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電視產業發展與智慧財產權之互動
——以節目版式為中心
中文摘要
全球每日觀看電視之人數已突破 30 億人次，電視業已成為當代人民生
活中不或缺的資訊傳播以及文化娛樂工具。在 2011 年時，產業下關於電
視節目版式的交易產值已經高達 3200 億台幣並且持續上升。
電視節目版式乃為創意構想下，加入節目內容、情節架構、流程順序、
角色選取、對白台詞、舞台設計、美術布景、燈光選擇以及製作流程等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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節為選擇與編排組合，形成一個具備識別性並得為據以操作，拍攝出具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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節目之架構。然基於節目版式一詞所涵蓋的類型廣泛、定義不明確，並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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難具確定性，導致其在智慧財產權法上之適用模糊，相關的節目抄襲案件
更層出不窮，屢見不鮮。過往國際間曾有主張應增設版式權以為保護，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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務上更曾有嘗試將版式列入戲劇著作或視聽著作提供解套。近年更有學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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討論節目版式與編輯著作之關係，眾說紛紜，莫衷一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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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論文自電視節目與著作權法之互動為始，探討其和各著作類型間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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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下的適用困境，並分別介紹國內外的判決見解。其次，本論文嘗試將美

Ch

engchi

國著作權法下對於故事角色之保護模式援引至我國實務，期望能提供節目
版式為援用及解套，並反思我國著作權法體制下對於版式侵害認定之影響。
延續節目版式於智慧財產權上的保護困境，本研究乃欲探究節目版式
在法律低密度的保護下，電視機前的節目持續推陳出新之原因。並嘗試探
討電視節目版式是否符合近年學理上所提出之「智慧財產負領域」概念。
傳統的著作權誘因理論，認為唯有藉由智慧財產權方能提供創新誘因
並促進產業發展，本論文期待提出不同之思考脈絡，主張既然動態的產業
是由法律規定、社會規範以及商業經濟所共同建制而成，因此在法律效果
不彰時，產業內將會依據個別特性發展出產業機制以及內部規範來衡平抄
襲剽竊所造成之權利侵害、保障權利人利益、提供創作誘因，並進而維繫
產業發展。

電視產業發展與智慧財產權之互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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冀望能以本研究之歸納與淺見，提供未來版式產業在持續發展下，對
於擴大其保護之必要性提供相當之借鏡與反思。

關鍵字：電視產業、電視節目版式、抄襲、著作權、思想表達區分原則、
實質近似、智慧財產負領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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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Interactions Between TV Industry and IP:
The Example of TV-Format Creativity
Abstract
The term “TV-Format” could be defined as “ A written presentation which
sets forth the framework of the episodic series which the central running
characters will operate and which framework is intended to be repeated in each
episode, the story line, the setting, theme, music, light and so on, of the
proposed serial or episodic series and the central running characters which are
distinct and identifiab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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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TV content production industry has become a budding creative industr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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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lobally, and developed into a multi-billion-dollar business. This industry
expansion and increasing economic of scale have brought about attentions a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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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ebates to many related issues and disputes. This Article analyzes a fundamental
argument: due to the uncertain nature of the content-production busines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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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roduction disputes. The linehbetween
e n gpermissible
c h i U and impermissible copying

argues that similarity test fails in deciding copyright infringement over content

of expression is ambiguous and fuzzy under content production plagiarism.
Some may argue that legitimizing a new form of subject matter under

copyright law such as “Rights in Formats ” would best solve the problem, while
others seek protection under compilation works since the TV format could also
be regarded as a compilation of ideas.
Different from the past research, the Article attempts to offer an alternative
view in deciding TV formats protection by illustrating the copyright protection
for fictional characters under US Copyright Act. Further, the Article also
attempts to locate the TV-Format industry within the broader scholarship on
intellectual production without intellectual property, arguing that since the

電視產業發展與智慧財產權之互動
——以節目版式為中心
copyright protection is of limited help, the industry has developed mechanisms
to cope with its situation, without having to rely too much on legal protection.
In summary, the Article explains how the industry is managing to survive and
thrive in an environment that offers only a limited level of protection for
creative activity and tries to propose a novel theory to explain how the TV
format industry is able to cope with format imitation in the contemporary legal
regime, and reexamine the need to change the level of protection in the future.

政 治 大

Keywords: TV Industry, TV Format, Copyright Plagiarism, Idea/ Express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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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ichotomy, Substantial Similarity, Intellectual Property’s Negative Spa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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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緒論

第一章 緒論
本文欲研究電視節目版式（TV format）於既有智慧財產權制度下的定
位以及適用，並且欲探討智慧財產權法之外，產業內部的社會規範以及商
業策略對於整體產業之影響，並和法律在三相互動下，架構出何種產業運
作模式。第一節先介紹產業研究背景，並於第二節敘述研究動機和所欲探
討之問題於第三節闡述本研究之方法以及限制，並在最後一節為論文架構
之羅列。

第一節 研究背景

政 治 大
自 1920 年以來，隨著科學發明進步、政府管制放寬及傳播媒體發展。
立
電視已經從傳統的資訊傳播工具，轉變成人民生活中不可或缺的文化娛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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產物。根據統計，全球的電視頻道數量已經超過 2000 台，每日觀看電視
節目的人口亦已超過 30 億人次1。在針對 76 個觀看國家當中，平均每個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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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天花費在電視觀賞上的時間為 3 小時又 12 分鐘 ; 當中又以北美洲的時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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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長，平均為 4 小時又 35 分鐘2。隨著觀賞電視的生活化以及普及化，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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視節目產業成為市場機會的象徵，產業內的商業互動頻繁，整體商業產值

Ch

i
n
U

v

特別之處在於，電視機前所呈現者，通常是已經拍攝及錄製完成的節

engchi

目，在產業下得以藉由販賣或是授予播送權的方式為交易。惟，該些節目
的前身，亦即記載電視節目的內容、流程、順序、對白、演出人員等元素
之架構模式「電視節目版式（TV format）」亦是產業底下極具經濟價值的
交易客體。
根據國際電視版式認證暨保護協會(Format Recognition and Protection
Association)的資料統計，電視節目版式的商業產值已高達 93 億歐元。在
2006 至 2008 年間，國際上經有 445 個電視節目版式交易至全球 57 個不同

