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 
 

論智慧財產權法之一般理論 

劉孔中 

一、前言 

二、智慧財產權 

（一）定義 

（二）內容 

（三）特色 

  1.是包含許多利害關係人的生態系統 

  2.不同智慧財產權可否可以重覆保護同一標的？ 

3.關鍵智慧財產權成為超級權利 

  4.與競爭法關係密切 

  5.不是民法第 184 條第 2項所稱保護他人之法律 

（四）與民法之關係 

1. 本質不同，不能當然引用 

2. 不應整合於民法 

三、智慧財產權相同之處─應然面 

(一)封閉式權利法定主義 

(二)開放式的權利限制 

(三)應保障實際從事創作人分配到其創作之經濟果實 

(四)需要有效的保護 

(五)公共利益對智慧財產權之限制 

1. 保護期間有限 

2. 權利耗盡原則 

3. 合理使用抗辯 

4. 強制授權/法定授權 

5. 權利無法落實原則 

（六）國際智慧財產權法下的全球利益平衡 

四、智慧財產權相異之處─實然面 

(一)  產生程序、排他權效力、保護期間不一 

(二)   因為利益團體遊說及外國壓力 

(三)  單純因為立法者沒有作全盤考量而各自立法 

五、智慧財產權法典化 

（一）  可行性與必要性 

（二）  進行的步驟 

                                                       
 中研院法律所籌備處研究員/清華大學科法所暨政治大學智財所教授。 



2 
 

六、結論 

 

摘要 

 

從英國 1709 年制定著作權法安法案以來，智慧財產權法至少已有三百年歷史，

條文不斷完備更新，但是始終欠缺體系、統一的定義與完整的一般理論，流於各

自為政，容易被利益團體任意扭曲，而喪失社會正當性。因此本文主張智慧財產

權法必須建立自己的法律典範、體系與一般理論，以議題導向將智慧財產權法作

水平關連的比較研究為方法，探討智慧財產權法的定義（有效促進「公共部門與

私部門資源交換與相互增益」所做的整體制度安排）、內容、特色、與民法之關

係，分析各種不同智慧財產權的共通性，接著指出不同智慧財產權的差異性及其

形成的原因，分析將各種單行智慧財產權法集中法典化(其中包含智慧財產權法

共通原則)的可行性及進行的步驟，最後作成結論。 

 

關鍵字：智慧財產權法、一般理論、智慧財產權法典、民法、安法案、專利法、

商標法、著作權法、TRIPS 協定 

 

一、 前言 

 

    從英國 1709 年制定著作權法－安法案（Statute of Anne）以來，智慧財產

權法至少已有三百年歷史，雖然不斷完備更新，但是彼此間垂直分裂，互不了解，

互不參照，始終欠統一的定義與完整的理論，凡事依賴民法，而學者也少有能夠

橫跨涉獵不同智慧財產權法，加上各種利益團體遊說及外國政府壓力的結果，以

致於呈現不少差異性甚大的內容，讓人懷疑智慧財產權法的一貫性。本文主張智

慧財產權法與傳統民法有很大的差異，必須建立自己的法律典範、體系與一般理

論，才能避免被利益團體任意扭曲，而喪失社會正當性。在方法上本文以議題導

向將智慧財產權法作水平關連的比較研究（例如智慧財產權之權能、限制與例外），

從而得出智慧財產權法的目的在於有效促進「公共部門與私部門資源交換與相互

增益」。具體而言，本文將探討慧財產權法的定義、內容、特色、與民法之關係、

理論上應該相同之處、實際上的差異性以及其形成的原因、分析將各種單行智慧

財產權法集中法典化(其中包含智慧財產權法共通原則)的可行性及進行步驟，最

後作成結論。 

 

二、 智慧財產權 

（一） 定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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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貿易組織 TRIPS 協定只是將各種智慧財產權收集在一起，卻未對何謂

「智慧財產權」加以定義，TRIPS 協定第 1條第 2項規定，本協定所稱「智慧財

產」是指第二篇第一節至第七節各類智慧財產，即著作權及其相關權利、商標、

地理標示、工業設計、專利、積體電路之電路布局（拓樸圖）及未公開資料之保

護，反應各國間對於智慧財產權的定位欠缺共識，所以無法對其加以定義1。 

本文則認為從最上位的觀點看，智慧財產權是無體財產權，具有諸如燈塔、

治安、軍隊等公共財(public goods) 之本質，有非對立性（non-rivalrous)及

非排他性（non-excludable）2，亦即任何人使用智慧財產權標的物並不會減損

該標的物，亦不會排斥或干擾其他人享有該標的物之能力3。然而公共財無法以

市場機制提供，除非另外定有收費機制，否則不需要付費，因此會有搭便車之投

機者（free-rider）出現，容易被過度使用（overuse)，從而導致市場失靈（market 

failure）現象。一旦市場失靈，則將無私人願意從事相關投資，導致投資不足

（underinvestment)，長久以往將使得智慧財產權標的物供給不足(socially 

suboptimal)。 

因此智慧財產權法體系的設計目的即在解決因為其無體特性之公共財本質，

藉由提供誘因（incentives），以人為設計的權利，鼓勵智慧財產之創造、散佈

累積與使用。智慧財產權不是天賦、絕對的自然權利4，而是政策與目的導向的

權利5，並且因為新科技的出現而不斷改變。美國憲法第一條第八項第八句規定：

「為鼓勵科學及實用藝術，國會得提供著作人及發明人就其著作及發明享有有限

期間的排他權」、TRIPS 協定第 7條規定:「智慧財產權之保護及執行應有助於技

術創新之推廣、技術之移轉與擴散、技術知識之創造者與使用者之相互利益，並

                                                       
1
 有學者認為應以「智慧權」一詞取代智慧財產權，因為除了財產權之性質外，尚包含有人格權，若僅以智慧財產權稱

之則相對狹隘。見蔡明誠，談台灣智慧權法的發展，月旦法學雜誌第 100 期，2003 年 9 月，頁 197。 
2 William Fisher, Promises to Keep—Technology, Law and the Future of Entertainment, 2004, 199-200。非對立性指一人對公 

共財的消費並不會損及其他消費者對該公共財的效用。非排他性指排除他人坐享其成的成本非常高，以致無法排除。 

3 US Department of Justice/Federal Trade Commission, Antitrust Enforcement and Intellectual Property Rights: Promoting 

Innovation and Competition, 2007, p. 4. 
4 Dan Burk & Mark Lemley 亦主張「專利不是對某人發明之道德上權利(moral entitlement)，而是政府對市場的刻意干預

(deliberate government intervention)，為人為刺激創新的經濟政策。」見氏著 The Patent Crisis and How the Courts Can Solve 

It, 2009,p 8. 

5
 智慧財產法院 98 年度民專上易字第 18 號判決說的好：「專利法第 1 條固規定其立法目的在於鼓勵、保護、利用發明

與創作，以促進產業發展，究其本質，在於由國家提供一定時間之獨占保護，給予專利權人從事發明及創作之誘因，

於專利權期間屆滿，專利權人即將其發明及創作貢獻予社會公眾，供相關領域之人得以利用該發明及創作，進行深度

研發，使科技與產業持續進展，是以專利法之 終目的旨在促進產業發展，而以公共利益為保護目的，至於對於專利

權人之一定時間內的保護，僅為促進產業發展之一種手段。」本案判決由陳國成、曾啟謀及蔡惠如三位法官作成。不

可否認，歐陸國家採浪漫主義(Romanticism)看待智慧財產之創造，動輒將之絕對化，本文不採此說，因為它從來就

不符合智慧財產發展的歷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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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益於社會及經濟福祉及權利與義務之平衡」及第 8 條規定:「會員於訂定或修

改其國內法律及規則時，為保護公共健康及營養，並促進對社會經濟及技術發展

特別重要產業之公共利益，得採行符合本協定規定之必要措施。在符合本協定規

定下，可採取適當措施，以防止智慧財產權持有人濫用其權利，或不合理限制交

易或對技術國際移轉有不利之影響」，均表達類似的理念。 

智慧財產權是公共領域（public domain）的對立面6。所謂公共領域是人類

的文化文明的總體積累，作為世界公民人人得以自由、免費使用，而不受到任何

限制。公共領域愈豐富，人類生活的滿足就愈大。然而要使得公共領域不斷豐富，

是需要作精密的制度安排，而智慧財產權就是在公共部門與私部門之間促進交換

並相互增益的機制(mutually enriching)。其具體的交換有三階段（可稱為三階

段交換理論）： 

交換 1: 允許智慧財產權利人暫時將部分公共領域私有化（privatized），成為

權利人的專屬權(避免過度使用)，作為其創造的誘因。不過有些標的自始是不可

私有化（例如觀念、自然法則），必須保持在公共領域內，否則他人無法從事原

本應不斷進行的私有化(即創造活動)從而豐富公共領域。 

交換 2：權利人因而會致力於創造（避免供應不足）、公開揭露（避免重覆研發

的浪費、啟發來者）、自行或授權他人使用，豐富公共領域。 

交換 3:私有化的智慧財產權標的因保護期間屆滿而回歸公共領域，公共領域不

僅不會空洞化，反而不斷豐富。有了更豐富的公共領域，私人就有更多可以享用

的文化積累及創作的材料，公私部門之間持續相互增益。 

    因此 Lemley 教授認為將智慧財產認為「就像是(just like)」財產權的見解

其實是個實際的錯誤。如果硬是要將智慧財產與實體世界類比，將之比喻為一種

政府補貼(government subsidy)，比將之比喻為財產，更容易使一般人瞭解其中

涉及的利益交換（折衝）
7
。 

（二） 內容 

依據前述三階段交換理論的定義及促進公共部門與私部門之間交換並相互

增益的最終目的，本文以為智慧財產權的內容只包括專利權、商標權、著作權、

                                                       

6 關於公共領域的詳細討論可以見劉孔中，建立資訊時代「公共領域」之重要性及具體建議，臺大法學論叢，35 卷 6 期，

2006 年 11 月，頁 1-36。劉靜怡，從創用 CC 運動看數位時代的公共領域—財產權的初步考察，中研院法學期刊，第

8 期，2011 年 03 月，頁 113-184 (本文認為公共領域與智慧財產權之間並非全然的非此即彼，創用 CC 運動以「保留

部份權力」取代「保留所有權利」的運作方式，導出並非一定要在公共領域下才能使公眾自由利用的結果。從而該文

討論創用 CC 運動的興起在消極層面上，有助於避免公共領域遭到不斷受圈佔的威脅，維持住公共領域的延續可能性

之外;在積極層面上，也可讓公眾取得自由創作所需的素材(頁 166)，創造出一個實質上跟公共領域性質相去不遠的「智

慧財產保留地」(頁 168)。 

7 Mark Lemely, Property, Intellectual Property, and Free Riding, 83 Texas Law Review, No. 4 (March 

2005), 10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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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業設計、植物新品種權、積體電路電路佈局圖權。至於商業秘密或未公開資料

之保護因為並不公開，無法增益相關的公共領域;而知名權（publicity right）

或商譽(goodwill)並未取材自公共領域，所以均不符合上述智慧財產權之定義，

但是可以稱為無體財產權、工業財產權或智慧鄰接權。而對於地理標示、傳統知

識、基因資訊、生物多樣性的保護，本質上屬於集體的權利，對使用該等集體權

利之行為要求支付合理報酬的原因，不在於提供個人誘因，而是基於跨國或跨族

群間公平正義、保障弱勢團體或維護多元文化的考量，所以也不應該是本文所謂

的智慧財產權。 

 

（三）特色 

1. 是包含許多利害關係人的生態系統 

智慧財產權是包含下列諸多利害關係人及利益的生態系統:權利人（創作人、

表演人、出資人、權利集體管理團體、遊說團體、繼承人）、使用人（又可分為

個人性質：在私領域單純享受技術進步之好處或用以完成個人學習;商業性質：

形成上下游產業;以及站在既有智慧財產權肩膀上接續的創新）、公共利益（創新、

競爭、產業或國家競爭力）、基本人權（表達自由、隱私、醫療健康），乃至於發

展階段不同國家之生存權與競爭權。依據比例原則8，保持智慧財產權的生態系

統平衡，而不只是極大化某一造的權利或利益，才能避免新的市場失靈。為防止

智財權成為法定獨占權，不應抹煞被授權人及下游業者之貢獻。以 CD-R 可錄式

光碟片在全球市場的成功為例，CD-R製造商之貢獻其實並不低於CD-R專利權人，

因此不應該只是由智慧財產權人片面決定市場之發展9。同樣的，對於線上音樂

產業發展及消費者的福利而言，線上音樂提供業者(on-line music providers) 

與音樂權利人同等重要，雙方應該是平等的夥伴
10
，智慧財產權法不應被權利人

用為商業談判的策略手段11。 

                                                       
8
 出於日本及美國倡議、自 2006 年起開始磋商、歷時 4 年才於 2010 年底正式定稿、但尚未正式生效(自 2011 年 3 月 31

日起必須有六個締約國遞交正式批准書之後 30日始生效)的反仿冒貿易協定 (Anti-Counterfeiting Trade Agreement, ACTA)

第 6 條第 3 項規定，各締約國應考慮侵權之情節、第三人之利益、相關措施、救濟與處罰的比例原則。 

9 CD-R 製造商之貢獻在於推廣 CD-R，使其價格低廉、記憶容量大、易於保管，而打敗市場其他的記憶媒體。詳細討論

見劉孔中，CD-R 案公平法及專利強制授權相關爭議之解析與評釋，公平交易季刊 第 17 卷第 1 期，2009 年 1 月，頁

1-38。 

10 ACTA 協定也多有此項考慮，例如其前言提及，各締約國希望提倡服務提供者與權利人之間的合作(cooperation 

between service providers and right holders)，以處理數位環境下的相關侵權問題。 

11 Ez-Peer 及 KK Box 等線上音樂提供者在開始提供線上音樂服務之前均曾向權利人管理團體申請授權，但是後者拒絕  

授權並對前者展開侵害著作權之刑事追訴，結果雙方還是達成和解與授權，國家刑事追訴機制被無端使用，浪費司法資

源，還殃及一些無辜的線上音樂消費者(被判刑而且不得緩刑)。相關討論見陳家駿，從我國 ezPeer/KURO 二著作權案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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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不同智慧財產權不可以重覆保護同一標的 

