對著作權人有所不公，但判定被告侵權而需支

付授權金亦有所不當的兩難。 

若法院考量正向外部性的存在後，認為被告的利用方式對整體社會有

極大利益，並將正向外部性所帶來的好處納入最適授權金(optimal)的計算

（如果公共利益極為龐大，利用人又完全沒有內生化可能時，對整體社會

來說授權金應該是零），其數額或許將遠低於客觀上填補權利人所失利益

與所受損害的價額，判定被告需支付全額損害有悖於分配效率的要求。反

面言之，若被告的利用嚴重損及該著作物最主要的經濟收益，判定合理使

用對權利人又將衝擊過大。此時，法院將被迫在合理使用與全額損害賠償

間進行二擇一的選擇。這種窘境的存在加上外部利益衡量上的困難或許是

法院不願意擴張合理使用範圍的原因之一。長此以往，類此對社會整體有

利的利用形式將「銷聲匿跡」。 

當正向外部性造成的市場失靈出現時，著作權法若未授權承審法官考

慮正向外部性的存在後，酌減依據民法第二一六條所定損害賠償金額的權

利，可能完全無法反映正向外部性的效果，最終將對創造外部效益的利用

人產生寒蟬效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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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要被告的利用模式對權利人著作的市場利益造成實質損害，法院類

似的窘境在交易成本過高所導致的市場失靈亦會出現。或有論者以為，對

被告不公的情形不會出現，因為被告所支付者僅係合理的授權金或所得之

部分利益，而非懲罰性賠償金。但從社會整體資源配置的角度以觀，在交

易成本過高導致的市場失靈，被告在使用之前可能已經耗費了大量資源尋

覓著作權人，但一未積極行使權利、開發市場因而造成高額交易成本的著

作權人未支付任何資源，仍能享受合理權利金的收益。這樣的司法判決不

但未懲罰著作權人怠於行使權利的行為440，且無法發揮鼓勵著作權人創造

良好交易平台減少交易成本的效果，反而可能為權利人創造在衡平原則下

不應得的利益（windfall）。 

圖 8：侵害著作權法律效果示意圖

                                                 
440 例如物權法中時效取得制度（adverse possession），即係對怠於行使權利者的懲罰機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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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箭頭的方向代表被告損害賠償數額增加） 

解決前述法院窘境的方法之一，或許是在全額損害賠償與合理使用間

建立新的責任類型。如上圖所示，現行著作權法第八十八條授權法院在被

告構成侵權行為時，依據被告的侵害行為是否出於惡意決定是否在填補權

利人所受損害與所失利益的範圍外，另外給付懲罰性賠償金（著作權法第

八十八條第三項）。但在賠償權利人所受損害與所失利益與合理使用之

間，法院並沒有任何選項，為美中不足之處。 

除民事賠償責任外，侵害著作財產權的行為依據著作權法第九十一到

第一百０三條規定尚可能構成刑事責任。實務上，由於多數台灣著作權直

接侵權者非饒具資力、可以負擔高額損害賠償者，台灣著作權法向來以刑

事制裁為核心，與美國有顯著不同。相較於美國等著作權出口國要求台灣

強力取締並對侵害著作權者施以刑事處罰，國內學者對侵害著作權法是否

應入刑化本身都有不同意見441。如果處罰犯罪的原始意義是為了取締對社

會道德規範的違反，吾人很難妥適回答著作權的侵害是否如同殺人、放火

                                                 
441 例如劉孔中教授主張廢除非營利目的非法重製的刑事責任，見劉孔中，註 10，頁 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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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般具有倫理上的可非難性442，在 ezPeer 一案中，士林地方法院 92 年度