1

One Television Year in the World, Jacques Braun, Eurodata TV Worldwide, available at:
http://www.international-television.org/archive/2010-03-21_global-tv-euro-dataworldwide_2009.pdf (last visited: 2015/06/10).
2 Id.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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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國家3。
隨著經濟價值的攀升及交易行為之頻繁，相關的爭議案件亦時有所聞。
從智慧財產權的角度觀之，電視節目版式在既有的智慧財產權制度下的定
位為何仍尚未明朗，因此電視節目版式與著作權制度之關係乃為相關研究
論著的討論重點，請參下表一。
自 1710 年著作權法安妮法（The Statue of Anne）開始，著作權法即成
為保障權利人、提供創新誘因以及促進國家文化創新的重要工具。 基於
著作權所欲保護者，乃豐富精神生活的文化創作。其與大眾生活文化高度
相關，並且在創作的認定以及能力門檻上亦較寬寬鬆，對於吾人的生活影
響甚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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隨著電視節目版式亦為個人因為心智活動所產生之具備經濟價值的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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品。其在著作權法上的適用及定位乃為本文焦點。此外，產業下是否有其
他別於法律保護的內部機制或是商業策略來維繫產業發展。

‧

n

er

io

sit

y

Nat

al

Ch

engchi

i
n
U

v

3 FRAPA Annual Report 2013, available at: https://www.frapa.org/wpcontent/uploads/2014/04/FRAPA_annual_report_2013.pdf (last visited: 2015/6/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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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國際間版式爭議案件
時間

1989

國

當事人（原/被

家

告）

英
國

版式名稱

法院認定版

原/被告勝訴

式抄襲

Green v.

Opportunity

Broadcasting Corp

Knocks/

of New Zealand

Opportunity

無著作權

原告敗訴

有著作權

原告勝訴

Knocks
Love Letters/

Entertainment v.

unknown

Antenna 3

政 治 大

牙
1999

丹

立

Productions Ltd v.

Millionaire/ Kvit

Danmarks Radio

Eller Dobbelt

原告勝訴

成立榨取他人
努力成果

CBS Broadcasting

Survivor/ I’m a

Inc.v. ABC Inc.

Celebrity- Get Me

Nat

有著作權

Out of Here

Sendeformat

io

德

無著作權

n

al

國
1999-

荷

Castaway

2004

蘭

Television

L’e
cole des fans

Ch

Big
eSurvive!/
hi
n
c
g
Brother

‧

美
國

2003

Who Wants to be a

學

2003

Celador

‧ 國

麥

有實質近似

原告敗訴

無實質近似

y

班

Endemol

sit

西

無著作權

原告敗訴

iv
n
U 有著作權

原告敗訴

Productions Ltd v.

er

1994

無實質近似

Endemol
Entertainment
International
2004

巴
西

TV Globo &

Big Brother/ Casa

Endemol

dos Artistas

Entertainment v. TV

有著作權

原告勝訴

有實質近似

SBT of Brazil
2005

美
國

2005

比

RD Media Film vs.

Wife Swap US/

Fox Broadcasting

Trading Spouses

Tailor-Made Film

Don't Get Mad…

vs. VRT

Gen Even/ De
3

有著作權

原告勝訴

有實質近似
有著作權

原告勝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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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uisploeg

有實質近似

Endemol vs. TVM

Big Brother/ L-

有著作權

Malta&others

ispjun

Maradentro

Epitafios/ Epilogo

利
時
2007

馬
爾

原告勝訴

有實質近似

他
2009

西
班

有著作權

Producciones S.L.

原告勝訴

有實質近似

v. Sogecable

牙

Television de
Galicia

牙

versions of What

‧ 國

Think)/O Paris Dos
Ananos

Sociedad Espanola

Carrusel Deportivo/

de Radiodifusion

Tiempo de Juego

有著作權

vs. Radio Popular

原告勝訴

有實質近似

io

無著作權

原告敗訴

臺

Endemol Nederland

n

Robinson & Les

原告勝訴

大

灣

原告勝訴

有實質近似

Robinson
有著作權
a
v
i
Productions
Curiosite/Robinson
l Nilem
n
有實質近似
C h Surcroe
vs. France
engchi U

加
拿

2014

Te Vale(all Spanish

Kids Really

Nat

牙

Te Entrolles and Ya

有著作權

‧

西
班

2011

政 治 大

學

2011

立

No Em Rattlis, No

y

班

Atomis Media vs.

sit

西

er

2010

Animation & others

1 vs 100/ 挑戰 101

& Endemol USA /

視聽著作未有

全能製作股份有限

實質近似

公司

資料來源：本研究參考 FRAPA 2011 Report, available at: https://www.frapa.org/wpcontent/uploads/Report/FINAL%20FRAPA_Report_2011.pdf (last visited: 2015/6/21). ; Jean K
Chalaby, The Advent of the Transnational TV Format Trading System: a Global Commodity
Chain Analysis, MEDIA, CULTURE AND SOCIETY,1,15(2015); 張瑞星，論電視節目版式之著作
權保護，科技法學評論第 8 卷第 2 期，頁 104-106，2011 年 12 月; 廖沛穎，探討電視節目
版式之法律保護，國立臺灣大學法律學院法律學系碩士論文，頁 75-76，2010 年 10 月所
製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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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 研究動機與問題
「如果沒有版式權的存在，則站在法律的角度上來看，電視節目版式
的商業價值是零4。」

本文立基於個人過去之所學之知識以及想法，從課堂學習、資料蒐集、
資料整理以及師長請益。欲從電視節目版式的特性出發，結合過往法律背
景，探究其與智慧財產權之互動關係。甚者，並欲從商業角度的思維脈絡
重新審視電視節目版式產業。嘗試以淺學探討產業下的困境，以及擴大版

政 治 大

式權之必要性。期望能提供產業參與者、未來立法者以及後續研究論著有

立

所助益。

‧ 國

學

壹、電視節目版式於智慧財產權下的適用困難

‧

智慧財產權係指有關人類運用智慧從事創作活動所得之結晶而以法律
加以保障的權利5。然其特別之處在於，智慧財產權乃為一種由國家所創

y

Nat

sit

設，公益色彩相當濃厚的智慧財產權。既舉和節目版式最為相關的著作權

er

io

為例。著作權制定意旨在保護創作人權益、提供創作誘因，並進而促使國

al

n

v
i
n
Ch
及利益衡平角色。著作權法下針對著作要件的規定、思想概念之排除適用
engchi U
家文化發展。因此，著作權扮演著權利人私益與文明發展社會公益的調和