不同智慧財產權之構成要件不同，因此同一標的物若同時符合不同智慧財產

權之構成要件，理論上似乎可以獲得重複保護。但是重複保護會使得智慧財產標

的物回歸到公共領域的時間延長（甚至無法回歸）、其競爭對手容易對應尊重之

權利內容陷於不確定，並不符合前述促進公私部門相互增益的制度理性目的。所

以智慧財產權人應該在一開始就審慎選擇其保護的途徑，一旦選擇某特定保護之

法律（例如專利法），就不能夠同時或在該保護屆滿後再援引其他的法律保護同

一標的（例如商標法或著作權法）。 

美國最高法院在 2001 年 Traffix Devices, Inc., Petitioner v. Marketing 

Displays, Inc.一案闡明不得以不同智慧財產權重複保護同一標的之原理
12:使

戶外標誌在惡劣的風勢情況下保持屹立不倒的雙彈簧設計機制曾經享有新型專

利一事，可以作為強烈的證據推論該設計具有功能性，若其製造人不能證明該設

計僅僅是裝飾性、偶然性或任意性，而反駁該項推論，則不得就該設計另外再享

有營業外觀的保護。否則，營業外觀之保護有被濫用或過度擴張的危險，美國聯

邦判例法保護營業外觀，國會並於 1994 年修正藍能法時明文在第 43 條（a）承

認此項保護：依據本章規定就未註冊在主要註冊簿的營業外觀提起民事損害賠償

訴訟時，主張營業外觀保護之當事人負擔舉證責任，證明其希望保護之標的不具

備功能性。在 Walmart 一案，最高法院就提醒注意營業外觀之保護被濫用或過度

擴張的危險13。 

最高法院接著表示營業外觀的保護應該與抄襲自由共存，最高法院曾表示法

律不應該總是不鼓勵或不贊成抄襲，因為抄襲保存競爭經濟。允許競爭者抄襲會

有許多有益的情形。「將公共領域中化學與機械物品作還原工程，經常會導致技

術的重大創新。」其次，之前存在過的專利是功能性的強烈證據，因為之前存在

的專利對於解決可否再以營業外觀的問題有高度重要性。新型專利是其中主張權

利項目具有功能性的強烈證據。如果針對期間屆滿的專利所包含的特徵主張享有

                                                                                                                                                           

決談 P2P 網站提供會員重製與.傳輸之法律責任，智慧財產季刊，第 58 期，2006 年 10 月，頁 37-43。劉江彬編，IFPI

與 Kuro、ezPeer 和解案─線上音樂合法新紀元，「智慧財產法律與管理─案例評析（五）」，2007 年 10 月。蔡明誠，

網路時代著作權法律問題，軍法專刊第 55 卷第 4 期（2009 年 08 月），頁 242-245。 

12 本案事實為，原告（MDI）就戶外標誌在惡劣的風勢情況下保持屹立不倒的雙彈簧設計機制，曾經享有兩項新型專利，

並成功的建立事業，製造銷售帶有該項專利特徵之站立標示（sign stands）。被告 TrafFix 營業之初，將原告之產品送

到國外作還原工程，也就是抄襲原告之產品，因此其所製造銷售的站立標示看起來與原告的產品近似。此外，被告使

用之商標「風剋星」（WindBuster）與原告「風大師」（WindMaster）近似。原告提起訴訟指責被告侵害其商標、營

業外觀以及不公平競爭。被告則主張原告有反競爭之行為。聯邦地方法院及巡迴上訴法院認定被告有侵害商標，但沒

有反競爭的行為。不過此兩項決定並非本次上訴之標的。其法律爭點為:對於保護期間已經屆滿之新型專利是否會阻

礙其權利人就該產品之設計主張享有營業外觀之保護，巡迴上訴法院之間見解不一，因此美國 高法院才受理本案。 

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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營業外觀保護，就必須負擔舉證責任證明該特徵不是功能性的14。 

就此問題，歐盟商標規則第 7條第 1項 e款 2目規定包括純粹由下列形狀組

成之商標：1.商品本身性質所產生之形狀，或 2.獲得某技術結果所必要之商品

形狀，3.賦予商品相當價值（substantial value）之形狀，絕對不得註冊之事

由。歐洲法院 2010 年 9 月 14 日編號為 C-48/09 P 判決涉及樂高(Lego)於 1996

年 4 月 1 日向歐洲商標局申請註冊紅色立體磚塊(brick)形狀之商標，指定使用

於尼斯商品分類第 28 類之「遊戲器具及玩具」。歐洲商標局認定該商標已在歐盟

取得識別性，而且不是純粹由取得特定技術效果所必要的形狀組成，因此在 1999

年 10 月 19 日許可註冊。Mega Brands 在同年 10 月 21 日向歐洲商標局申請將該

商標宣告為無效，因為其違反前述規定，而且依據該規則第 7條第 3項此等絕對

不得註冊事由，無法經由使用而克服。歐洲商標局評定部門於 2004 年 7 月 30

日宣告該商標為無效，因為其純粹由取得特定技術效果所必要的形狀組成。樂高

向該局擴大申訴委員會提出申覆，但被駁回，理由是：1.即便系爭標示因為使用

而取得識別性，仍無法使得該商標成為「非功能性」。2.該標示雖然附加無關緊

要的隨意顏色要素，也無法改變其不得註冊之命運。3.雖然系爭標示曾經或現在

仍是專利保護之標的事實本身不足以阻礙該標示獲得商標註冊，但這也改變不了

「先前專利就是專利揭示或主張之特徵為功能性幾乎不可否認的證據。」樂高磚

塊是由Harry Page發明的專利，自1940年代起就取得英國專利，而凸釘（bosses）

之高度及尺寸與磚塊高度之比例會影響其抓力（clutch power），如果比例太小，

磚塊會容易脫落，如果比例太大，獨自遊戲的兒童將不容易拆解磚塊。樂高磚塊

的所有特徵都在於實現特定技術功能，凸釘：其高度及尺寸在於提供（抓力），

其數量可決定附著之多樣性（fixing versatility）。側邊（sides）：與其他磚

塊的側邊形成牆面。空心裙（hallow skirt）：與其他凸釘連結，達到固著之效

果。整體形狀：建築之磚塊形狀；兒童可以掌握之大小。歐洲初審法院（General 

Court）支持此項見解判 Lego 敗訴，Lego 再向歐洲法院提起上訴，歐洲法院仍

然判決樂高敗訴。 

歐洲法院表示，依據歐洲法院確定的判例法，商標法是歐洲競爭體系中重要

                                                       
14 何謂功能性特徵之意義？ 高法院曾經表示過：一般而言，一項產品的特徵如果是其使用或目的所必要（essential to the 

use or purpose of the article），或影響該產品的成本或品質，就具有功能性，而不能成為商標。進一步言之，若專屬使

用一項產品特徵，會使其他競爭者處於與商譽無關的重大不利益（non-reputation related disadvantages），該項特徵就是

功能性。第六巡迴上訴法院似乎認為「系爭產品外觀是否是競爭上所必要(competitive necessity)是功能性的判準」，然

而這不是正確的定義。如同 Qualitex 一案所言，一項產品的特徵如果是其使用或目的所必要，或影響該產品的成本或

品質，也是可以具有功能性。在美學功能性的情形，是可以探究「與商譽無關的重大不利益」。當設計是功能性時，

則不需進一步考慮其是否為競爭上所必要的。本案雙彈簧除了告知消費者其是由 MDI 所製造，是用來抵抗風力的特殊

及實用設計，因此是具有功能性。既然具有功能性，就不需探究該項設計是否取得衍生意義。也沒有必要去猜測有無

其他設計的可能性。藍能法不會因為有人投資在教育消費者將特定功能特徵與單一的銷售者或製造者聯想，就保護功

能性設計中所包含的營業外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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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成分。在該體系中，每個企業都必須能夠將其商標註冊而與不同來源之商品或

服務相區別（第 38 段）。Lego 磚塊因為使用而取得識別性，可以將其商品與他

人區別，對此無庸置疑（第 40 段）。然而，樂高磚塊仍然不得註冊為商標。在解

釋商標規則第 7 條第 1 項時，必須以其中考慮的公共利益為標準。而第 e 款 2

目所考慮的公共利益是， 防止商標法授予事業對產品的技術方案（technical 

solution）或功能特質（functional characteristics）享有獨占權（第 43 段）。

詳言之，該項規定是在平衡有助於建立健康與公平競爭體系的兩項因素，第一，

確保事業不會使用商標法對技術方案之排他權取得永久的保護（第 45 段）。此項

考慮不僅適用於歐洲商標規則，同樣也適用於歐洲設計規則（第 46 段）。因此，

為達成技術效果所必要的商品形狀即使因為使用而具有識別性，仍然不得註冊為

商標（第 47 段）。第二，任何商品的形狀都帶有一定程度的功能性，因此不適合

僅僅因為其具有功能特徵就拒絕其商標註冊，故限定「純粹」是取得技術效果所

「必要」的商品形狀才不得註冊。而其全部關鍵特徵是由技術方案所決定的立體

標示中所帶有無關緊要的隨意要素（arbitrary elements），並無法改變該標示

是純粹由為取得技術效果所必要的商品形狀組成之結論。反之，如果系爭標示帶

有重大的非功能要素（例如裝飾或想像的要素）而該要素在該標示的形狀上扮演

重要角色，則該標示可以被註冊為商標（第 52 段）。「必要」並不要求系爭形狀

必須是取得該項技術成果唯一的方式（第 53 段）。誠然，有時候相同的技術成果

可以由不同的方案達成，因此可能有不同尺寸或設計的形狀也可以達成相同的技

術成果。然而，這不表示將系爭形狀註冊為商標對其他事業可採用的技術手段不

會有任何限制（第 55 段）。因為歐盟商標規則第 9條第 1 項規定商標所有人不僅

可以禁止其他事業使用相同的形狀，而且可以禁止使用類似的形狀，因此，相當

數量的其他形狀可能就無法被競爭業者所採用。尤其是在商標人將各種純粹功能

形狀同時註冊為商標時，其他事業將完全不得製造或行銷帶有某種特定技術功能

的商品（第 57 段）。 

 

3.關鍵智慧財產權成為超級權利 

在數位技術促成的網際網路時代，智慧財產權標的物的邊際重製成本低或甚

至為零，使用不會耗損（no wear and tear）、無遠弗屆，不限時間、場地、次

數，因此可以創造無限財富（Bill Gates 因為智慧財產權而多年為全球首富)。

強而有力遊說團體與權利集體管理團體不斷鼓吹保護智慧財產權人，導致智慧財

產權持續擴張，TRIPS 協定進一步提供智慧財產權涵蓋面甚廣的跨國保護，WTO

爭端解決機制逐漸壓縮會員作不同解釋與適用的空間; 智慧財產權輸出國不斷

鼓吹新的國際條約或經由雙邊自由貿易協定引進更多的保護，世界智慧財產權組

織亦接續推出新的保護條約15。此外，違反智慧財產權法多半伴隨刑事處罰(我國

僅侵害發明專利被專利法除罪化)，對人民之自由形成極大之限制。在數位匯流

                                                       

15 如 WIPO1994 年之 WCT 及 WPPT 條約，以及 ACTA 協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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強調服務「無所不在」(ubiquitous)、多網合一的時代，智慧財產權更是產業是

否能順利發展的關鍵因素16。終於，關鍵智慧財產權成為一種超級權利，在網路

效應(network effects)加持下產生限制競爭之效果。 

4.與競爭法關係密切 

（1）不得以不正競爭防止法重複保護智慧財產之標的物 

智慧財產權的發展與競爭法關係密切，其中制度有許多衍生自不正競爭防止

法，例如商標法中的欺罔(passing off)、減損(dilution)。然而，智慧財產在

窮盡智慧財產權法保護之後，可不可再透過不正競爭防止法對該智慧財產標的物

尋求保護？向來頗有爭論。中國大陸鄭成思教授接受其全國人大法工委會委託主

持起草大陸民法典知識產權篇，於 2002 年 12 月會提出的民法草案專家建議稿第

3 條採取肯定見解：「上一條所稱知識產權，已經享有本篇專章及單行法專門保

護的，並不影響其享有反不正當競爭的附加保護。」 

然而，智慧財產權是以排他權對他人之營業或模仿自由構成限制(產權法)，

而不正競爭法則不是以產權而是以行為規範保護競爭對手、市場參與者（例如消

費者）及大眾的營業或模仿自由（行為法），智慧財產在享受智慧財產權法保護

完畢之後，只有在「特殊附帶情況下」（besondere Begleitungsumstände）才會

使得原本無害的模仿(抄襲)行為例外具備不正當性17，用德國不正競爭防止法第

4 條第 9 款的規定來說，就是對買受人造成原本可以避免的欺罔（vermeidbare 

Täuschung）、不當利用或損害被仿製商品之商譽或以不正方法取得仿製所需的資

訊。 

美國最高法院在 1964 年 Sears, Roebuck & Co., Petitioner, v. Stiffel 

Company 判決對抄襲自由有極為精闢的闡述18：因為聯邦專利法的緣故，邦政府

不得禁止抄襲（copying）未受到專利或著作權保護之商品本身，或要求為此種

抄襲之行為支付損害賠償；原告所銷售的立燈（pole lamp）既沒有受到機械專

利或設計專利的保護，被告就有權抄襲原告的設計而銷售與該立燈幾乎相同

（almost identical）的燈具。在美國制定憲法之前，各邦依據特別法（special 

act）或一般法（general statute）授與專利權，但是在憲法規定由聯邦制定專

利法之後，就如同 Madison 在「聯邦論」（The Federalist）第 43 期所言：各州

不能再另外針對專利或著作權制定規定19。英國 1623 年獨占法（The Statute of 

Monopolies）原則上禁止任何獨占，但是第 6 條例外允許授予發明人 14 年專利，

                                                       