訴字第 723 號更清楚表示：「刑法是國家追求特定目的最後不得以的選擇，

故刑法保護的利益必須是人類共同接受清楚無疑的概念，但台灣社會對著

作權法的觀念尚不成熟，不適合以刑法處法非法重製的行為。」 

雖說刑法存在的目的之一是為了保護法益，而著作權為財產權的一

種，為法律所保障的利益，但法益保護僅是入刑化的必要條件之一，不表

示所有侵害法益的行為都應該施以刑事處罰，其中的關鍵在於該行為造成

「社會損害」的大小443。依據損害原則，入刑化不應導致比所欲防止者更

大的侵害444。學者蕭宏宜認為如果著作權法入刑化的目的是為了保護創

作、鼓勵創新，但結果卻造成公眾因恐懼侵權而不敢使用他人著作，入刑

化的損害將高於所得利益，此時刑事制裁即無必要性445。 

著作的利用如果構成合理使用，因為不構成對著作財產權的的侵害，

自然無刑事責任可言。但著作的利用雖然不符合合理使用的條件，若係肇

因於高額交易成本或產生相當公共利益，侵權者不但不具有倫理上非難

性，課以刑事處罰造成的寒蟬效應更可能大於保護著作權進而鼓勵創作的

效果，在這種情況下應可給予法官免除或減輕行為人刑事責任的權利。 

但在著作權法中設立阻卻違法事由或減輕刑事責任之立法亦需兼顧我

國在國際法下的義務。TRIPs 第六十一條有關刑事程序的規定要求締約國

至少在以商業規模蓄意地假冒商標或剽竊著作權的案件適用刑事訴訟程

                                                 
442 蕭宏宜，以刑法保護著作權，月旦法學雜誌，第 143 期，頁 94（2007）。 
443 同前註，頁 94-95。 
444同前註，頁 96。 
445 同前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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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與刑事處罰。如果行為人利用著作的目的是以商業規模蓄意剽竊他人著

作權的案件，法官幾無可能對此等行為人酌減刑事處罰，但為免爭議，應

將以商業規模剽竊他人著作的情形排除在外。 

綜合前開討論，本研究建議在制度上應盡可能補足二者間光譜的空

缺，在立法上似可考慮增訂第三項條文如下：「著作之利用雖不符合第四

十四條至第六十三條規定或其他合理使用情形，但法院審酌一切情狀，尤

應注意前項所列事項，得酌減損害賠償金額，若行為人利用方式未達商業

規模者，並得免除或酌減行為人違反本法所需負擔的刑事責任。」並將現

行著作權法第六十五條第三項、第四項規定移至第四項與第五項。 

 

二、理論與政策分析 

1. 市場失靈理論觀點 

 從政策與理論分析的角度而言，如果吾人認為著作權制度本身以及合

理使用存在的理論基礎是為了救濟市場失靈的弊端，給予法院更大的彈性

當能提高法院救濟市場失靈的意願。現行法下，法院如果擔心合理使用對

創作者的創作誘因造成負面影響，即便明顯的市場失靈出現，法院也很可

能判定被告構成侵權行為。不但形成以合理使用救濟市場失靈的侷限，也

可能衍生權利人有恃無恐、拒絕積極進行授權的現象。 

 以交易成本過高所形成的市場失靈為例，即便著作權人從未付出任何

努力創造著作授權利用的市場，降低交易成本，可能仍能獲得客觀上全額

的合理授權金或被告所得全部或部分利益，等同於在制度上變相鼓勵著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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權人在權利上沈睡、不積極應用的行為。此時，法院減少著作權人可以獲

得的損害賠償形同在制度上鼓勵著作權人以積極的行為減少市場上的交

易成本。同理，在正向外部性導致的市場失靈，減少權利人能獲得的損害

賠償額亦能發揮鼓勵權利人進行積極授權效果，緩和對利用人的寒蟬效

應。 

 美國影印機發展史可以彰顯法院判決鼓勵市場建立低交易成本收費

機制的效果。自 1960 年影印機發明以來直到 1991 年紐約南區地方法院在

Basic Books, Inc. v. Kinko’s Graphics Corp.一案判決之前，幾乎沒有任何人

因為系統性的影印(systematic copying)被法院認定構成侵權行為，前述美國

聯邦最高法院在 Williams & Wilkins Co. v. United States 一案中的判決更可

視為對影印行為的背書446。在此同時，雖然著作權利處理中心（Copyright 

Clearance Center, CCC）一直試圖建立代理多數著作權人進行授權、降低交

易成本的機制，但直到 Texaco 一案法院變更先前見解並認為系統性重製不

符合理使用意旨，著作權權利處理中心才逐步取得足夠的授權，超過臨界

規模（critical mass）達到規模經濟效應。法院判決對於建立低交易成本交

易機制的引導效果由此可見一斑447。 

 

2. 經濟誘因理論觀點 

 從經濟誘因理論出發，著作權制度存在的目的是為了鼓勵創作，並救

濟創作者無法回收創作成本的窘境。或有論者批評，本項建議形同降低著

                                                 
446 Supra note 383, at 1158-59. 
447 Kenneth D. Crews, Copyright at a Turning Point: Corporate Response to the Changing Environment, 
3 J. INTELL. PROP. L. 277, 278 (19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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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權人本來預期的經濟利益。但理論上來說，只要允許創作者回收創作、