以及合理適用的除外規定等，均是考量文化發展仰賴資訊流通以及創作累
積下的立法選擇結果。
電視節目版式亦為個人因其心智活動所產生之具經濟價值的作品。 然
其依據其本身的特性卻可能因為思想與表達區分原則，著作侵權認定的實
質近似原則等原因，而無法同於其他創作作品受到相同程度之保護，在著
作權的認定上受有諸多限制以及排除適用。
本文即欲先就電視版式的定義、特性以及特色介紹，並且探究其與現

4

“If no such right exist, then the commercial rate for the format, at least form a legal point of
view, is zero.“ McInerney, Peter and Rose, David, Television formats and copyright protection,
The Times, 2 March 1999.
5 羅明通，著作權法論 I，頁 1，2014 年八版。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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存著作權成立上扞格之處，以及著作權法對於電視節目版式所提供的保護
效果以及缺失，諸如創作上所生的抄襲、搭便車效應(free-rider)等負面效
果。同時，藉由過往之判決為整理及學術論著，嘗試釐清擴大著作權法之
保護範圍，將對於產業以及社會之影響。

貳、節目版式擴大保護必要性
立基於傳統智慧財產權以及著作權法採取之誘因理論（the incentive
theory），電視節目版式將會因為不可排他性、高度流通性、複製成本低廉
以及搜尋抄襲者困難等特性。導致市場上的搭便車效應（free-rider）顯著，

政 治 大

並進而使市場上願意支付代價，從事版式授權及購買的人數減少，版式供

立

應者無法獲得應有之報酬，降低產業內部的創作誘因6。

‧ 國

學

然而，不同於傳統誘因理論之見解，電視節目版式在受到相當限制的
著作權法及其他智慧財產權法的保護下，產業內部的創作未見下滑，反倒

‧

持續呈現高幅度成長。此項趨勢亦開始動搖了無形資產是否真的需要藉由
智慧財產權法來保護的論證。

y

Nat

sit

此種「智慧財產權法效果不彰，但產業仍維持高度創新成長的現象」

er

io

亦存在於部分領域產業。學理上有論者嘗試歸納該些領域的特性以及成因，

al

n

v
i
n
Ch
些領域亦根據產業特性發展出內部規範以及商業策略，提供與法律相當抑
engchi U

並且以「智慧財產負領域（negative space）7」為稱呼。在法律保護下，該

或更甚的保護效果。

本研究乃欲延續節目版式於智慧財產權上的保護困境，探討產業底下
依照特性所發展出來的產業機制、社會規範以及商業策略。探討其如何在
法律有限的保障下，提供有效制衡抄襲所生之不利益、提供創作誘因、維
繫產業運作。並且嘗試援用智慧財產負領域的概念，將版式產業為比較及
歸納，探究其是否具備此種特性。

6

參考中華百科全書，http://ap6.pccu.tw/Encyclopedia_media/main-soc.asp?id=5957，最後瀏覽
日：2015/6/10。
7 Kal Raustiala & Christopher Springman, The Piracy Paradox: Innovation and Intellectual
Property in Fashion Design, 92 VA. L. REV. 1687,1764 (20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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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於我國法之適用啟示
本研究最後欲藉由研究結論的整理，提供我國法未來在面對電視節目
版式之相關爭議時，作為參考與借鏡。並在未來版式產業持續蓬勃發展之
下，探討智慧財產權存在以及擴大保護的必要，產業內部的機制及規範能
提供多少保護，以及其效果上之極限。

第三節 研究方法與限制

政 治 大
本篇研究以文獻資料為主。藉由過往文獻資料的整理，探討電視節目
立

壹、研究方法

版式與智慧財產權法的關係，以及產業內部的社會規範對於維繫產業運作

‧ 國

學

的效果及影響力。

‧

從整理國內外之學術論文、學術期刊、專書論著、網路資料、產業發
展年報、產業統計、研究報告、法令規章、各國判決、上課教材為蒐集，

Nat

sit

y

分類、整理，並將有用的資訊彙整運用，以深入理解電視節目版式的特色

er

io

以及其在智慧財產權的定位。

al

在探討電視節目版式和智慧財產權法的互動之前，本文整理過往研究

n

v
i
n
Ch
學者對於電視節目版式之定義及解釋為整理，並從比較及彙整當中，重新
engchi U
對於電視節目版式為法律上及商業上的定義。接續藉由產業內部組織的年
度報告及過往學者研究之數據及資料中，對於電視節目版式產業的發展、
環境以及趨勢為概述。
於後，從著作權法的立法目的及我國著作權法條規定、法院判決、機
關函示，探討電視節目版式於我國著作權法的適用上的難題，並且藉由國
內外學術期刊、論文研究和專書論著等，探討國際市場下的電視節目版式
在法律保護上的困境。接續以國際間涉及電視節目版式的判決為介紹和比
較，嘗試藉由整理的方式探討各國法院對於版式著作性的態度及趨勢，期
望能提供我國著作權實務為參考與借鏡。
在探討完電視節目版式於智慧財產權法上的適用困境後，本研究整理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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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術論文、學理期刊來介紹何謂智慧財產負領域。並且藉由專書論著、產
業組織年度報告、統計資料以及網路資料，探討電視節目版式的產業機制、
內部規範及商業策略，並進而檢視產業是否符合學理上對於負領域之定義。

貳、研究限制
本研究既以文獻探討為主要之研究方法，將會碰到文獻選擇、名詞定
義以及產業範圍上的限制。

ㄧ、文獻限制

治
政
大
上的函示及判決亦屬少數。因此在文獻的選擇上多以國外的期刊論文、專
立
書論著、網路資料、統計文獻以及法院判決為主。因此，本文在解釋及呈
我國過往對於電視節目版式相關的學術研究以及期刊論文不多，實務