16 行政院於 2010 年 12 月審議通過的數位匯流發展方案，在健全視訊內容管理上，將推動數位內容授權及保護相關辦

理措施，包括：(1)建立數位內容的商業授權機制；(2)健全數位內容授權法制。其實就是意識到智慧財產權對於數位匯流

產業發展的重要性，所以才要「檢討並調整現行著作權法相關規範」。 

17 Harte/Henning/Sambuc, UWG (2. Aufl., 2009), Einl. F. Rdnr. 194, 203. 
18 376 US 225. 
19 376 US 2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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惟不得違反法律、以提高國內商品價格的方式有害國家（mischievous）、傷害貿

易或對一般大眾造成不便（generally inconvenient）20。未獲得專利或專利期

間已屆滿之物品，就屬於公共領域，任何人都可以加以製造銷售，這是在聯邦專

利法制度之下的權利。至於系爭產品是來自於原告以及是經由原告的行銷獲得消

費者青睞，也不會對於以上判斷產生任何影響。「分享一個不受專利或商標保護

之物品上所表彰的商譽，是每個人權利之行使，而此權利得以自由行使與消費大

眾的重大利益息息相關21」。被告抄襲原告的燈具，使得二者看起來完全一樣，當

然這會產生關於誰是製造者的「混淆」。但是僅僅是因為一般大眾無法區別此兩

件相同的物品，是不足以得出對專利法所允許的抄襲行為頒佈禁制令或要求損害

賠償的結論。當然各州得依情況要求廠商採取標示或其他防範措施，以防止消費

者對其來源為何被誤導22。 

德國聯邦最高法院採取類似見解。在解釋是否可依據德國商標法第 2條規定

（依據本法對商標、營業標示、地理標示之保護，並不排除適用其他規定保護之），

引用不正競爭防止法的一般條款取締不當榨取他人知名商標營業商譽之行為時，

德國聯邦最高法院表示，商標法對此已有極為詳盡的規範，具有「區別功能」

（Begrenzungsfunktion），因此不可以再引用不正競爭防止法，只有「商標法失

靈（versagt）」時才可以，而所謂失靈不是指因為欠缺商標法之構成要件而無法

發生法律效果，而是指商標法對特定的利益衝突完全欠缺規範時23。 

（2）與反托拉斯法互補 

另一方面，智慧財產權法與競爭法會在反壟斷（托拉斯或限制市場競爭）上

發生緊張關係，以往認為前者不受後者之管轄24，現在的通說則是採互補理論

(theory of complementarity) ，認為二法處於互補的關係，均是透過保障自由

競爭而提高經濟效率及消費者福利25。詳言之，智慧財產權法促進動態競爭及效

率（亦即創新、發展新的未知產品），因此是以促進替代競爭（competition by 

substitution）為目的，而競爭法促進靜態競爭及效率（亦即分配效率、既有資

源最經濟的使用與價格競爭），是以促進模仿競爭（competition by imitation）

為目標，二者互補。其次，當智慧財產權利人或該權利本身阻礙或排除替代性競

                                                       
20 376 US 230. 
21 376 US 231. 其原文為:Sharing in the goodwill of an article unprotected by patent or trademark is 

the exercise of a right possessed by all, -and in the free exercise of which the consuming public is 

deeply interested. 
22 376 US 232. 
23 Harte/Henning/Sambuc, UWG (2.Aufl., 2009), Einl. F. Rdnr. 201. 
24 Joseph Drexl, Is there a ‘more economic approach’ to intellectual property and competition law? in Drexl (ed.), Research 

handbook on Intellectual Property and Competition Law, 2009, 35. 
25 US Department of Justice/Federal Trade Commission, Antitrust Enforcement and Intellectual Property Rights: Promoting 

Innovation and Competition, 2007, p.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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爭，或智慧財產權以外的市場因素排除替代性競爭時26，需要競爭法出面限制智

慧財產權的行使，以維護模仿競爭。最後，比起事後依據競爭法介入，事前競爭

導向的智慧財產權法立法更能有效保護競爭，因此也可以在智慧財產權法直接增

加競爭法的考慮、以競爭為導向，防止智慧財產權法系統失靈27。 

 

4. 不是民法第 184 條第 2 項所稱保護他人之法律 

依據民法第 184 條第 2 項規定（：「違反保護他人之法律者，致生損害於他

人者，負賠償責任。但能證明其行為無過失者，不在此限。」），違反保護他人之

法律者原則上負擔推定過失之損害賠償責任，然而智慧財產權法是否為民法第

184 條第 2 項所稱「保護他人之法律」，不無商榷之處。最高法院歷年來判決採

取肯定見解，例如 96 年度台上字第 2787 號認定：「專利法係為鼓勵、保護、利

用發明與創作，以促進產業發展而制訂（專利法第 1 條參照），自屬保護他人之

法律，如有侵害專利權者，致專利權人受有損害，依民法第 184 條第 2項規定，

除證明其行為無過失外，即應負賠償責任。」98 年度台上字第 865 號民事判決

表示：「專利法第 106 條第 1 項規定，旨在保障專利權人之獨占排他權，倘未經

專利權人之同意而製造專利權之物品，即難謂其未違反保護他人之法律，依民法

第 184 條第 2 項之規定，即應推定其有過失」。此種見解足以使得凡是違反智慧

財產權法的侵權行為人均一律負擔推定過失責任。 

然而誠如智慧財產法院 98 年度民專上易字第 18 號所言28：「民法第 184 條

第 2 項乃一獨立之侵權行為類型，並非單純舉證責任分配之規定。所稱保護他

人之法律，其目的係保護個人或特定範圍之人，即防止危害他人權益或禁止侵害

他人權益之法律，以是否保護個人權益為判斷標準，此個人權益之保護固得與一

般公益併存，如專以維護國家公益或社會秩序之法律則不屬之（最高法院 77 年

度臺上字第 1582 號、84 年度臺上字第 1142 號民事判決）。我國侵權行為法規

範體系係以過失責任主義為原則，以行為人有故意或過失為其主觀要件。廣義言

之，所有法律均屬保護他人之法律，倘僅以行為人違反某一法律規定，逕自援引

民法第 184 條第 2 項規定請求損害賠償，以卸免其主觀要件之舉證責任，將使

侵權行為法全面轉化為無過失主義，則本條第 1項即無存在之實益，是以本條第

2 項之侵權行為類型有其特殊性，其適用不應過於寬泛。故實務上承認得以適用

本條第 2 項規定者，除以保護個人權益為目的外，皆為該法律對行為人課以特

定之行為義務」，智慧財產權法的本質不是以保護個人權益為最終目的，而是以

保護個人為手段，促進「公共部門與私部門資源交換與相互增益」才是終極目的，

而且並未對行為人課以特定之行為義務，所以不應該是民法第 184 條第 2項所稱

保護他人之法律。更何況，如此與公共利益密切相關的重大當為命題，並不適合

                                                       

26 Drexl, Is there a ‘more economic approach’ to intellectual property and competition law? , 47. 
27 Drexl, Is there a ‘more economic approach’ to intellectual property and competition law?, 53. 
28 本案法官為陳國成、曾啟謀、蔡惠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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透過解釋而創設，還是應該交由立法者作有意識的法價值判斷較為妥適29。 

 

（四）與民法之關係 

中國大陸智慧財產權法學者劉春田教授極為堅定的主張：「知識產權法是民

法的組成部分，是民事普通法，不是民事特別法…民法的主體、客體、權利內容、

法律行為、代理、時效、法律責任、訴訟程序等一系列制度，都順理成章地適用

於知識產權30。」或許在中國大陸強調知識產權法是民法的組成部分、民事普通

法、不是民事特別法，是有其政治上的特殊考慮，也就是如此才能排除公權力機

關小則對於智慧財產權的過當(亦即不符合其制度理性)干預、大則「一切權利均

來自政府」的錯誤心態。但是就智慧財產權法之本質而論，其與民法是有根本的

不同。 

1.本質不同，不能當然引用 

    民法主要是由私法自治(契約自由)、過失原則及交易習慣為平等之私人所建

立起的法律秩序，雖然民法體系為因應社會經濟的變化而不斷演進、具有開放性

與成長性，但是基本上「未涉入資源分配問題」31，並不處理法律政策問題，而

以穩定社會既有（現有）秩序為目標。 

相較之下，智慧財產權具有強烈的公私利益平衡的考量，是政策取向的結果，

為最有效達成「促進公共部門與私部門之間交換與相互增益」之最高目的，昨是

今非，今非昨是，亦無不可。其次，民法權利之行使不會對他人之創新有何影響，

例如有體物之權利人拒絕授權他人使用其財產標的物（即便是港口、鐵路等瓶頸

設施），對於創新的層次不會有任何影響，但是智慧財產權權利人拒絕授權他人

使用其標的物，或以智慧財產權取締他人的仿效或競爭的行為，會影響再發明或

後續創新
32
，所以對於創新經常會有重大影響

33
。因此民法與本文理解下之智慧財

產權法有本質的不同。 

再者，智慧財產權權利項目（內容）不能被當事人或法院創設，只能法定，

而且其內容必須是窮盡且封閉，否則對大眾之自由形成過大限制。而智慧財產權

                                                       
29 相關批評見謝銘洋，侵害專利權是否構成民法第 184 條第 2 項之違反保護他人之法律，月旦裁判時報，創刊號，2010，

頁 142（頁 135-143）。 
30 劉春田主編，知識產權法，北京大學出版社，2009 年第二版，頁 22-23。 

31 蘇永欽，尋找新民法，元照，2008 年，頁 16。 

32 Drexl, Is there a ‘more economic approach’ to intellectual property and competition law?, 49. 
33 Reto Hilty, Patent Enforcement in Liu/ Hilty (ed.), Patent Enforcement (forthcoming); Richard J. Gilbert and Alan J. 

Weinschel, Competition Policy for Intellectual Property: Balancing Competition and Reward, Issues in Competition Law & 

Policy. Ed. Wayne Dale Collins. American Bar Association Antitrust Section, 2006. Available at: 

http://works.bepress.com/richard_gilbert/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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權之例外及限制規定因為多涉及公共利益的維護，也不容許以契約「私人訂製」

而排除。因此，智慧財產權可以說採取比物權更嚴格的法定主義(numerus 

clausus，拉丁文，指「封閉的數字」（closed number）) 34，不當然能引用或類

推適用民法的規定。以下再舉數例詳加說明。 

 

（1）人格權 

民法人格權，以保護個人為唯一目的，身為人就當然享有，並且具有開放性，

有成長的可能，其內容與外沿持續擴張，才能因應變化不羈的社會需求。但是，

智慧財產權法是否在財產以外賦予其權利人精神權利、其可處分性與可繼承性該

如何設計35，則是需要費心斟酌，因為必須在智慧財產權之使用（包括契約授權

下之商業使用與一般大眾的合理使用）及權利人之主觀感受之間找到平衡，所以

並不是當然、普遍的人格命題，而且是具體化在特定標的物之上，與渾然一體的

人格不同，無法當然準用，否則可能妨礙智慧財產權基本目的的實現。 

以著作權法為例，固然德國作權法第 11 條第 1 句規定「著作權保護著作人

與其著作之精神與人格利益，並保護其利用該著作」，但是其目的是在強調著作

權的精神及財產利益構成不可分割的整體（單元論），「著作權保護著作人與其著

作之精神與人格利益」是著作權法的一項原則，在解釋適用著作權法時應該加以

遵守36，但是亦無法從之推導出現行規定之各種狹義與廣義著作人格權以外任何

新的、具體的著作人格權。以我國而論，僅著作權法有使用著作人格權之用語，

而且只是規定三種具體的著作人格權，並不是普遍、一般的著作人格權。再論專

利法，我國專利法僅承認發明人之姓名表示權（第 7 條第 4 項），而且並未使用

發明人之人格權的用語，商標法則是連姓名表示權都沒有提及。因此，類似「著

作人格權顧名思義，也是人格權的一種」，或「著作人格權應肯定其屬民法上規

定的一般人格權一種」的見解，是引人錯誤的。縱使認為在智慧財產權有未規定

之處，民法有關人格權之規定仍有補充適用的餘地
37
，仍是有可以商榷的空間。 

 

(2) 智慧財產權不是物權或準物權 

                                                       
34 中國大陸著作權法第 10 條第 1 款第 17 目將著作權採開放式之規定，還包括未明確規定其內容之「其他權利」，雖然   

實務並未見到上「其他權利」被承認的例子，但是做為立法例，有欠妥當。 

35 著作因為完成而脫離著作人，每件著作之著作人格權是可以獨立於與著作人無法脫離的一般人格權之外，而單       

獨且個別存在。就此單獨存在之著作人格權加以處分（例如轉讓或放棄），並無損於一般人格權本體之完整。著作人

格權以保護著作人之精神利益為目的，此目的並不會在著作人死後立即消失，故德國及法國著作權法制均承認著作人

格權之可繼承性，不過繼承人行使著作人格權時應受著作人意思之拘束。詳細討論見劉孔中，智慧財產權法制的關鍵

革新，頁 67-70。 
36 Loewenheim in Schricker/Loewenheim, Urheberrecht 4. Aufl. 2010, § 11 Rdnr. 1, 4. 