重製以及銷售的成本，已經可以救濟創作者無法回收創造成本的弊端448，

超過這範圍的利益雖然可以鼓勵更積極的創作行為，卻非著作權法立法原

意。因此，本研究的建議若被採納，著作權人得到的經濟利益會或有減損，

但若非極端案件，不至於影響著作權人回收創作成本的機會。 

 再者，介於現狀損害賠償與合理使用中間的案例類型，法院亦非沒有

認定為合理使用的空間，一旦法院做成合理使用的判斷，權利人可能一無

所獲。就此而言，權利人所獲得的經濟利益有機會比現狀更多。長期來看，

增訂本文所建議之修正，形式上看來雖然降低著作權保障水平，卻可以鼓

勵著作權人主動減少交易成本，創造出更佳的收費機制進行授權交易，長

此以往，其收益可能遠勝於消極主張權利的結果，對著作權人未必不利。 

    Frischmann 以及 Mark Lemley 教授在分析對專利權人權利範圍時認

為：給予研發者更多的收益未必會鼓勵更多的創新。一家公司在決定是否

要進行一項研發投資時，只要預期投資可以帶來超過機會成本的收益餘，

就會進行。預期外(unexpected)的額外收益不會改變是否投資的決定449。同

樣的道理也可以運用至著作權法，如果著作權人本身並未積極利用其著作

或建構有效率的收費機制，他可能從未曾預期到這筆市場收益，即便這筆

利益有部分減損，也不會影響其創作誘因。 

 

3.對價理論觀點 
                                                 
448 Stephen Breyer, The Uneasy Case for Copyright: A Study of Copyright in Books, Photocopies, and 
Computer Programs, 84 HARV. L. REV. 281, 302-308 (1970). Also see William M. Landes & Richard A. 
Posner, An Economic Analysis of Copyright Law, 18 J. LEGAL STUD. 325, 354 (1989).  
449 Supra note 400, at 27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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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從對價理論的角度來說，國家透過著作權法給予著作權人一定程度的

獨占權是為了取得鼓勵創作、加速文化發展的對價。雖然對價衡量不易，

但隨著著作數量越來越多、權利保障的期間越來越長，越來越多的著作可

能淪為孤兒著作，社會本於現有創作繼續發展的潛力受到前所未有的限

制。再加上著作權法給予權利人的保護範圍不斷增加，已經引發獨占權的

給予大於社會整體所獲得利益的爭議。擴大損害賠償機制的應用彈性，即

便可能減少著作權人的經濟收益，或可稍減對價業已失衡的危機。 

 有學者指出，在通訊科技與網際網路發達之前，著作權法主要的目的

是為了減少搭便車行為（free-riding）並提供創作誘因，確保著作的消費者

將創造者創造與散布的成本內生化到自己的成本計算中。隨著網際網路的

發達，著作權人或出版商散布著作所需的成本大為減少，從對價理論以

觀，稍微減少著作權法的保障強度有其正當性450。 

 

4. 衡平理論的觀點 

 從法制沿革的角度來說，合理使用源自於英美法上的衡平原則，現行

法制是本於百餘年判例發展的結果，而非由立法者憑空創造。從衡平原則

以觀，若著作權利人未積極開創授權市場，造成高額交易成本，減少著作

權人可以獲得的賠償額，有衡平法上的正當性，更遑論對於社會整體有利

的利用行為。 

                                                 
450 Raymond Shih Ray Ku, The Creative Destruction of Copyright: Napster and the New Economics of 
Digital Technology, 69 U. CHI. L. REV. 263, 296-297 (20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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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法院如果以衡平法則的觀點詮釋本項規定，考量要素可能遠超過對

著作權人創作誘因的影響，著作權人行使權利的態度與方式，與被告為取

得授權所做的努力，可能都會成為法院在衡量損害賠償金額時的考慮範

圍。換言之，實務運作上，酌減損害賠償價額所發揮的功能可能遠超過本

研究所提出的理由。即便如此，給予法官更完整的選擇光譜以權衡著作權

人與被告間的利益，從衡平法的觀點亦能獲得支持。陷法官於不想判定合

理使用亦不願給予權利人全額損害賠償的兩難，顯非衡平法則欲追求的目

標。 

  

三、實際運用 

 在 Perfect 10 v. Google 一案中，第九巡迴上訴法院鑑於著作權人尚未

提出具體證據證明被告公司搜尋引擎中所展示的拇指縮影已經損及權利

人的市場利益（著作權人主張可以對下載拇指縮影作為手機桌面的使用者

收取費用），並基於正向外部性的存在支持被告合理使用的主張。 

 當時，著作權人無法具體證明 Google、Amazon 等搜尋引擎公司所造

成的授權金損失，或許是因為當時手機桌面下載裸女圖片未蔚為風尚，著

作權人可能的市場利益有限甚或微量可忽略（de minimis），法院始決定支

持被告合理使用抗辯的主張。但假若被告是擁有流行手機圖案的著作權

人，譬如擁有諸多知名卡通人物著作權的迪斯尼公司(Disney)或擁有許多

知名偶像團體海報著作權的攝影公司，其授權金收益可能相當龐大甚至是

著作物最主要的收入來源，依照 Gordon 教授的理論，即便出現正向外部



 