‧ 國

學

現上可能會有主觀價值及翻譯移植上的缺失。

此外，基於電視節目版式乃全球化之產業，相關討論學術討論及文獻

‧

資料亦應為豐富。然，基於語言上的限制，本研究之文獻參閱僅限於英文

io

sit

y

Nat

文獻，恐限縮在特定區域或是文化研究態樣，難以全球市場為宏觀研究。

n

al

er

二、電視節目版式定義上之限制

i
n
U

v

電視節目類型廣泛，縱使相同類型的節目，其因為創意內容差異，在

Ch

engchi

表現形式以及組織架構上亦將大相徑庭。此外，基於不同國家間著作權法
對於創作性的要求不同下，對於版式的解釋上也會出現差異。此外，我國
亦未有對於 TV Format 一詞有通用的確定名稱。過往的學術論著亦有稱之
其為電視模板8 等見解，惟本文在考量其特性及解釋翻譯後，採用「版式」
一詞為討論研究。
本文整理過往學理及實務對於電視節目版式一詞的定義，然僅能為形
式上的勾勒，難以呈現版式實質的具體樣貌。惟本研究本即未欲清楚定義
節目版式一詞，因為版式在其性質特殊而難以定義下，導致其在智慧財產
權上的定位模糊，乃為本研究之討論重心。
8

廖沛穎，探討電視節目版式之法律保護，國立臺灣大學法律學院法律學系碩士論文，頁
13，2010 年 10 月。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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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產業範圍之限制
製作一個電視節目，從創意概念、具體架構、開拍演出到最後的播出
呈現，所涉及之流程複雜，參與之人員之專業背景亦屬廣泛，可能包括創
意提案、編劇、製作人、導播、美術指導、戲劇指導及宣傳人員等。
縱使本文討論者乃為電視節目版式，然基於節目版式乃為節目具體呈
現的前階段產物，與整體製作過程和參與人員亦屬高度相關。因此，本文
在為產業範圍界定、內部文化規範以及產業參與者討論時，亦難為清楚界
定與劃分。

立

治
政 研究架構
第四節
大

‧ 國

學

本分成四個部分來做探討。第一章先介紹研究背景及研究動機，並點
出問題意識。隨後為研究方法以及限制上的介紹。第二章針對何謂電視節

‧

目版式為定義及製作上的介紹。並且介紹版式產業從 1950 年至今的發展
過程及其產業特色。

Nat

sit

y

第三章深入探討電視節目版式在既有的智慧財產權制度下的適用困境，

er

io

並且以實務上最常被討論的著作權法為核心研究重點。包含電視節目版式

al

v
i
n
Ch
區分原則及著作侵權的實質近似原則於判斷版式抄襲上的弔詭所在。
engchi U
第四章則承接第二章及第三章的研究結論，探討電視節目版式在智慧
n

與各著作類型的關係及其原創性之討論。並將章節重點放置於思想與表達

財產法律保護不彰的情況下，究竟是憑藉哪些產業機制、社會規範以及商
業手段得以幫助產業平衡抄襲行為、提供創新誘因，並且促使產業繁盛發
展。並且藉由介紹學理上對於智慧財產負領域的定義及解釋，探討電視節
目版式是否具備此種特性，而得被歸類為此種領域類型。
第五章結論與建議則呈現研究結果，包含研究結論，研究建議以及後
續研究建議。試圖針對版式產業所呈現出來的特色，質疑過往著作權立法
及修法所依循之誘因理論是否仍為提供誘因，刺激創新，提升國家文化發
展的最佳解套。在近年大量提倡版式權的潮流下，提出新的理論以及觀點，
幫助產業尋找出新的答案。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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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電視節目版式產業概況
當今，電視節目已經在人民生活中扮演不可或缺的地位。從二十世紀
開始，電視早已從國家政府的傳播工具轉變成為涵蓋娛樂及文化的傳播工
具9 。其綜合了廣播、舞台、電影等各種藝術技巧，並加上多樣化的取材，
突破傳統藝術受到時間、地點以及表達方式的限制，成為一種綜合藝術、
傳播媒體和娛樂的工具10。
而電視節目版式更是電視節目之前身和依據圭臬，在探討其於智慧財

政 治 大
視節目版式及其產業概況。第一節嘗試界定何謂電視節目版式及其範疇，
立
產領域的定位及其與著作權法的互動之前，本文將先於第二章介紹何謂電

‧ 國

學

並簡述其產生之方式和所具特色。次節將介紹版式產業於 1950 年至今的
整體發展和趨勢走向，並會在第三節分析產業下觀眾對於節目之需求面和

‧

節目版式製作之供給面各自具備何種特性，致使產業呈現特殊之風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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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節 節目版式定義及產業範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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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電視節目版式便好像一份食譜，可讓電視的概念和創意雲遊四海，
ni

i U

he

ngch
不受限於地理或語言上的限制。因此，這份食譜涵括了所有該領域的食材，
讓世界各地的製作人可以憑藉著來自外國的模板，改編成具備地方特色，
並代表地方文化的節目11。」
-Michel Rodrigue12
9

謝章富，電視節目設計研究，國立藝專廣播電視學會，民國八十三年，頁 30。
同上註。
11
“It's a recipe which allows television concepts and ideas to travel without being stopped by
either geographic or linguistic boundaries. To achieve this, the recipe comes with a whole range
of ingredients making it possible for producers throughout the world locally produce a television
programme based on a foreign format, and to present it as a local television show perfectly
adapted to their respective countries and cultures. ” See ALBERT MORAN & JUSTIC MALBON,
UNDERSTANDING THE GLOBAL TV FORMAT,19,Intellect Ltd (2006).
12
Michel Rodrigue 為 1996 年模板代理公司 Distraction Formats 的執行長，
http://www.asiatvforum.com/programme/Speakers2014/Michel-Rodrigue/（最後瀏覽日：
2015/06/07）
。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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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電視節目版式
在探討電視版式所涉及之著作權爭議及其所產業所呈現之特殊現象前，
須先就節目版式的定義、製作和特色予以介紹。然基於版式一詞所涉之範
圍過廣，欲全面及完整的定義顯非易事，易顧此失彼。本文整理國內外研
究論者針對版式所下之定義為整理並嘗試再為重新定義。更將參酌實務上
對於電視及版式之操作，簡述版式發展所涉及之四階段流程及其所呈現之
特色。