37 謝銘洋，智慧財產權之概念與法律體系，收於氏著智慧財產權之基礎理論，2004 年，頁 22-23；智慧財產權法，2008

年，頁 53-54。蔡明誠未見有相關討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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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雖然民法學者向來將智慧財產權認為屬不因物之占有而成立的財產權一種38，

但是智慧財產權並不是民法上的物權或準物權，而是一種特殊的權利，因此不適

用民法物權或準物權的規定，亦不得準用民法時效取得、善意取得及準占有規定
39。詳言之，民法時效取得規定是為了保護長期所生關係與社會穩定，善意取得

規定是為了保護動的交易安全，均以占有實體物為先決條件。相對的，智慧財產

權無體，無法實體占有，權利內容是禁止他人使用一定範圍之排他權，與民法物

權的實體支配權不同40；即便有體現著作之著作物、表現專利特徵的專利產品或

使用商標之商品，但是所能夠占有的是該等標的物，而非智慧財產權本身。既然

無法對智慧財產權占有，時效取得、善意取得與制度就無法適用於智慧財產權41。

此外，智慧財產權法有自己維護交易安全的公示制度，例如商標以及專利之註冊

及公告，而著作因為數量多如繁星(想想光是社交網站上的著作)而無公示制度，

則交易安全就成為極其次要的考量，不應準用民法時效取得與善意取得制度(包

括準占有)。 

 

（3）損害賠償額之計算不同 

民事損害賠償的方法是以回復原狀為原則（民法 213 條），而民事損害賠償

的範圍應以填補債權人所受損害及所失利益為限（民法第 216 條）。然而，侵害

智慧財產權之損害賠償是否就應該以回復原狀為原則？這是需要作法律政策思

辯後才能決定的，因為就事實面言，智慧財產權之損害與賠償有其特性：損害不

易計算，因此賠償也不易計算，如何恢復原狀42？就政策面而言，若只是恢復原

狀，對於國際上常見的惡意且大規模之侵權行為（仿冒、盜版）如何產生遏阻效

果？將其獲利全部作為損害賠償之範圍、甚至科以懲罰性賠償是否更為有效？ 

我國計算侵害智慧財產權之損害賠償的方法有五種，第一種是依民法第 216

條之規定（專利法第 85 條第 1 項、商標法第 71 條第 1 項及著作權法第 88 條第

2 項）。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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種計算侵害

智慧財產權之損害賠償的方法只是不假思索引用民法第 216 條，無視智慧財產權

的無體性質使得其損害賠償之計算與民法第 216 條的原則有很大的不同。民法第

                                                       
38 王澤鑑，民法物權，第二冊，用益物權，占有，2001 年，頁 392;謝在全，民法物權論(上冊)，2004 年，頁 634。 

39 民法第 966 條的準占有規定為:財產權，不因物之占有而成立者，行使其財產權之人，為準占有人(第 1 項)。本章(即

民法物權篇第 10 章)關於占有之規定，於前項準占有準用之(第 2 項)。 
40 鄭中人，智慧財產權導讀，第 3 版，2009 年，頁 13-14。 

41
 謝銘洋對此議題有極為詳盡及精彩的討論，見氏著智慧財產權法，頁 43-51。蔡明誠未見有相關討論。 

42 專利權係屬無體財產權之一種，並無形體可言，且專利權受侵害時，通常造成之損害多為專利權人應獲得之利益未

獲得(所失之利益)，因而甚難想像專利權被侵害時，如何得以回復原狀之方式填補專利權人之損害。基此，有學者認本

於專利權之特殊性，專利權損害賠償之方法自以金錢賠償為原則。參見，楊崇森，「專利法理論與應用」，2003 年 7 月，

頁 4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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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6 條所稱所受損害應該是指債權人現有財產狀態因為侵權行為而淨減少，而所

稱所失利益則應該是指債權人的財產狀態因為侵權行為而無法淨增加。舉例而言，

計程車司機營業中被他人酒後駕車撞擊，其車輛價值因為車禍而減少(即現有財

產狀態淨減少)，是所受損害；因為車輛必須送修而停業一週，而無法取得的營

業收入，則是所失利益（現有財產狀態無法淨增加）。但是智慧財產權沒有形體，

若被他人侵害，其權利完好如初，根本不發生所謂所受損害，而只有所失利益可

言，也就是應該收入而沒有收入的銷售金額（仿冒品造成真品銷售的減少）或權

利金。我國智慧財產權法的損害賠償規定大概都隱約知道不會發生所謂所受損害，

所以又一律錯誤地以「利益差額」「為所受損害」。其實，「利益差額」就是所失

利益43。 

智慧財產權法勢必需要與民法不同的損害賠償方法。因此，我國第二種計算

智慧財產權之損害賠償的方法是依侵害人因侵害行為所得之利益。於侵害人不能

就其成本或必要費用舉證時，以銷售該項物品全部收入為所得利益。對此專利(專

利法第 85 條第 1項第 2款)、商標（商標法第 71 條第 1項第 2款）、著作（著作

權法第88條第 1項第 2款）、植物種苗（植物品種及種苗法41條第 1項第 2款）、

積體電路電路布局保護（積體電路電路布局保護法第 30 條第 1、2 款) 法均有相

同規定。第三種是以相當於授權金之金額計算損害（商標法第 71 條第 1 項第 4

款）。 

第四種就是所謂法定損害賠償額，但是各法規定的方式不一致(商標法第 71

條第1項第3款規定侵害商標商品之零售單價1500倍以下，但查獲商品超過1500

倍時，又改以「其總價訂賠償額」。著作權法第 88 條第 2項規定法院依侵害情節，

在新臺幣一萬元以上一百萬元以下酌定賠償額);法院有無酌減或酌增權規定亦

不同（商標法 71 條第 2項承認酌減、著作權法第 88 條第 2項承認酌增）44。 

第五種計算智慧財產權之損害賠償的方法是酌定損害額以上之賠償，專利法

第 85 條第 3 項規定依前二項規定，侵害行為如屬故意，法院得依侵害情節，酌

定損害額以上之賠償。但不得超過損害額之三倍。 

 

2. 智財法典不應整合於民法 

    雖然依據蘇永欽教授「物權自由化後的民法新體例」構想，智慧財產權法似

乎可以全部編入民法成為其中一篇，除了法定主義之通則規定，還包括「專利、

                                                       
43 汪渡村，專利侵權損害計算標準之研究—以所失利益為中心，銘傳大學法學論叢，第 2 期，2004，頁 152-53。 
44 中國大陸算侵害智慧財產權之損害賠償的方法也有 4 種，但是並未提及民法的損害賠償方法第一種是侵權人在侵權

期間因侵權所獲得的利益，第二種是被侵權人在被侵權期間因被侵權所受到的損失。當侵權人因侵權所得利益或被侵

權人因被侵權所受損失難以確定時，第三種是由人民法院根據侵權行為的情節判決給予 50 萬元以下的賠償（見商標

法第 56 條、著作權法第 48 條），第四種是參照該許可使用費的倍數合理確定（專利法第 60 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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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標、著作、積體電路佈局、營業秘密45」，而且就各國立法而言，確實有蘇聯將

智慧財產權法全部納入其民法第四篇之例。但是智慧財產權法有本質之不同，已

如上述，所以不應該整合於民法之中。此外，「大民法主義」將民法作無限制擴

張，可納入商事法、競爭法、消保法等法律，其結果是破壞民法的體系，並忽略

其他法律的特殊性。 

然而，中國大陸有學者主張「知識產權制度雖不平行移植入民法典，但在民

法典中做出一般規定依然是必要的…這裡所規定的一般性條款，應是從各項知識

產權制度抽象出來且共同適用的。此外，本章的一般規則應著力描述此類制度與

其他財產權制度的不同之處46」。而鄭成思教授接提出的民法草案專家建議稿（共

6章，84 條，其中第一章一般規定有 22 條）47，也僅「規定了知識產權的保護範

圍，同時又沒有將『知識產權』按照原計畫作為專篇列入民法中」48。不過，在

民法典中強調智慧財產權與民法不同之處似乎多此一舉，並無必要，最多只是智

慧財產法典化之前的一種過渡做法。智慧財產權法學未來的努力方向應該是將各

種智慧財產權法匯編為單獨而完整的智慧財產法典，其中包括歸納出智慧財產權

                                                       
45 蘇永欽，尋找新民法，頁 244。 
46 吳漢東，論財產權體系－兼論民法典中的”財產權總則”，中國法學，2005 年 2 期，頁 73-83 (頁 83)。 

47 以下摘錄其中與本文討論相關的部分。第 1條：知識產權是私權。第 2條 ：知識產權應包括就下列各項內容所享有

的權利：(1)文字、藝術、科學作品及其傳播；(2)商標及其他有關商業標識；(3)專利；(4)集成電路布圖設計；(5)

商業秘密；(6)傳統知識；(7)生物多樣化（另一方案：將(6)、(7)另外專寫於本章末）；(8)其他智力創作成果。第 3

條：上一條所稱知識產權，已經享有本篇專章及單行法專門保護的，並不影響其享有反不正當競爭的附加保護。第 4

條：知識產權是專有權，或稱對世權。第 5條：知識產權的客體表現為一定的信息，一般不能作為占有的標的，故不

適用與占有相關的制度，如取得時效制度等。第 6 條：知識產權的許可或轉讓，除法律或合同另有規定外，不意味著

相關信息的有體介質（載體）的轉移；相關信息的載體的出租、出售及其他轉移，除法律或合同另有規定外，也不意

味著知識產權的許可或轉讓。第 7 條：知識產權不屬於夫妻共同財產（第 1項）。當事人另有協議的，協議涉及財產

權的部分，從協議。在婚姻存續期間，知識產權的收益屬於夫妻共同財產。當事人另有協議的除外(第 2項)。第 8 條：

從事智力創作，不得侵害他人的在先權利。第 9條：正在實施或者即將實施的侵犯知識產權的行為，應予制止，並可

根據情況要求行為實施人承擔交出、銷毀或封存侵權物品的責任。行為實施人不能證明沒有過錯的，還應當承擔賠償

責任。第 12 條：知識產權的獨占被許可人有權獨立地對侵害知識產權的行為起訴、請求賠償及請求其他法律救濟。

第 14 條：在共同侵害知識產權糾紛中，如果難以直接追究主侵權人的責任，被侵權人可以向法院請求直接追究協助

侵權人或者替代侵權人的責任，而不論是否將主侵權人作為被告。第 15 條 知識產權糾紛中的協助侵權人，只負過

錯責任。第 20 條：在知識產權保護上，應依照中國與相對國家或地區共同參加或締結的條約，為相對國家或地區的

國民或居民，提供國民待遇及 惠國待遇。第 21 條：知識產權的保護與權利行使，目的應在於促進技術的革新、知

識的創新、技術的轉讓與知識的傳播，以有利於社會及經濟的方式去促進技術及其他知識成果的創作者與使用者互利，

並促進權利與義務的平衡。第 22 條：知識產權的權利持有人不得濫用權利，尤其不得藉助知識產權在轉讓中實施不

合理的限制貿易行為。鄭成思，知識產權論，法律出版社，2007 年第 3 版，頁 58-60。 
48 這對鄭成思教授而言「是一個十分令人滿意的選擇」，顯然鄭教授認為可以而且只需將知識產權保護範圍的一般規

定編入民法典中。 



17 
 

共通原則的總則篇，以及各種智慧財產權的分則篇（詳見下文五）。 

 

三、 智慧財產權相同之處─應然面 

基於前述對於智慧財產法目的功能的理解，本文認為其彼此間應該具有下列

相同之處： 

(一） 封閉式的列舉權利 

智慧財產權利之效力雖然是排他，但權利項目（內容）是列舉而非概括，

而沒有民法第 765 條「所有人，於法令限制之範圍內，得自由使用、收益、處分

其所有物，並排除他人之干涉」的廣泛授權(empowerment)。其次，權利項目（內

容）的產生均是為解決新技術所創造出新的利用權該歸屬誰的問題，所以都是具

有技術的特定性或針對性。因此，著作必須依據立法時的技術加以認定，早先透

過廣播器材(使用衛星、無線電以及有線電纜，一點對不特定多點，單向傳送，

不計較誰接收到，甚至越多人收到越好，因為廣播業者是以收視聽率向贊助之廣

告主收費)的利用方式就是公開播送(中國大陸稱「廣播權」)，透過網際網路方

式(一點對一點，雙向傳送，計較誰接收到，否則會有侵害秘密通訊自由以及使

用服務卻不付費的問題)的利用方式就是公開傳輸（中國大陸稱「訊息網路傳播

權」），是公開播送就不會是公開傳輸，反之亦然49。 

                                                       
49 智慧財產局著作權審議及調解委員會在 98 年 10 月 16 日 98 年第 12 次會議做成下列決議:「一、著作權法（下稱本法） 

第 3 條第 1 項第 7 款「公開播送」定義中所稱「廣播」系統，探究立法本意，係參考民國(下同)64 年 12 月 26 日制定之

廣播電視法中有關廣播、電視播送行為之定義，而有線廣播電視法於 82 年 7 月 16 日制定，依該法第 2 條第 2 款規定有

線廣播電視系統現行定義，係指有線廣播電視之傳輸網路及包括纜線、微波、衛星地面接收等設備，又目前在廣播、通

訊傳播等技術匯流的情況下，對照本法第 3 條第 1 項第 10 款公開傳輸行為所稱「網路」，廣播系統在技術面既為一種

特殊功能之網路，智慧局過去專就「廣播」與「網路」文義就公開播送、公開傳輸所為函釋見解，宜隨科技之演進為適

當的調整，並與廣播電視、通訊網路等主管機關之見解相互合致。二、因此在受控制或處於適當管理下的網路系統內，

基於公眾收聽或收視為目的，使用網際網路通訊協定(IP Protocol)技術之多媒體服務，並按照事先安排之播放次序及時間

將著作內容向公眾傳達，使公眾僅得在該受管控的範圍內為單向、即時性的接收，此種著作利用行為，仍應屬本法所稱

以廣播系統傳送訊息之公開播送行為；至於其他提供互動式之多媒體服務，使公眾得於各自選定之時間或地點接收著作

內容之行為，或使用非屬利用人得控制播送範圍之網路向公眾傳達提供著作內容者，則屬公開傳輸行為。」從「網路」

二字切入從新作文字解釋，不值得贊同，因為其實質已經牽涉立法的範疇。至於在數位匯流之後是否仍應區分公開播送

與公開傳輸，學說上已有討論，見賴文智、王文君，數位匯流環境中公開播送及通開傳輸之整合，智慧財產權月刊第 127

期，2009 年，頁 104-128。(該文主張數位匯流牽涉廣播、網路、電視、電信等不同科技與設備之整合，進而影響著作的

利用形式。我國著作權法分別規定而字義上卻又相近的公開播送權與公開傳輸權，僅單純的以是否透過廣播系統或網路

來區別兩者，未能與時並進，且與國際公約以公開傳播此一上位概念作為規範之方式大相逕庭，尚可能因透過媒介不同

而造成是否該取得授權的差異，因此而增加業者競爭成本，甚至就表演人保護部份，恐有違反國際條約之問題。本文

後提出符合國際條約規範且對現行法規體系 小變動之整合建議:一、將透過網路同步播送之廣播、電視納入公開播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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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國法上有「間接侵權」（indirect infringement）的衍生責任（secondary 