 213

性所導致的市場失靈，法院仍應拒絕被告合理使用的主張，始能避免對著

作權人的市場利益造成過大的負面影響。但如果法院因此拒絕被告所主張

的合理使用抗辯，責令被告負擔高額損害賠償，將影響經營搜尋引擎公司

的運作。在這種兩難之下，本研究所提出酌減損害賠償數額的機制即可緩

和這種兩難的緊張關係。 

 

四、政治經濟學上與制度操作上的難題 

 在廣大消費者因為交易成本與搭便車的心理無法快速集結的前提

下，擁有較強遊說能力的著作權人可能導致國會一面倒朝向擴張著作權保

護範圍及期間的方向立法。套用同樣的邏輯，或有論者以為本研究建議之

修正芻議恐「難見天日」。但管見以為，若未來法院採用本研究所建議的

修正，運用市場失靈理論擴大被告主張合理使用抗辯的空間，本研究建議

的機制對於著作權人未必不利。如果法院在合理使用與判定被告進行全額

損害賠償兩者之間沒有其他選擇，法院也有可能選擇支持被告的合理使用

抗辯。在這種情況下，酌減損害賠償數額的機制可以緩和法院支持被告合

理使用抗辯的風險，對權利人來說未必不利451。 

 再者，酌減損害賠償機制沒有明確的「受害者」，權利人即便擔憂獲

得的損害賠償金額可能減少，由於這種窘境未必會發生在自己身上，著作

權人不會有很強的動機動員反對立法，因此本研究傾向認為立法修正仍有

「生機」。 

                                                 
451 但法院若繼續目前的操作，限縮合理使用的空間，權利人將不會有支持本項提議的動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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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項提議另一項可能的批評來自於對法院失靈的擔憂，或有論者以為

在現行法院實務下，給予法官酌減損害賠償金額的機會不但增加法院的負

擔，法官也沒有客觀的依據判斷數額大小。這類批評固然有其見地，但現

狀下，強迫法院在合理使用與要求被告進行全額損害賠償進行二擇一的選

擇本身也會造成法院判斷上的困難。再者，酌減損害賠償金額僅僅是法院

裁量的範圍，法院並沒有喪失現狀下任何選項。但對特定案件中認為這兩

項選擇都有所不足的法官來說，酌減損害賠償數額的機制反而能緩和現狀

下法院失靈的風險。基於前述理由，管見以為「法院失靈」的風險在新制

度下反而有降低可能。 

 

第四節、法官的教育與訓練 

即便立法者採取本研究所建議之修正，給予法官進行合理使用判斷時

更多適用市場失靈理論的空間，並具有酌減侵害著作權損害賠償金額的權

利，如果大多數法官不積極運用新增的裁量範圍，單純法律條文變動的影

響將相當有限。由於合理使用攸關權利人利益與公共利益間的平衡，案件

難度極高，司法院自應給予承審著作權案件法官在職訓練，使之對合理使

用的理論視角及比較法發展有更深入的瞭解。但我國合理使用案件目前尚

屬有限，許多承審法官可能好幾年才會遇到一件，在其他案件壓力沈重的

情況下，法官認真研讀市場失靈理論並將其有效應用的動機不足。 

但這種情況在智慧財產法院上軌道後應可略為改善，依據智慧財產案

件審理法第七條及第十九條規定，涉及著作權法的民事第一、二審案件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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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智慧財產法院管轄；此外，違反著作權法刑事案件第二審與行政訴訟第

一審案件亦由智慧財產法院管轄452。由於智慧財產法院法官相較於過去普

通法院法官有更多審理著作權案件的機會，有更強的動機瞭解合理使用運

作的理論架構。智慧財產法院組基礎織法第十四條第二項更規定：「司法

院每年應辦理智慧財產法院人員在職進修，以充實其法學及相關專業素

養，提昇裁判品質。」可惜的是，我國目前絕大多數的著作權案件為刑事

案件，但刑事案件的第一審仍然由普通法院管轄，即便智慧財產法院的法

官較普通法院法官擁有更為紮實的訓練，在刑事案件中，必須到第二審始

能發揮功能，成為制度上的缺憾。 

 

 

                                                 
452 智慧財產案件審理法第 25、31 條參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