ㄧ、版式之定義

政 治 大

針對電視節目的定義，美國編劇協會（Writers Guild of America）曾在

立

1960 年的影視基本協議（1960 Television Film Basic Agreement）中定義節

‧ 國

學

目版式為：「同一系列電視節目內容架構的書面資料; 必須包含節目中各角
色的功能，且其內容架構必須在這一系列節目中重複被利用13。」然此定

‧

義可能限縮節目版式必須為書面形式的具體記錄，而忽略了版式一詞所涵
蓋之範圍尚包括綜藝節目及實鏡節目等仰賴即興呈現之節目。諸如選秀節

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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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和遊戲節目中的真實呈現便難以事先具體記錄於書面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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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國亦曾在 1990 年的廣播電視法案（British Broadcasting Bill）嘗試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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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 h 「可以重複操作，並被理解成為一系列，且
目模板（format program）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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義企劃（paper proposal )，並認定企劃為針對節目模板所記載之計劃; 而節

蘊含著相當程度原創性的電視節目模板14。」 此定義賦予節目版式相當寬
廣的認定空間，然一體兩面，此空泛的定義卻被認定在實質內容上欠缺明
確性而無法成為有效的判斷基礎15。
學理上，早期美國學者有提出：「節目版式是經過撰寫的呈現，其為
一系列或單元劇的節目設定架構，讓核心角色可以據以為操作，而使該架
構得以在各集中重複再現。包括節目設定、主題、主要或常用的故事情節、
13

Robin Meadow, Television Formats-The Search for Protection, 58, CALI. L. REV.1169, 1170
(1970).
14
Neta-Li E. Gottlieb, Free to Air- Legal Protection for TV Program Formats, INTELL. PROP. L.
REV. 211, 212(2011).
15張瑞星，論電視節目版式之著作權保護，科技法學評論第 8 卷第 2 期，2011 年 12 月，
頁 83-84。
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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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有詳盡特質而可供區別辨認的核心角色，以及各角色間的互動16。」英
國亦有學者提出：「電視版式必須有電視節目的核心思想，並且藉由其固
定的骨架結構成所呈現，搭配故事情節、一連串事件或要素、具體角色、
名字、特殊設計及道具、口號、或其他可以重複再現的元素17。」
針對此難題，我國有論者曾嘗試定義節目版式為：「節目版式是指節
目的內容鋪陳已經過詳細推敲，包括故事的情節、角色的描述、主角的選
取、布景、音樂、遊戲規則、圖像的呈現、對白的處理、製作的流程等都
已經完整規劃，這些元素的排序以及選擇成為製作節目的藍圖18。」亦有
論者建議版式應論為：「節目模板係製作團隊運用創意巧思，經過詳細策

政 治 大

劃，將各種素材如節目流程、主題、故事情節、角色特質、人物互動、遊

立

戲規則、對白口號、美術布景、音樂、攝影、主持風格、節奏氛圍…等等

。」

‧ 國

19

學

予以選擇並加以串聯編排，形成獨特的節目架構可供辨識並可重複再現

‧

站在法律的角度上，因為版式一詞廣泛地包含各種類型節目的架構，
類型可能涵括歌唱節目、遊戲節目、真人實鏡秀、劇本戲劇，彼此之間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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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相當不同的風格以及特徵20，因此欲清楚地定義電視節目版式一詞非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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困難，易顧此失彼，掛一漏萬; 然若自商業角度，將版式產品交易的角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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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主角選取、布景音樂等節目之主要構成元素，並得據以為操作。此外，
engchi U
觀之，則版式應該可以被認定成為一個詳加記載節目的主題內容、操作流

其亦可能包括從電視節目從整體製作、發展規劃、預算核銷、行銷計劃、
市場反應等涉及節目從最初的提案到最終觀眾的反應及回饋等一切相關資
訊，並且針對各些細節資訊為清楚之操作說明21，能夠幫助買主節省時間
及成本來製作出相類似節目之商品。

16

Robin Meadow, supra note 13, at 1170.
Lisa Logan, The Emperor’s New Clothes? The Way Forward: TV Format Protection under
Unfair Competition Law in the United States, United Kingdom and France: Part1, 20(2) ENT.
L.R. 37,37 (2009).
18
張瑞星，前揭註 15，頁 115。
19
廖沛穎，前揭註 8，頁 13-14。
20
Jean K. Chalaby, The Making of an Entertainment Revolution: How the TV Format Trade
Became a Global Industry, 26 EUR. J. COMM. 293, 294(2011).
21 MORAN AND MALBON, supra note 11, at 60.
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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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版式之製作
一份電視節目的製作通常會經歷以下四個階段。首先必須有一個核心
的基本創意和內容，通常稱之為「創意構想(program idea)22」。創意構想為
節目內容的根本，也是傳統上吾人認為電視節目之獨特性及最高價值所在。
構想來源不一而足，可能從靈感、聯想、模仿以及創造等各方面向23。創
意提案人可能會從過往播出的節目中將元素為觀察、體驗、思想、選擇、
組和以及表現後為自我創造或是聯想啟發成一個創意內容24。在電視產業
當中，聯想和靈感可以說是創作之泉源25，亦是著作權法所鼓勵的目標對
象。

政 治 大

此外，創意構想的來源亦可能源自於模仿，然必先予以敘明，此處所

立

討論之模仿和單純的抄襲尚屬不同。模仿乃為一種便捷的構思方式，是一

‧ 國

學

種涵蓋觀賞消化、觀察吸收及創新發揮的能耐，並且和欣賞、選擇、判斷
的能力具備高度的關聯性26。電視節目的創意提案之模仿對象可能來自於

‧

國內外的其他節目，然若只是單純地移植節目之內容或是製作高度相似的
節目，在相同地區可能會因為喪失市場先進者優勢而失去新鮮感或被認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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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為抄襲作品而不具優勢; 又當模仿的客體為他國節目時，倘若未有善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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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量當地民俗國情來再行創作出符合市場需求的節目時，則亦難以複製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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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鑑於著作權法之終極目標既為促進國家文化發展，因此著作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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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之成功經驗。