liability），由普通法的原則普遍適用於智慧財產權法50。我國智慧財產權法並

沒有上述美國間接侵權之規定，在學理上可探討的是可否適用民法共同侵權之規

定，而得出類似美國間接侵權之推論？最高法院民事判決 98 年度台上字第 367

號曾提及「間接侵害」：「依民法第 184 條侵權行為成立要件，被上訴人健亞公司

生產 Vippar 藥品就其中構成要件而言，無侵害他人權利之行為、造成損害及因

果關係。是就上訴人主張系爭物品專利遭被上訴人健亞公司侵害，據此而為主張，

亦非有據。...末查，依民法第 184 條侵權行為成立要件，被上訴人健亞公司生

產 Vippar 藥品就其中構成要件而言，無侵害他人權利之行為、造成損害及因果

關係等情事，為原審所合法確定之事實，則被上訴人亦無間接侵害之情事」。然

而該判決嘎然而止，並未進一步說明何謂間接侵害。 

本文認為智慧財產權法其保護方式與普通財民法體系之不同，須嚴格遵守封

閉式權利法定主義，權利項目（內容）不能被創設，同樣的，是否侵害智慧財產

權也只能依據法律之明文規定。因此在智慧財產權法未規定之情況下，應不得適

用或準用民法規定創設現行智慧財產權法所無之間接侵權責任。至於智慧財產權

法未來是否應引進間接侵權責任，則屬另一件事。 

（二）開放式的權利限制 

    相對於智慧財產權利內容是封閉式的，其邏輯的反面就是智慧財產權以外有

極大的自由空間，一般大眾享有高度的自由，一直到該等自由被納入智慧財產權

的系統為止。其次，智慧財產權利內有許多例外及限制規定，因為在智慧財產權

保護期間內，社會大眾仍然有合理使用（fair use, fair dealing）其標的物之

必要，以滿足各種私人、教育、或商業目的（例如比較廣告等），而免於侵害智

慧財產權之責任，此即合理使用抗辯。不過，在法律解釋上向來有所謂例外規定

從嚴解釋之原則，此項「例外規定應從嚴解釋」原則並不適用於智慧財產權法，

而是應該從例外及限制規定之立法目的出發，決定其應有之範圍，並不是一概從

嚴解釋，換言之，合理使用抗辯應該是開放式觀念（open-ended），並具有控制

實現智慧財產權公益理念的樞紐地位。 

然而不容諱言，各國及國際智慧財產法對開放式的權利限制的認知不夠，以

著作權法為例，德國、英國並沒有開放式的權利限制條款，美國著作權法第 107

                                                                                                                                                           

之範圍。二、參酌國際條約對公眾提供權之規定限縮公開傳輸之定義，甚或直接以對公眾提供權取代公開傳輸之概念。

三、公開播送權關於表演人之保護採反面規定方式，不易理解保護之權力範圍，亦應修改(頁 126))。 
50 間接侵權責任包括輔助侵權責任（contributory infringement，指有意引誘或鼓勵他人直接侵權(intentionally inducing or 

encouraging direct infringement)）及代理侵權責任（or vicarious infringement，指因他人直接侵權而獲得利益，並且拒

絕行使其阻止或限制直接侵權行為的權利(profiting from direct infringement while declining to exercise the right to stop 

or limit it)），見 MGM v. Grokster, 545 U.S. 913 (20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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條規定目的在於給予使用人開放式自由合理使用之一般條款51，新加坡著作權法

第 35 條自 2005 年起也改採不限於特定目的之開放性合理使用條款52。其次，世

貿組織 TRIPS 協定不僅將伯恩公約第 9 條允許會員國得限制重製權（right of 

reproduction）時所要求之三步驟原則（three-step test，台灣智慧財產權法

至今並沒有三步驟原則的規定，中國大陸著作權法實施條例第 21 條採取「二步

驟原則」:不得影響該作品的正常使用，也不得不合理的損害）納入，並且將之

規定為該協定（因此是智慧財產權法）的一般原則，亦適用於商標、設計及專利

（TRIPS 協定第 13 項、17 項、26 條第 2 項、30 條），看起來對於會員智慧財產

權立法形成相當的限制，事實上 WTO 爭端解決機構也在 2000 年 3 月 17 日「加拿

大藥物專利保護調查報告」，從嚴解釋三步驟原則，認為：在某些特殊情形下

（certain special cases），允許他人以不抵觸著作之一般使用（normal 

exploitation of the work）以及未不合理限制著作人正當利益（unreasonably 

prejudice the legitimate interest）三步驟為累加條件，若違反其中之一，

對權利的限制就自動成為不合法；「於某些特殊情形下」僅允許數量及質量意義

上均狹窄並且充分定義清楚的限制；與權利人汲取經濟利益之方式有經濟競爭的

權利限制，一律視為與作品正常利用相衝突 。 

眼見嚴格適用的三步驟原則會限制會員制定智慧財產權例外規定的權限，而

不利於公共利益的實現，德國馬普智慧財產及競爭法研究所結合各國學者在

2008 年提出「平衡解釋著作權法三步驟原則宣言」（Declaration on a Balanced 

Interpretation of the Three-Step Test)，提出 6點主張：1.三步驟原則是不

可分割的整體，因此應該以全面評估將其作整體衡量。2.三步驟原則不要求對限

制與例外作狹隘解釋，應依其目標與目的解釋限制與例外。3.「於某些特殊情形

下」並不阻礙立法者規定開放式的、可合理預見(reasonably foreseeable)的限

制與例外，亦不阻礙法院盡可能在其法律體系內，將現有的限制與例外準用到類

似的情況、創造其它的限制或例外。4.例外或限制規定符合下列情形之一者，特

別是在合理補償已經獲得確保時，不會與作品正常利用相衝突：基於其他重要的

考量，或足以抗衡對競爭（尤其是次級市場）不合理之限制。5.適用三步驟原則

                                                       
51 我國著作權法則先是規定各種具體的合理使用條款，然後在第 65 條又將美國著作權法第 107

條逐字翻譯納入，因此在解釋上也是採取開放式的權利限制條款。台灣 高法院 91 年台上字第

873 號判決：「舊法有關著作財產權之限制（學理上所泛稱之合理使用）僅限於第 44 條至第 63

條規定之範圍，而第 65 條係為審酌著作之利用是否合於第 44 條至第 63 條規定所訂定之判斷標

準。惟著作權利用之態樣日趨複雜，舊法第 44 條至第 63 條規定之合理使用範圍已顯僵化，無

足肆應實際上之需要，為擴大合理使用之範圍，新法（87 年修正公布）將本條修正為概括性之

規定，即使未符合第 44 條至第 63 條之規定，但如其利用之程度與第 44 條至第 63 條規定之情

形相類似或甚至更低，而以本條所定標準審酌亦屬合理者，則仍屬合理使用。」。中國大陸則

沒有開放式的權利限制條款。 

52 見 Ng-loy wee loon, Law of Intellectual Property of Singapore, revised edition, 2009, [11.3.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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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應考慮原始及後續權利人的利益。 6.應以尊重第三人下列利益之方式解釋三

步驟原則：人權與基本自由所衍生的利益，特別是次級市場競爭的利益，以及其

他公共利益，尤其是科學進步及文化、社會及經濟發展 。 

本文同意上述宣言，認為在解釋上不可以採取文義解釋，而將「三步驟」當

成累加性的三個構成要件，否則各會員能夠基於公共利益而限制著作人重製權的

空間會受到嚴重限縮。其實，三步驟原則可以稱為「三不原則」：不可以是全面

的限制智慧財產權、不可以抵觸智慧財產權之一般使用以及不可以不合理限制智

慧財產權人正當利益。比較合理的解釋應該是將此「三步驟」或「三不」當作是

疊句，而不是不同的三個要件，而其核心意旨就是：是可以限制智慧財產權，但

是不可以過度，必須符合比例原則。 

(三) 應保障實際從事創作人分配到其創作之經濟果實 

智慧財產權法的制度目的以及正當性都是建立在實際從事創作人能夠分配

到其創作之經濟果實的前提上。如果智慧財產權法不斷擴張的結果卻是使得仲介

性質的第三人得利，而無助於改善從事創作人的處境(例如李泰祥膾炙人口的「橄

欖樹」、「走在雨中」等歌曲版權都被唱片公司買斷，拿不到版稅。林強的「向前

行」亦復如此)，則智慧財產權法的社會支持會蕩然無存53。因此，智慧財產權法

應保障實際從事創作人分配到其創作之經濟果實。以下以此觀點檢討現行法對著

作人及發明人的保障(至於商標的價值幾乎都是透過使用而來，所以使用商標所

得之經濟果實應該只由其實際使用人享用，與商標的設計者無關，故不在此討

論)。 

1. 發明人
54
 

   我國專利法第 9條明文規定雇用人與受雇人間所訂契約，使受雇人不得享受

其發明、新型或新式樣之權益者，無效55，專利法第 7 條第 1 項規定受雇人於職

                                                       
53 著作相關企業及著作人間利益之對立達荒唐之地步。絕大部分的著作人在一開始就以一筆代價將其權利處分給企業，

Milton 失樂園每版 5 英鎊，一直到唱片、無線廣播導致對音樂的大量使用，才有大規模給付著作人（經由集體管理團

體）權利金。因此有些自由派經濟學者嘲弄著作權之理想與殘酷的利用現實嚴重失衡，因而主張嚴格限制著作權之保

護期間為 5-10 年，與專利成比例。 

54 英國、荷蘭、法國、義大利、奧地利、葡萄牙、西班牙以及匈牙利等國皆在專利法中規定有受雇人發明制度；有規定

於民法僱傭契約者，例如瑞士；亦有制定特別法者，例如德國、丹麥、芬蘭、挪威、瑞典與波蘭。而歐洲專利公約對

於受雇人發明在第 60 條規定)歐洲專利申請權，應歸屬於發明人或其權利繼受人。如果發明人是受雇人，則專利申請權

之歸屬，應依據受雇人之主要雇用國之法律認定之；若無法確定主要雇用國時，依雇用人所屬企業之所在國法律。見

劉憶成，歐洲重要國家受雇人發明法，科技法律透析，第 18 卷第 08 期，2006 年 8 月，頁 7-11。 

55故依專利法第 9 規定，僱傭當事人所定契約，使受雇人不得享有非職務發明之權益者，「凡有利用到受雇人資源或經

驗之非職務發明，均歸屬雇用人」、「雇用人得無償實施非職務發明」等，均屬無效。相較於專利法第 9 條規定，專利

法第 7 條對於當雇用人與受雇人關於職務上發明如約定排除受雇人應得之適當報酬效果如何，卻付之闕如，參照李素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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務上(於僱傭關係中)所完成之發明、新型或新式樣，其專利申請權及專利權屬於

雇用人，雇用人應支付受雇人適當之報酬。但契約另有約定者，從其約定。令人

擔憂的是，雇用人與受雇人之約定可否排除雇用人應支付受雇人適當之報酬？對

此雖然有學者認專利法第7條第1項係強制規定，若僱用人經由由與受雇人約定，

而免除其支付適當報酬者，應屬無效56，但是這恐與本條的明文規定有所抵觸。

其次，同條第 2項規定一方出資聘請他人從事研究開發者，其專利申請權及專利

權之歸屬依雙方契約約定；契約未約定者，屬於發明人或創作人。但出資人得實

施其發明、新型或新式樣。在解釋上有問題的是，出資人實施發明、新型或新式

樣是否應另外支付發明人或創作人費用？ 

以上所述種種，突顯出實際發明人在雇傭及其他契約關係中可能無法獲得其

發明之經濟果實，故本文主張應參考德國立法例，制定受雇人發明法5758，確保處

於受雇關係的發明人在薪資之外為其職務發明另外再取得公平合理的報酬。 

 

2.著作人 

德國著作權法第 11 條第 1 句規定「著作權同時保護著作人就著作之使用取

得適當報酬」，該句規定是經由 2002 年「強化著作人及表演藝術人契約地位法」

所增加，雖然無法從此產生具體請求權，但是應該適用於所有著作人（包括雇傭

                                                                                                                                                           

受雇人與經理人所完成發明之歸屬—評台灣高等法院九十七年智上易字第三號判決及桃園地方法院九十六年智字第十

一號判決，月旦法學，第 177 期，2010 年 2 月，頁 229-230。 

56 楊通軒，勞工創作物權益歸屬與競業禁止關係之研究，台灣法學論叢，2005 年 5 月，第 34 卷 3 期，頁 350。 

57 有學者認為，包括:報酬請求權應適用短期時效、發明報酬事宜不應完全依循契約自由原則、決定報酬數額之正當程序

及考量因素、賦予當事人事後因情事變更而請求調整報酬數額、非職務發明之通知程序及內容、未通知之法律效果諸

多重要事項宜於專利法規定，參照李素華，受雇人與經理人所完成發明之歸屬—評台灣高等法院九十七年智上易字第

三號判決及桃園地方法院九十六年智字第十一號判決，頁 210-231。 
58
德國在 1957 年制定德國受雇人發明法(German Ac on Employee’ Inventions; Arbeitnehmererfindergesetz)，將受雇人發