的排他權賦予僅保護創作人之具體表達而不及於抽象之思想或概念27，因

此單純在創意上的模仿和抄襲在著作權法上並未有所區隔。基於此原因，
電視節目版式之模仿和抄襲之爭議便時常坐落於究竟被控者所呈現出來的
是為創意和思想上的模仿，抑或是具體表達上之著作權侵害。此爭議將於
本文第三章討論之。

22

Stefan Bechtold, The Fashion of TV Show Formats, MICH. ST. L. REV. 451, 462(2013).
謝章富，前揭註 9，頁 43。
24
同前註，頁 52。
25
同前註，頁 43。
26
同前註，頁 52。
27
我國著作權法第 10 之 1 條：
「依本法取得之著作權，其保護僅及於該著作之表達，而
不及於其所表達之思想、程序、製程、系統、操作方法、概念、原理、發現。」
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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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第二階段，當節目的創意內容經過具體聯想及延伸後，會被記錄成
為節目企劃，或稱作節目藍圖（paper format）並予以提出28。此時的節目
企劃大多會開始進行相關資料的蒐集及編審，例如納入考量大眾之興趣、
時代之潮流、國家的政策、節目之目標和預期的反應等趨勢方向為審酌29，
並且逐漸勾勒出節目主旨、特色類型、訴求對象、表現方式、預期效果、
經費安排等概念30。並在經過提案人報告、企劃審查會議討論、製作團隊
核可通過後，團隊便開始加入較為細節性的描述和具體規劃31，諸如內容
主題、具體名稱、進行方式、訴求觀眾、目標市場、場地安排、人員派定、
美術指導、製作助理、擬定推廣計劃及派定宣傳人員等細節確立32，並具

政 治 大

體記載於版式架構上(program format) 33 。

立

於該基礎的版式下架構上，電視公司會開始著手進行節目的製作，並

‧ 國

學

且隨著拍攝的進度為架構上的陸續增修和討論，細節化內部元素。包括可
能如氣氛的營造、音樂的選取、場景的選擇、舞台之設計、預算之核銷、

‧

演員之特色、對白之記錄、目標市場之競爭者等細部元素，隨著各節目之
特色不一而足，並且以此拍攝並播出成為一系列的電視節目(episodes) 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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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不同於節目之單純創意提案，該經過具體構思、審議並且詳加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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錄的電視節目架構是否仍僅同於構想和概念而無由得受到著作權法之保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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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於大眾產生負面效果; 抑或應該使該版式架構同於其他智慧財產權，考
engchi U

則恐有疑義。若過度針對該版式架構為保護，是否恐致生思想上的壟斷並

量其亦經過製作團隊運用大量智慧和創意精神投入，若在能表達一定的創
作性於外部形式下，並且足資彰顯製作團隊之個性或獨特性時，是否應該
賦予其著作權保護方能保障其權益並且促進國家文化發展即為版式案件之
爭議所在，將於本文第三章詳加討論。
此外，除了上述的四個流程規劃，鑑於電視節目乃為一個必須經由觀

28

Bechtold, supra note 22, at 462.
謝章富，前揭註 9，頁 56。
30
蔡念中、劉立行、陳清河，「電視節目製作」，五南圖書，1996 年出版，頁 53-61。
31
同上註。
32
謝章富，前揭註 9，頁 39。
33
Bechtold, supra note 22, at 462.
34
Id.
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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眾反應和市場考核後再為修訂的雙向溝通(two ways communication)產業35，
因此隨著電視節目於開拍時細節性地記載製作流程和相關注意事項等，製
作團隊通常都還會從觀眾的反應、收視喜好、評價質疑為架構上的調整及
修正，並且被清楚加入於該版式架構。隨著該版式架構的詳盡規劃和記載，
其內容和價值早已遠高於剛開始規劃和設定的初始版式。產業內部通常賦
予其一特殊名詞，稱之為版式聖經（format bible），並且被各製作團隊奉
為圭臬。
承前所述，版式聖經的特色在於其詳加地記錄該節目從創意發想一路
發經過提案、研議、審查、核可、拍攝、錄製、評鑑、回饋等所有製作該

政 治 大

節目的相關知識技術和過往經驗，亦為其價值之彰顯。因此，一個成功節

立

目所依據的版式聖經，除了可以幫助其他製作團隊節省時間及成本下創作

‧ 國

學

出相類似的節目外36，更是節目版式在未有法律保護下，產業間卻仍願意
向原創團隊支付高額金錢所欲窺探並取得之對象，其價值及重要性不可言

‧

喻其，將於本章後段討論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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謝章富，前揭註 9，頁 34。
Gottlieb, supra note 14, at 2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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創意構想
創意內容提出

節目企劃
創意聯想延伸 資料蒐集編審
市場對象設定 主旨類型確定

節目版式
內部細節規劃 具體描述記載
架構流程確定 節目版式成品

聯合開發
制度

電視節目授權交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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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來源：本研究製作

‧

圖 1:電視節目製作流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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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電視產業下，產品的交易市場通常都可以區分為初級市場與次級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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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版式之特色

場。初級市場乃交易已經拍攝完成之電視節目，即為上述之第四階段所謂
之電視節目(episodes)。細探其就，既然該電視節目得以成立著作權法上視
聽著作37，則原創製作團隊乃將其對於電視節目的公開播送權38及公開上
映權39為授權與交易。另，次級市場所交易者乃為「如何製作節目」的知
2 條第 7 款：「視聽著作包括電
影、錄影、碟影、電腦螢幕上顯示之影像及其他藉機械或設備表現系列影像，不論有無
附隨聲音而能附著於任何媒介物上之著作。」電視節目與視聽著作之關係將於本文第三
章第一節討論之。
38
我國著作權法第 3 條第 7 款：
「公開播送權：指基於公眾直接收聽或收視為目的，以有
線電、無線電或其他器材之廣播系統傳送訊息之方法，藉聲音或影像，向公眾傳達著作
內容。由原播送人以外之人，以有線電、無線電或其他器材之廣播系統傳送訊息之方法，
將原播送之聲音或影像向公眾傳達者，亦屬之。」
39
我國著作權法第 3 條第 8 款：
「公開上映權：指以單一或多數視聽機或其他傳送影像之
方法於同一時間向現場或現場以外一定場所之公眾傳達著作內容。」
37內政部著作著作權法第五條第一項各款著作內容例示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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識技術和相關為交易客體，因此在次級市場所交易的商品客體便是具體記
載節目製作等細節之節目版式，或稱之為版式聖經。
站在一個電視製作團隊的立場，在為購買節目或是版式為考量或選決
定時，通常會有以下之考量：如果藉由購買完成之電視節目，則可以享有
他人所建議之節目品質、品牌效果及風潮營造。反之，若選擇版式購買則
可以降低重新設計並製作一個新節目所生的風險及成本，亦可以配合目標
市場的觀眾客群為修改及調整，將他人成功的節目予以融合當地之風土民
情和流行元素，進而創作出一個獨特又原創的全新節目。過往的產業經驗
中，有嘗試融合觀眾參與、當地品牌創造以及策略性的行銷等元素來提高

政 治 大

對於觀眾的吸引力並進而提高節目成功機率的個案40。

立

承前所述，不同於拍攝完成之電視節目為一個固著於特定媒介物、經

‧ 國

學

過具體及特定影像呈現，並且通常具備視覺和聽覺效果的作品。電視節目
版式乃為一個在節目內容、情節架構、進行流程、角色選取、對白台詞、

‧

舞台設計、美術背景、燈光效果、音樂選取、製作流程等內部元素為選取
及編排，形成一個具備識別性、重複再現性的獨特節目架構。在一份針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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節目版式買賣的研究中發現，單純購買其他國家拍攝並且播出完成的節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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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到市場歡迎的比率為 69%41; 然而，藉由購買版式並且製作相同構想的

al

n

v
i
n
Ch
2000 年的分析資料顯示，購買既存版式所幫助省下的製作經驗、消費者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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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地節目，成功移植地機率便提升至 75%42。此外，根據版式大國美國於

為、市場研究以及廣告品質資訊可以幫助省下大量的時間及金錢成本，此

外所購買的外國版式中一般都會有 80%的元素及內容可以直接採用無需修
改; 只有剩餘的 20%需要再被更動及變更43。
因此，電視節目版式之價值除了存在於其將一個抽象的創意提案予以
細節及具體化，形成一個具備識別性的獨特架構，使製作團隊及演出人員
得以為遵循並且為具體呈現，更存在於電視節目背後製作團隊的智慧投入、
40

Silvio Waisbord, McTV: Understanding the Global Popularity of Television Formats, 5
TELEVISION& NEWMEDIA. 359, 380 (2004).
41 TED MAGDER, The End of TV 101, Reality Programs, Formats, And the New Business of
Tele-vision in REALITY TV, REMARKING TELEVISION CULTURE 147(2004), available at:
http://jclass.umd.edu/classes/cpsp222/realitv.pdf (last visited: 2015/6/18).
42
Id.
43
John Hazelton, ‘Re-made in the USA’, TELEVISION BUSINESS INTERNATIONAL, 51,52 (2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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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識技術和累積經驗，可以幫助他人為製作相類似之節目。

貳、版式之產業發展
電視節目版式至今的快速發展，主要可以歸功於四個原因：首先為各
國政府對於電視節目的管制放寬，至使節目成為傳播文化以及知識的重要
工具。次之，科技技術的持續進步致使全球資訊快速流通。此外，版式市
場的成熟發展及獨立廠商的百家爭鳴亦為重要推手。最後，市場上《Who
Wants to be a Millionaire?》、《Survivor》、《Big Brother》以及《Idols》的成

政 治 大
：
之發展主要可以區分成下列五個階段
立

功經驗更促使交易市場繁盛熱絡44。依照年代為劃分，電視節目版式產業

ㄧ、1920 年以前：電視為國家所掌控

學

‧ 國

45

‧

於 1920 年代時，英國及美國分別各據歐洲及美洲，並且為全球科學技
術和文化發展快速進步地區，相較於其他國家享有科技、經濟、軍事等優

Na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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勢。該些優勢除了歸功於 1902 年所發明之無限通訊技術之外，英國及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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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所共享之語言及文化背景，更是彼此快速交流資訊及文化互通的關鍵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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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於該階段，人民生活間的傳播工具仍大多仰賴收音機，電視尚不普
engchi U

素。

及。因此頻道數量、時間地點、節目內容均受到各國政府的高度管制並且
保護。嚴格來說，電視只是一個幫助國家政府傳遞文化、思想以及創意的
工具，並得憑藉其來傳遞資訊至其他不同的地區更甚國家46。於當時，英
國仍為海上強權，並將其文化影響至其所掌控的廣大殖民地，例如澳洲紐
西蘭即深受影響，而美國亦對於鄰近之拉丁美洲和加拿大有高度之影響。
因此，電視產業在後續發展之初時，交易都容易存在於英國和美國輸出，
並交易至澳洲、紐西蘭、加拿大地區等地區市場。

44

Chalaby, supra note 20, at 309.
ALBERT MORAN, GLOBAL TELEVISION FORMATS: GENESIS AND GROWTH, 6, Manchester
University Press (2013).
46
Chalaby, supra note 20, at 296.
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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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整體上而觀，此階段時期尚未有電視節目或是版式的產業概念或雛
形，亦鮮少有相關的商業交易行為47，電視在尚未普遍出現在人民生活中
之前，深受政府高度管控。

二、1935-1955 年：電視產業快速發展
隨著傳播媒體及廣播通訊的發展和普及，電視產業快速發展並且逐漸
取代收音機成為主要的思想傳播工具。自 1930 年代開始，政府對於電視
之管控鬆綁、資本主義興盛以及私有意識上升，均對於電視產業的發展產
生重大及深遠之影響48。自 1935 年開始，電視節目之內容開始呈現多元化，