明法將發明區分為「職務發明」與「自由發明」(free inventions)(第 4 條)，前者是依據受雇人在企業中之任務，或基於公

司之營業活動或經驗而從事之發明，其並沒有自由處分之權利；後者雖是在僱傭契約期間所為，但並非基於受雇人之職

務或非基於公司營業活動或經驗之發明。德國專利法第 6 條採「發明人原則」，當研發人員完成創作，即取得發明人權

利。即便職務上發明，仍以受雇人為發明之權利人，但受雇人負有通知書面義務(第 5 條)。雇用人自接到書面報告時起

算 4 個月內，可評估該發明是否對所經營事業有用，是否適宜將發明歸屬事業後，對發明為主張(第 6 條)。若雇用人未

於期間內主張發明，則該發明為自由發明，歸屬受雇人，但受雇人仍不可擅自將發明使用於與其雇用人業務有關之競業

行為。雇用人實施其主張發明的權利，即有責任給付合理的報酬金給受雇人。報酬金的總額與形式應依據僱用人與受雇

人間的協議決定之。雙方無法達成協議並經向德國專利商標局仲裁委員會提出異議後仍無法決定時，可向法院提出訴訟

請求判決報酬金金額。見劉憶成，歐洲重要國家受雇人發明法，頁 7-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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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係下之著作人），並在解釋著作權法時加以注意59。 

著作人利用其著作的常見方式就是將之授權出版，因此出版契約保護著作人

就著作之使用取得適當報酬關係密切。我國民法的有名契約雖然包含出版契約，

但是實務上向來不重要60，而且規定本身與著作權法有不一致之處，即民法第 515

條之 1（參照德國出版法第 9條）以「出版權授與人依出版契約將著作交付於出

版人」之物權行為創設所謂「出版權」，卻是著作權法所沒有的權利。其次，出

版契約完全沒有保障實際從事創作人分配到其創作經濟果實的觀念，例如民法第

523 條規定如依情形非受報酬，即不為著作之交付者，視為允與報酬。然而報酬

如何決定？並未見規定。若依習慣決定之，習慣向來偏向出版商，未必對著作人

有利61。相較之下，德國早在 1901 年制定的出版法（Gesetz über das 

Verlagsrecht）原本屬於任意性質，無法保護相對於商業出版人居於劣勢的著作

人，一直到上世紀 70 年代抗議風潮（Erhebungen）以來，基於基本法社會國原

則（Sozialstaatsprinzip）要求以著作權保護大多屬於社會弱勢團體的著作人

以履行國家社會任務的呼聲不斷62，終於導致德國在 2002 年將強制的出版契約法

加入著作權法第 32 條及 32 條之 1，以保障著作人取得「適當報酬」：「若未約定

報酬，則視為同意採取適當報酬63」。德國著作權法此項適當報酬原則規定值得參

考學習。又秉於本文下述建立智慧財產法典的理念，出版契約與著作權法之落實

關係密切，並不適宜在民法中規定，而應該在智慧財產法典中著作權篇規定，以

改善著作人的弱勢地位。 

 

(四) 需要有效的保護 

我們身處的時代製造工藝進步普及，國際貿易大量快速，網際網路更是無遠

弗屆，因此對智慧財產權之保護形成極大的威脅，一旦被侵害，不僅範圍超出國

界，損失難以估計，而且很難恢復原狀，所以並不適用民法為基礎的權利保護方

式。其保護的時點必須往前提，其保護的標的也必須擴張及於用以保護智慧財產

                                                       
59 Loewenheim in Schricker/Loewenheim, Urheberrecht, § 11 Rdnr. 2. 

60 關於出版契約的司法實務案件並不多見，幾乎只有 高法院 88 年度台非字第 30 號一項判決：「參諸民法第五百十

六條第一項規定：『著作權人之權利，於契約實行之必要範圍內，移轉於出版人』及司法院二十六年院字第一六四

八號解釋：『民法第五百十六條所指著作人之權利，其對於侵害人提起訴訟之權，應解為係在其必要範圍內。又著

作權法（舊）第二十三條所稱權利人，亦包括享有出版權之出版人在內，無論契約就此有無訂定，出版人均得對於

侵害人提起訴訟』之旨意，苟被專屬授權人欠缺告訴權，則法律對被專屬授權人之保護將形同具文。是第三人如侵

害著作權人授予被專屬授權人之權利，被專屬授權人即為直接被害人，自得依法提起告訴或自訴。」 
61  

62 稱為對著作人的社會保護（sozialer Schutz der Urheber）,見 Schricker/Schricker, Urheberrecht, 4. Aufl., 2010, Einleitung 

Rdnr. 14,15 

63 Haimo Schack, Urheber- und Urhebervertragsrecht, 3. Aufl, 2005, Rdnr. 9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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權標的物之技術措施。 

1. 保護的時點必須往前提 

 

 (1)專利：需提前至販賣之要約引誘 

專利法第 56 條第 1 項及第 2 項「販賣之要約」之意義與內涵，是否與民法

第 154 條所稱之「要約」相同，抑或涵蓋「要約之引誘」（invitation to offer）？

法院多數見解認為對於專利法「販賣之要約」應依循民法「要約」之解釋，故廣

告、報價或價目表寄送等「要約之引誘」之行為，非專利權人所得行使之排他權

範圍。然而智慧局及多數學者採廣義解釋，認為專利「販賣要約」的內涵包含民

法之要約引誘64。誠然，為及早防制侵害智慧財產權之行為，有必要將「販賣之

要約」解釋為包括「要約之引誘」。蓋因取得專利需花費相當成本，包含前期投

入的研發成本，以及後續的申請維護成本，且更重要的是發明人為取得專利需在

專利申請書公開發明的各個步驟，使具備相關技術領域的一般知識之人即可自行

製造出該發明，倘若不採取與民法不同之解釋，將「販賣之要約」解釋為包括「要

約之引誘」，則對發明人的保護不足。 

 

(2) 商標：需提前至商標侵權之準備、加工或輔助行為 

明知有侵害商標權之虞而製造、持有、陳列、販賣、輸出或輸入尚未與商品

或服務結合之標籤、吊牌、包裝容器或服務有關之物件，一旦完成，對於未來實

際商標侵害之發生有極大的威脅，為有效保護商標，誠有必要禁止此類商標侵權

之準備、加工或輔助行為。因此 100 年修正施行的商標法增加第 70 條第 3 款規

定禁止此類行為：未得商標權人同意，有下列情形之一，視為侵害商標權：明知

有第 68 條侵害商標權之虞，而製造、持有、陳列、販賣、輸出或輸入尚未與商

品或服務結合之標籤、吊牌、包裝容器或服務有關之物件
65
。 

 

2. 保護的標的必須擴張及於保護智慧財產權標的物之技術措施 

 

3. 需要與民法不同的損害賠償方法 

就損害賠償責任是否以故意過失為主觀要件，智慧財產權法與民法並無不同，

雖然早先智慧財產權法的規定並不明確，但是現行著作權法第 88 條第 1 項及商

                                                       
64 李素華，專利法「販賣之要約」界定及排他權之行使範圍--評 高法院 97 年度 365 號民事判決及其下級法院判決，

月旦法學第 159 期，2008 年，頁 170-189。 
65

 其立法理由為：「除直接侵害商標權之行為外，商標侵權之準備、加工或輔助行為，亦應防杜，故將明知有修正條文

第六十八條侵害商標權之虞，卻仍予以製造、持有、陳列、販賣、輸出或輸入尚未與商品或服務結合之標籤、吊牌、

包裝容器或服務有關之物件之行為，視為侵害商標權之行為。復參照德國商標法第十四條第四項規定，其係以有同條

第二項及第三項侵權行為「之虞」為適用之前提，但並不以成立該條第二項及第三項侵權行為為要件，另除侵權人以

外之第三人為商標侵權之加工或輔助行為外，侵權人本身所為之準備行為亦屬本項規範之行為，併予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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標法第 69 條第 3 項明確規定故意過失主觀要件66（：「因故意或過失」不法侵害

他人之著作財產權、製版權或商標者，負損害賠償責任），僅專利法（第 84 條第

1項規定，發明專利權受侵害時，專利權人得請求賠償損害，並得請求排除其侵

害，有侵害之虞者，得請求防止之）尚未明文規定。但是基於侵權行為之一般法

律原則，而且智慧財產權法並無「無過失責任」之明文，侵害智慧財產權之損害

賠償責任仍然應該以侵害人有故意過失為前提，最高法院 93 年度臺上字第 2292

號民事判決即採取此項見解：按專利權損害賠償請求權之性質為侵權行為損害賠

償，須加害人有故意或過失始能成立67。 

智財法與民法不同的損害賠償方法。民事損害賠償的方法是以回復原狀為原

則（民法 213 條），而民事損害賠償的範圍應以填補債權人所受損害及所失利益

為限（民法第 216 條）。但是，侵害智慧財產權之損害賠償是否就應該以回復原

狀為原則？就事實面言，智慧財產權之損害與賠償有其特性：智慧財產權的無體

性質使得其損害賠償之計算與民法原則有很大的不同。台灣民法第 216 條所稱所

受損害應該是指債權人現有財產狀態因為侵權行為而淨減少，而所稱所失利益則

應該是指債權人的財產狀態因為侵權行為而無法淨增加。舉例而言，計程車司機

營業中被他人酒後駕車撞擊，其車輛價值因為車禍而減少(即現有財產狀態淨減

少)，是所受損害；因為車輛必須送修而停業一週，而無法取得的營業收入，則

是所失利益（現有財產狀態無法淨增加）。但是智慧財產權沒有形體，若被他人

侵害，其權利完好如初，根本不發生所謂所受損害，而只有所失利益可言，也就

是應該收入而沒有收入的銷售金額（仿冒品造成真品銷售的減少）或權利金。台

灣智慧財產權法的損害賠償規定大概都隱約知道不會發生所謂所受損害，所以又

一律錯誤地以「利益差額」「為所受損害」。其實，「利益差額」就是所失利益 。

損害不易計算，因此賠償也不易計算，如何恢復原狀？是否應改以金錢賠償為原

則 ？ 

再就政策面而言，更應探討若只是恢復原狀，對於國際上常見的惡意且大規

模之侵權行為（仿冒、盜版）如何產生遏阻效果？將其獲利全部作為損害賠償之

範圍、甚至科以懲罰性賠償是否更為有效 ？ 

 

 (五)公共利益對智慧財產權之限制 

智慧財產權涉及諸多公共利益，使其與傳統之財產權有不同的，具體表現

在對智慧財產權的限制上，除了前述合理使用抗辯，還包括以下的限制： 

1. 保護期間有限 

                                                       
66 日本專利法第 103 條推定侵害他人專利權或獨家授權之人有過失。 
67

 目前在立法院審議中的專利法修法草案第 98 條增訂第 2 項：「發明專利權人對於因故意或過失侵害其專利權者，得

請求損害賠償。」並於修正理由表示：「另於第二項明定關於損害賠償之請求，應以行為人主觀上有故意或過失為必

要，以茲釐清，並杜爭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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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果智慧財產權永遠不消滅，上述公私部門透過智慧財產權制度而交流與相

互增益之機制就無法運行，公共領域就會被各種圈地主義式的智慧財產權掏空68。

因此，智慧財產權與物權最大的差異就是在於保護期間的有限性，以維護公共利

益。準此，美國 1920 年商標法下之商標權以及法國、我國與中國大陸著作權法

之著作人格權永遠不消滅，屬於錯誤之立法。至於什麼是各種智慧財產權的最適

保護期間，並沒有一定的答案，雖然各國的趨勢是不斷延長保護期間（早期的英

國出版業者，乃至近代美國電影、音樂業者，為保護其龐大商業利益，不斷遊說

國會延長其著作權期間之保護），惟延長智慧財產權法保護期間時，無論如何不

應溯及既往，因為對於已經存在之智慧財產權在事後再多給予保護期間，並不能

提供任何促進創新的誘因，純屬意外利得，只會引發無窮無盡的競租活動（rent 

seeking）69。基此觀點，美國 1998 年延長著作權保護期間法（Sonny Bono 

Copyright Term Extension Act）時一體適用於既存、保護期間尚未屆滿之著作，

受到美國學者廣泛的批評70。 

 

2. 權利耗盡原則 

德國學者 Joseph Kohler 在其 1900 年的專利法大著中就提倡權利耗盡原則

（亦稱第一次銷售原則）：專利權標的物專利權利人自行或經其同意而由第三人

供應上市，專利權之行使（不是專利權本身）即隨之耗盡，以避免專利權人干擾

專利權標的物後續的交易71。此項原則也適用於其他智慧財產權法，已經成為智

慧財產權法一般理論中的一項定理。 

近年來關於耗盡原則是否應該有普遍的國際適用（亦即所謂「國際耗盡原

則」），抑或採取所謂「國內耗盡原則」（Kohler 本人雖然將此理論僅適用於國內

的情況，但是也清楚強調原本已經在國內行銷而後出口又再度進口之專利權標的

物，同樣適用耗盡原則），學者及各國實務間有不同看法
72
。本文支持「國際耗盡

原則」，因為在國際市場已經全球化的現代，智慧財產權標的物一旦進入國際貿

易就會散布在全世界，如果其智慧財產權人已經就此行為獲得報酬，就不可以繼

續援引其權利而影響甚至妨礙後續之產品交易，以免妨礙國際貿易甚至商品所有

人之所有權73。 

 

                                                       
68

 商標權期間雖可合法加以展延，次數不受限制，而與專利、著作權等以創新為基礎的智財權均設有不可超越的 長有

效期間限制不同。但是不能因此否定商標權有保護期限，而且商標因保護期間屆滿而回歸公共領域之情形非常多。 
69 競租活動係指是為獲得或維持壟斷地位從而得到利潤（亦即壟斷租）所從事的一種非生產性尋利活動。 

70  

71 Christopher Heath, Legal Concepts of Exhaustion and Parallel Imports, in Hearth (ed.), Parallel Import in Asia, Kluwer Law 

International, 2004, 14. 
72 Heath, Legal Concepts of Exhaustion and Parallel Imports, 15. 
73 Heath, Legal Concepts of Exhaustion and Parallel Imports, 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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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強制授權/法定授權 

智慧財產權目前表現的主要方式是授予權利人獨家、排他使用之權利

(exclusive rights)或法定獨占權（legal monopolies，但是不代表市場獨占）

等財產權規則（property rule）74。然而，以財產權規則來保護智慧財產權未必

是智慧財產權未來唯一的選項。 

以著作權為例，經由著作權集體管理團體管理以及主管機關對該等團體之監

督，使用報酬之計算及分配被共同決定而標準化後，著作權之財產權性質大打折

扣，變為報酬請求權（liability right） 。在強制集體管理團體代理（compulsory 

representation）及強制授權（compulsory licensing）的法制（例如我國及德

國）下，著作權更像是著作權人要求補償的權利，而不再是可由著作權利人任意

行使的絕對權利。相對的，使用人支付的使用報酬趨向於為使用受保護著作而繳

納的稅捐。 

此種由絕對財產權演變為報酬請求權的結果，是符合關於財產權及補償權選

擇的經濟分析，亦即在交易成本低、當事人少而系爭財產之價值難以估計的情形，

宜選擇財產權的設計，賦予排除他人之效力；在當事人多且交易成本高的情形，

個別授權（許可）會造成極大交易成本（例如權利人下落不明的著作）、使授權

交易體系失靈或崩潰，則宜選擇法定授權（statutory licensing）逕行取代權

利人與使用人之談判，使權利人僅得享有請求報酬的權利。報酬請求權制是法定

授權下之付費使用（fared use），可促進個人的表達自由，例如無數的部落格、

Facebook 及 Youtube（為 Google 持有）用戶，應由網站經營業者統一付費。智

慧財產權法不應該被用來阻擋技術發展（例如 Google 的 book search 計畫）或

內容的傳播，否則期待因為發展而受惠的社會大眾會將智慧財產權法推落歷史深

淵。 

智慧財產權存在的目的是要使社會大眾得以享用智慧財產之成果，並使權利

人取得合理之報酬。因此，如果智慧財產權人以拒絕授權之方式抑制市場競爭，

則已超出智慧財產權正當之權限，此時，智慧財產權法必須以強制授權方式促使

權利人與使用人達成授權契約。尤其在強調互通運用（interoperability）、相

容(compatibility)、互連（interconnection）的既競爭又合作的時代，以強制

授權授予商標以外之智慧財產權使用者使用智慧財產權之手段75，促進著作內容

的散佈、技術的移轉擴散與產業進步發展，增加消費者福利，是智慧財產權法不

可迴避的公共政策選項76。 

                                                       
74 財產權規則（property rule）是指對財產的使用管理以及收益的排他權利，也就是說，如果沒有財產所有人的同意，任

何人不得使用該財產。 
75 商標之本質為避免消費者混淆，強制商標授權將會導致消費者混淆(搞不清楚商品之來源)，所以 TRIPS 明文禁止(第  

21 條)，本文也不贊成。詳細討論見劉孔中，技術標準、關鍵內容與強制授權─國際比較下的本土檢討，第 2頁。 

76 中國大陸著作權法並沒有關於強制授權的規定，只有五種法定授權，見陳乃蔚，試論中國《反壟斷法》對知識產權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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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權利無法落實原則 

若申請人在取得智慧財產權過程中有不正當行為（inequitable conduct），

例如不實陳述、省略、欺騙智慧財產主管機關等77，或在取得權利後濫用權利，

或破壞智慧財產權的制度目的，溢出其應有的正當範圍，對大眾造成過度之限制，

應該對之加以限制。美國法因此很早發展出權利無法落實原則（principle of 

unenforciability）78，其關稅法（Tariffs Act）第 337 條款規定智慧財產權人

得向美國國際貿易委員會（International Trade Commission, ITC）提起訴訟，

禁止侵害其權利之產品進入美國市場。但是如果原告行為本身構成濫用專利，ITC

將無法「助紂為虐」為其落實其專利79。此項原則應該足以為智慧財產權法的共

通原則。 

    其次，美國商標法上有所謂放棄（abandonment）商標權或怠於行使商標權

利（laches）之抗辯，也可以使得商標權無法落實。放棄商標是指商標權人疏於

對一般人行使其商標權，以致於其事後欲行使其商標權時，任何一個被告均可以

此為抗辯事由。通常商標權人以消極或積極行為使得其商標成為商品或服務之種

類名稱，或使得其商標失去商標之本質時，就會產生放棄商標的結果。反之，怠

於行使商標權是指商標權人疏於對特定之人行使其商標權，以致於其事後欲針對

特定之人行使其商標權時，該特定之人得以此為抗辯事由。「於被告故意從事侵

害行為時，不可以怠於行使權利作為對抗禁制令救濟的抗辯理由，乃是一項確定

的法律原則。」怠於行使權利理論中此種善意的要素是「主張衡平者，必須雙手

潔淨」（he who comes into equity must come with clean hands）基本原則的

                                                                                                                                                           

用的限制，政大智慧財產評論，第 6 卷第 2 期(2008 年 10 月)，頁 42(31-50)。 

77 Randal Rader (美國聯邦巡迴上訴法院院長（Chief Judge, CAFC)）, Overview of Recent Federal Circuit Cases, 收錄於政

大 2010 年 6 月 17 日舉辦之 Intellectual Property Management and Patent Litigation Conference 會議手冊。 

78 王先林，知識產權濫用及其法律規制，中國法制出版社，2008 年初版，頁 40 以下。 
79 然而近年來因為美國傾向智慧財產權保護之立場，專利濫用原則可說已停止發展，美國聯邦巡迴上訴法院 2005 年作

成的 U.S. Philips Corp. v. International Trade Commission (424 F3d 1179 (Fed. Cir. 2005))可見一斑。聯邦巡迴上訴法院於

該案中否定 ITC 的認定，認為飛利浦的專利庫（patent pool）儘管含有非關鍵專利（non-essential patents），然而此並

不構成當然（per se）的專利濫用，因為並無證據指出飛利浦強迫被授權人使用這些非關鍵專利。同樣的，此亦不構

成合理原則（rule of reason ）下的專利濫用，因為法院認為 ITC 的認定並未證明（demonstrate）包裹式授權（package 

license）的反競爭效果，並且亦未衡量此反競爭效果與該包裹式授權減少個別授權交易成本兩者間的大小，因此撤銷

ITC 的認定。ITC 對此判決不服，申請由 CAFC 全院重為審查（en banc），CAFC 接受此項申請，在 2010 年 8 月 30

日以八票對二票作成判決 (Princo Corporation et al v. Int’l Trade Commission, 2007-1386 decided: August 30, 2010)，其多

數意見以為縱使飛利浦與新力在專利庫的安排中同意壓制新力的專利技術，此種行為並不構成專利濫用，因此也不能

作為侵權行為的抗辯事由。CAFC 在本案中對於專利濫用採取極為狹隘的見解，而且忽略智慧財產權法與競爭法的互

補關係，十分可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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構成部分80。 

（六） 智慧財產權法的全球利益平衡 

1、需確保「過境運輸之自由」 

其次，國際智慧財產權法應該保護交易雙方必須經由第三國才能完成交易的

過境貿易(traffic in transit)。過境貿易在國際貿易中扮演重要的角色，但是

過境貿易卻非常容易受到限制，原因是交易雙方經常在第三國並沒有營業代表可

以維護其權利，一旦在第三國涉訟，考慮到跨國訴訟的可觀費用、國際貿易中商

品的生命週期越來越短以及訴訟造成的延宕等，往往會選擇不應訴，如此更助長

第三人在過境貿易中攔截他人之貨物。因此關稅貿易總協定(GATT)第 5 條明文確

保「過境運輸之自由81」，而世界貿易組織 TRIPS 協定在第一句倡言「考慮促進有

效且適當保護智慧財產權之需要，會員希望減低對國際貿易之扭曲與阻礙，並確

保落實智慧財產權之措施與程序本身不會構成正當貿易之障礙(barriers to 

legitimate trade)」之後，更在第 51 條註 13 特別將轉運中物品排除在該條規

定各國應採取的海關暫不放行措施之外(:「會員應依照下述之規定，訂定程序，

俾使有正當理由懷疑進口物品有仿冒商標或侵害著作權之權利人，得以書面向主

管之行政或司法機關提出申請，要求海關對此類物品暫不放行」)82。尚待生效的

反仿冒貿易協定也在其前言提及締約國希望確保落實智慧財產權的措施與程序

本身不會成為正當國際貿易的障礙，並在第 6 條第 1項規定，落實智慧財產權的

程序應避免造成正當國際貿易的障礙並且應該有防止其被濫用的防護措施。 

2、 因國際智慧財產權法受益最多的國家應協助或補貼受益最小的國家 

基於國家主權行使之限制，智慧財產權受到屬地主義之限制，然而，國際間

智慧財產權協定十分發達，其終極目的就在於打破屬地主義之侷限，使得因為國

際貿易而在全球各地流通之智慧財產標的物獲得相同的保障。因此，自巴黎公約

到世界貿易組織 TRIPS 協定，國民待遇原則就是用來補充屬地主義不足的機制，

                                                       
80 詳細討論請見劉孔中，著名標章及相關表徵保護之研究，2002 年 11 月，中央研究院、聯經出版公司，第 8 章。 

81 GATT 第 5 條第 1、2、3 項(共 7 項)規定：一、貨物（包括行李）、船及其他交通工具於通過任何締約國領土時，不

論是否另經轉運、倉儲、分裝或改變運輸方式，若通過締約國領土僅係全程之一段，而其起迄均在運輸所經締約國

領土以外者，此種性質之運輸稱「過境運輸」。二、對來自或輸往其他締約國之過境運輸，為採行 便捷之國際運

輸路線，各締約國均享有通行其他締約國領土之自由，上述自由不得因船旗國、產地、出發地、進入地、目的地之

不同，或有關貨物、船或其他運輸工具之所有權之歸屬而受影響。三、各締約國得規定通過其領土之過境運輸應向

所屬海關申報，但除有不遵相關關稅法令之情事外，不得對來自或前往其他締約國之過境運輸予以任何不必要之延

擱或限制。並應免徵關稅及課徵過境運輸之過境稅或其他規費；但運費或因此項運輸所產生之相當於行政支出或服

務代價之費用，不在此限。 

82 Gervai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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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得智慧財產權的保護具有跨國的效力83。智慧財產權既然取得全球的保護，則

各國就不再能以國為界討論智慧財產權的效益，而應該以全球作為智慧財產權法

利益平衡的場域。這時，我們就會質問國際智慧財產權法的制定過程是否夠民主
84？平衡多方利益？是否達到「促進公部門與私部門資源交換及相互增益」？WTO

爭端解決機制的運作是否有此認知？如果答案是否定的，應該考慮允許不同發展

階段的國家適用不同保護水準的智慧財產權之外，事實上 WTO 將最低度開發國家

適用 TRIPS 協定的始期一再推遲(最近是推遲到 2013 年 7 月)就寓含此項想法。

其次，更大膽的主張是課與因為國際智慧財產權法而受益最多的國家協助或補貼

受益最小的國家之義務。     

四、智慧財產權彼此不同之處─實然面 

不可否認，不同智慧財產權之間有其不同之處，產生的理由可以歸納為三種。

第一種差異原因是產生程序、排他權效力、保護期間不一，按理應該加以尊重。

第二種差異原因則是因為利益團體遊說及外國壓力，則應該加以排除或以公共利

益加以平衡。第三種差異原因則是單純因為立法者沒有作全盤考量而各自立法，

可以而且需要經由建立立法者對智慧財產權法整體的理解而避免之，才能得出符

合事物本質的智慧財產權法制。以下再詳細討論。 

(一)產生程序、排他權效力、保護期間不一 

    除著作權因為創作而自動、立即、無條件發生外，其餘智慧財產權都要經過

某種程度的審查、註冊、公告。其次，專利權排他效力最強，因此保護期間最短

（發明專利 20 年），並且不可展延。商標權排他效力較弱，保護期間不長但是可

不斷展延。著作權排他效力最弱（其中鄰接權又比著作權弱），因此保護期間最

長，而且影響每一個人的日常生活，與基本人權關係最密切，因此應該不可展延、

排他性最弱，有最多合理使用或強制授權及法定授權。 

1.專利 

 

2.商標 

商標之經濟特性與專利及著作權相當不同，用以區別不同來源之商品或服務，

有多重效益:降低消費者之搜尋成本(對商標商品有二項假設，一、必須是經驗商

品，二、其生產人必須能夠維持產品的一貫特徵)85，給廠商提高其產品品質之誘

                                                       

83 See Paul Goldstein, International Intellectual Property Law, Cases and Materials, Foundation Press (March 15, 2001), 1-5. 
84 Joseph Stiglitz 就嚴厲批評國際智慧財產權法的制定過程不夠民主，見 Stiglitz, Making Globalization Work, 2006, 105. 
85 Regibeau /Rockett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Intellectual Property Law and Competition 

Law: An Economic Approach , p.5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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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有商標保護之產品平均品質高於沒有商標保護)。 

    商標確保品質之功能類似前述獎勵效果。此種獎勵雖然與某種「獨占力量」

有關，但是表徵潛在上是可以無限供應，所以不會有靜態福利損失。其次，商標

的排他權不及於對產品功能之保護(p.520)，所以不會有靜態福利損失。再者，

資訊擴散效果也不存在於商標，因為商標使用就揭露所有相關資訊。 

商標的特性在於其優點極為脆弱：聲譽需要長時間培養，但卻可以毀於一旦。

此項脆弱性在競爭政策上有兩項後果，第一是知名商標事業應對其聲譽嚴加控制，

因此強迫公司強制授權其商標的競爭政策，是不具有生產力的作法，因為他們會

抵銷公司提供消費者高品質商品的誘因。第二，對於品牌擴張，這並沒有反托拉

斯法沒有介入的空間，因為並沒有搭售或市場閉鎖的問題，而且該事業之商譽與

其在新市場銷售之品質不可分割，因此公司有誘因維持在新市場商品之品質86。 

3. 著作權 

（1）保護要比專利弱 

著作權是鼓勵及保護創作性的表達，是智慧財產權中與國民關係最為密切之

一種，沒人能夠片刻離開著作權保護標的物進行個人生活，從學習、教育、工作

到言論表達、人格實現、娛樂、休閒，莫不如此。因此如果對著作權賦予太強的

保護，會對一般人的自由與生活形成極大的限制。經濟學的說法是著作權標的物

其中包含的「想法」與「知識」因為出版銷售而自動揭露，比較不需要對此提供

誘因，所以著作權的保護要比專利保護弱。其次，傳統著作（不包括電腦程式著

作）的後續著作並不能取代之前的著作(例如貝多芬的著作無法取代莫札特的著

作)，這與後發明的專利往往會一舉取代之前舊的專利商品不一樣87，因此並沒有

系列創新的問題，所以賦予著作權太多的「領先範圍」(leading breadth，是指對

未來改良的保護(改良不需是絕對的比較好，只要對部分使用者有改良即可，由

對「使用技術」之解釋、均等論及逆均等論加以界定))是有風險的，而是應集中

在保護「落後範圍」(lagging breadth，禁止模仿之保護，由揭露及據以實施說界

定)，亦即集中在禁止抄襲（copying）以及保護之長度。其次，著作權受到表達

自由的嚴格限制88，因此對於抄襲之界定應頗為狹窄，即使禁止抄襲，也是有其

限制，以免廣泛的保護範圍對公共討論造成令人無法接受的窒息效果。總言之，

著作權保護的範圍應該狹窄，但是保護期間應該比較長。 

（2）需要仰賴各種有效降低交易成本的機制 

                                                       
86Regibeau /Rockett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Intellectual Property Law and Competition 

Law: An Economic Approach , pp.543-544 

87 Gustavo Ghidini, Innovation, Competition and Consumer Welfare in Intellectual Property Law, 2010, p.101. 

88 Regibeau /Rockett,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Intellectual Property Law and Competition Law: An Economic Approach, in J. 

Drexl , Research Handbook on Intellectual Property and Competition Law, 2008, p. 5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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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者，著作權之實現涉及無數個使用人不限時間次數地點對他人無限個著作

標的物的使用，如果用傳統必須在事前一一取得授權的方法，勢必會造成體系無

法負荷的交易成本，因此必須仰賴各種有效降低交易成本的機制，例如集體管理

團體（從而衍伸出所謂程序性著作權法）、財產權以外的報酬請求權以及強制授

權與法定授權。 

（3）權利項目（內容）具有技術的特定性或針對性 

著作權權利項目（內容）的產生均是為解決新技術所創造出新的利用權該

歸屬誰的問題，所以都是具有技術的特定性或針對性。因此，著作權必須依據立

法時的技術加以認定，早先透過廣播器材(使用衛星、無線電以及有線電纜，一

點對不特定多點，單向傳送，不計較誰接收到，甚至越多人收到越好，因為廣播

業者是以收視聽率向贊助之廣告主收費)的利用方式就是公開播送(中國大陸稱

「廣播」)，透過網際網路方式(一點對一點，雙向傳送，計較誰接收到，否則會

有侵害秘密通訊自由以及使用服務卻不付費的問題)的利用方式就是公開傳輸

（中國大陸稱「訊息網路傳播」），是公開播送就不會是公開傳輸，反之亦然89。 

 

(二) 因為利益團體遊說及外國壓力 

    利益團體遊說及外國壓力經常任意扭曲智慧財產權法，導致智慧財產權產生

的差異性，甚至破壞智慧財產權法的社會正當性，引起社會大眾的強烈反感與反

                                                       

89 智慧財產局著作權審議及調解委員會在 98 年 10 月 16 日 98 年第 12 次會議做成下列決議:「一、著作權法（下稱本法） 

第 3 條第 1 項第 7 款「公開播送」定義中所稱「廣播」系統，探究立法本意，係參考民國(下同)64 年 12 月 26 日制定之

廣播電視法中有關廣播、電視播送行為之定義，而有線廣播電視法於 82 年 7 月 16 日制定，依該法第 2 條第 2 款規定有

線廣播電視系統現行定義，係指有線廣播電視之傳輸網路及包括纜線、微波、衛星地面接收等設備，又目前在廣播、通

訊傳播等技術匯流的情況下，對照本法第 3 條第 1 項第 10 款公開傳輸行為所稱「網路」，廣播系統在技術面既為一種

特殊功能之網路，智慧局過去專就「廣播」與「網路」文義就公開播送、公開傳輸所為函釋見解，宜隨科技之演進為適

當的調整，並與廣播電視、通訊網路等主管機關之見解相互合致。二、因此在受控制或處於適當管理下的網路系統內，

基於公眾收聽或收視為目的，使用網際網路通訊協定(IP Protocol)技術之多媒體服務，並按照事先安排之播放次序及時間

將著作內容向公眾傳達，使公眾僅得在該受管控的範圍內為單向、即時性的接收，此種著作利用行為，仍應屬本法所稱

以廣播系統傳送訊息之公開播送行為；至於其他提供互動式之多媒體服務，使公眾得於各自選定之時間或地點接收著作

內容之行為，或使用非屬利用人得控制播送範圍之網路向公眾傳達提供著作內容者，則屬公開傳輸行為。」從「網路」

二字切入從新作文字解釋，不值得贊同，因為其實質已經牽涉立法的範疇。至於在數位匯流之後是否仍應區分公開播送

與公開傳輸，學說上已有討論，見賴文智、王文君，數位匯流環境中公開播送及通開傳輸之整合，智慧財產權月刊第 127

期，2009 年，頁 104-128。(該文提出符合國際條約規範且對現行法規體系 小變動之整合建議:一、將透過網路同步播

送之廣播、電視納入公開播送之範圍。二、參酌國際條約對公眾提供權之規定限縮公開傳輸之定義，甚或直接以對公眾

提供權取代公開傳輸之概念。三、公開播送權關於表演人之保護採反面規定方式，不易理解保護之權力範圍，亦應修改

(頁 1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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彈，最欠缺合理性，例如我國智慧財產權法關於權利耗盡的規定並不一致90，防

盜拷措施的引進其實是反應美國壓力的結果91。專利法強制授權規定之修改草案

是歐盟施壓的結果92。 

(三)單純因為立法者沒有作全盤考量而各自立法 

    最後，單純因為立法者沒有作全盤考量，而各自立法導致的差異也很多，例

如前述法定損害賠償額，著作權法第 88 條第 3 項規定在新臺幣 1 萬元以上 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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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00 萬元。商標法第 63 條第 1 項第 3 款規定就查獲侵害商標權商品之零售單價

1500 倍以下之金額。但所查獲商品超過 1500 件時，以其總領定賠償金額。同條

第二項規定：前項賠償金額顯不相當者，法院得予酌減之。積體電路電路布局保

護法第 30 條第 3 款規定，請求法院依侵害情節，酌定新臺幣 500 萬元以下之金

額。專利法及植物品種及種苗法無此規定。又例如加重故意賠償侵害專利之責任，

僅專利法第 85 條第 4 項有賠償損害額三倍之規定。此項規定襲自美國專利法第

284 條第 2 項（：「陪審團未認定損害賠償額者，由法院酌定。法院得將認定或

酌定之損害賠償額提高為三倍。」），然而在實務上被使用的情形非常少見，法官

仍然堅持傳統填補損害的原則。 

其次，著作權法第 85 條(「侵害著作人格權者，負損害賠償責任(第 1項)。

雖非財產上之損害，被害人亦得請求賠償相當之金額。前項侵害，被害人並得請

求表示著作人之姓名或名稱、更正內容或為其他回復名譽之適當處分(第2項)」、

專利法第 84 條第 4項(「發明人之姓名表示權受侵害時，得請求表示發明人之姓

名或為其他回復名譽之必要處分」)、舊商標法第 63 條 2 項(「商標權人之業務

上信譽，因侵害而致減損時，並得另請求賠償相當之金額。」) 及第 64 條(「商

標權人得請求由侵害商標權者負擔費用，將侵害商標權情事之判決書內容全部或

一部登載新聞紙。」其內容的差異也肇因於立法者沒有作整體考量。 

 

五、智慧財產權法典化 

 

（一）必要性 

目前各種智財權的單行規定繁多，法國在制訂智慧財產法典(1992年)之前，

有多達 23 種智慧財產相關的法律，一般人難以掌握，適用困難，將之集中法典

化有顯而易見的優點。其次，基於以上的討論，雖然不同智慧財產權法之間存在

                                                       
90

 Kung-Chung Liu, Exhaustion and Parallel Import in Taiwan, in Hearth (ed.), Parallel Import in Asia, Kluwer Law 

International, 2004, 39-50。劉孔中，智慧財產權運用與競爭秩序（第 3 版），2008 年，頁 31-35、41-41、115-120。 
91

 劉孔中，智慧財產權法制的關鍵革新，頁 86。 
92

 劉孔中，技術標準、關鍵內容與強制授權─國際比較下的本土檢討，公平交易季刊第 19 卷第 3 期，2011 年 7 月，頁

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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某些不同，但是並非本質的差異，反而呈現共通的原則，可以歸納為智慧財產權

法的一般理論及通則，作為智慧財產權法典的基礎，真正發揮規範與指引智慧財

產事務與行為之功能。因此本文認為有編撰智慧財產法典及制定通則規定的必要

性。 

誠然，斯里蘭卡(1979 年)及法國的智慧財產權法典只是將各種智慧財產權

法集中，並沒有通則規定。但是菲律賓 1997 年(第 2 條：「智慧財產權有助於發

展創造、技術移轉、吸引外人投資、接近菲律賓產品。智慧財產權的行使帶有社

會功能（social function）。為達成此目標，國家應該促進知識與資訊的散布，

以促進國家進步發展與公共利益」）及越南 2005 年(第 7 條:「智慧財產權之行使

不得妨礙國家利益、公共利益、其他團體或個人之權益、或其他法律規定」) 智

慧財產權法典則有通則規定。 

 

（二）進行的步驟 

不容否認，編訂帶有共通總則的智慧財產法典有其難度，所以先進國家除法

國以外幾乎都沒有智慧財產權法典。推測其原因大致有：1.不同智慧財產權法都

尚在不斷發展中，典範棄毀與新塑頻仍，法典化的時機不成熟，超前法典化反而

妨礙慧財產權法因應技術變化而持續自然成長的能力。然而本文建議的智慧財產

權一般理論頗為上位，應該不致於妨礙慧財產權法成長。2.不同智慧財產權法有

不同的主要利害關係人，例如專利法主要推動者是技術導向的公司，而著作權法

是早期的出版業業者及目前握有大量內容的視聽娛樂公司，商標法則是由著名

（馳名）商標業者主導，彼此的利益不同，難以找到各利害關係人均能接受的納

許均衡。但是，打破各別智慧財產權的藩籬，成立統一集中的智慧財產法典，是

有助於利害關係人看清楚其最有利的整體智慧財產定位，而不致流於專利部門與

商標或著作權部門打內戰的矛盾現象。 

制定智慧財產權法典可以先從將各種形式智慧財產權法集中一處著手。不同

智慧財產權法並列之下，其中遭利益團體遊說或外國壓力任意扭曲而輕重失衡之

處就無所遁形，努力將之排除，就是法典化智慧財產權的第二項工作。最後是歸

納出智慧財產權法典的共通原則。 

 

六、結論 

雖 然 容 易 被 指 責 為 過 度 表 述 (overstatement) 或 過 度 簡 化

(oversimplification)，但是本文仍然提倡建構智慧財產權一般理論之必要性，

以提升智慧財產權法的自主性，減少其因為利益團體遊說、外國政府壓力以及立

法者欠缺體系思維而產生的不合理差異。具體而言，本文主張貫穿整部智慧財產

權法的考量就是促進公共部門與私部門之間資源交換並相互增益，智慧財產權是

包含許多利害關係人的生態系統，關鍵智慧財產權容易成為超級權利而限制競爭，

因此必須以競爭導向銓釋智慧財產權法，遵守封閉式權利法定主義，對智慧財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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權採取開放式的限制。其次，智慧財產權法與民法之關係本質不同，不能當然引

用民法，未來有必要依據智慧財產權共通原則制訂完整的智慧財產權法典，出版

契約應一併納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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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General Theory of  

Intellectual Property Laws 

Kung-Chung Liu 

 
Abstract 

 
Intellectual property (IP) law has been continuously developed since the British 

enacted the Statute of Anne 300 years ago. However, there seems to be a lack of a 

general theory of IP. It is the purpose of this paper to develop a general theory of IP, 

which can help to prevent IP laws being willfully manipulated and losing its social 

justification. This paper will look into the definition, content and characteristics of IP, 

its misperceived relationship with the Civil Code, the common features (limitation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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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ceptions etc.) that should exist and differences between all IP that are existent. It 

will then explore the desirability of having an IP Code that contains general principles 

of IP and incorporates all IP laws in the future. 

 

Key words: general theory, intellectual property law, Civil Code, IP Code, Statute of 

Anne, patent, trademark, copyright, TRIPS Agreement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