政 治 大

如益智節目、喜劇節目、真人實鏡和電視影集等不同類型的節目如雨後春

立

筍般紛紛出現，並一併伴隨著相關商業上的交易出現。

‧ 國

學

除了政府管制及自由經濟等社會因素，當代科技的進步亦增加了電視
台之頻道數量，一併提升市場上觀看電視節目之需求量49。在同一國度範

‧

圍內，電視台開始將新推出或是較受歡迎的節目在相同地區為不同時段的

Na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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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時之產業交易仍然以拍攝完成的電視節目為大宗。

y

重複播出，並且開始嘗試將節目販賣或授權予其他地區之電視台為播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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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 1952 年時，國際電視公司 Fremantle Corporation 更首創將製作電視

v

節目的版式架構為跨國之販賣交易50。於其首開先河後，相關的國際版式
交易便相繼出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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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時之交易模式大多為英國或美國的電視節目公司將當地所製作較為
成功的電視節目，例如《The Price is Right》和《Wheel of Fortune》的版
式授權或是販賣給其他國家有興趣的著作團隊51。彼此雙方在節目創意及
構想具備相同的共識下，依照當地的文化及特性調整節目之內容、雇請當
地演員為演出、講述該國之語言，更甚至變更節目的名稱來進行節目的增
修及調整以便進入當地的市場。

47

Waisbord, supra note 40, at 360.
Id.
49
Id. at 360-361.
50
Chalaby, supra note 20, at 296.
51
Jean K Chalaby, The Advent of the Transnational TV Format Trading System: a Global
Commodity Chain Analysis, MEDIA, CULTURE AND SOCIETY 1, 2(2015).
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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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該階段，電視版式產業的商業產值開始受到關注，一國內或是國際
間也開始出現節目內容之創意模仿和創意的抄襲問題。然因為科技水準有
限，產業內部資訊不甚流通、參與者及交易數量均為有限下，版式的法運
保護和抄襲問題尚未受到具體之討論。

三、1955-1980 年：版式交易市場誕生
從 1955 年開始，電視節目版式市場在電視產品的普及化及資訊全球
化的發展下快速成長。電視製作團隊除了自我投入成本來研發新型節目外，
亦開始嘗試輸入他國之電視節目版式來製作。所購買者可能有已經為公開

政 治 大

播出抑或是尚未開拍製作的企劃書及版式。在節目內容的日趨多元下，版

立

式間的商業交易也開始策略性地擴張至與節目相關週邊產品，整體產業經

‧ 國

學

濟價值逐漸更加擴大。

然而一體兩面，電視版式產業發展下亦出現幾項問題：首先，以英

‧

國和美國為主要的版式出口大國出現了文化優勢的現象，並導致全球發展
不均。另在交易的日趨熱絡下，國際間的節目模仿和抄襲問題更是防不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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防，無所不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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針對電視版式抄襲的情況，美國和英國的應對政策非常不同。美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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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較傾向於當事人之間的和解來加以解決;
e n g c h i 反之，英國的電視節目公司則

的電視節目公司針對版式的抄襲現象，通常不願意至法院提起相關訴訟，

較傾向針對版式抄襲者來大舉興訟，而於此階段最有名的爭訟案件便是英
國知名節目《Opportunity Knocks》訴訟案。原告 Hughie Green 一路從紐
西蘭地方法院及上訴法院，最終上訴至英國樞密院52。然上述三審均不承

認電視節目版式得以成為英國著權法下的保護客體53，該案不但影響後續
英國電視節目公司及政府重視電視節目版式的法律保護問題，更促成
1990 年英國廣播法案（British Broadcasting Bill）增訂「版式權（Rights in
Formats）」之提案，將於本節後段詳論之。

52
53

Green v Broadcasting Corporation of New Zealand (1989) RPC 700.
I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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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1980-2000 年：全球交易市場成熟
自 1980 年開始，隨著全球市場的擴張、科學技術如衛星、數位影像技
術以及數位傳播系統進步及政府高放任態度，電視節目產業開始呈現高度
私有化、商業化以及全球化之三項特徵。該三種現象直接提高電視節目的
頻道數量並且增加市場需求，並間接地讓電視節目內容呈現多樣性及規模
化，促使大規模電視節目公司及產業中間組織相繼誕生，「版式(formats)」
ㄧ詞開始被正式重視並且重複使用於產業及交易中。
而全球電視節目產業之快速發展可歸功於 1990 年至 2000 年間的四個
知名節目之成功經驗，分別為《Who Wants to be a Millionaire?》、

政 治 大

《Survivor》、《Big Brother》以及《Idols》。這四個代表性節目不但廣泛地

立

授權至許多國家播出， 也因而帶動跨國買賣節目以及版式交易來讓全球

‧ 國

學

版式市場更加熱絡以及繁盛54。

《Who Wants to be a Millionaire》為 1989 年由英國知名主持人 Hughie

‧

Green 及其公司所創設。該節目成功地在實鏡節目中增加戲劇元素，並在
短短 10 年間便將版式授權至全球 108 個地區55。迄今已被授權至全球 1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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個國家，並且享有高達 20 億次觀看數量。最重要的是，該節目是版式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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業下第一個將電視節目結合品牌意識及商標使用56。《Who Wants to be 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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場詞、主持風格、燈光使用、拍攝角度等，均具備品質以及特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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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illionaire》認為其品牌的價值除了存在於節目的內容創意外，尚包括開
57

。並策

略性地將節目品牌活用至其他 140 項週邊產品，成就公司整體 40%之收益
58

。
1997 年瑞典公司 Castaway Productions 所設計之《Survivor》節目，亦

成功將實鏡節目融合淘汰機制而受到廣大之歡迎，成功地授權至全球 60
餘國59; 1999 年荷蘭 Endemol Productions 公司的《Big Brother》更率先將真
人實鏡節目中結合觀眾參與的投票淘汰機制並獲得空前之成果，並且成功
Chalaby, supra note 51, at 2.
Id. at 299.
56 Id.
57 Id.
58 Id.
59 Id. at 301.
54
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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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藉由商業策略擴張至全球 70 個國家60。而《Idols》則首創於英國之歌唱
選秀節目，不同於一般之選秀節目，其亦將參賽者私下之情緒以及參與比
賽的心路歷程為播出61。在呈現更加寫實的特色下，成功地和電視機前面
之觀眾產生共鳴並成為荷蘭史上觀眾評價最高的電視節目，並被授權至全
球 40 餘國，亦在美國成為境內收視率最高之節目。
版式市場的成熟交易機制和相關的成功經驗讓版式產業更加蓬勃。於
大環境下，越多越多公司加入生產和交易鏈、版式傳播範圍日趨擴大、市
場上流通版式量快速上升、各式類型的版式均得成為交易客體62。站在個
別電視公司的觀點，該如何降低製作版式成本並授權至其他地區的市場便

政 治 大

成為廠商之新課題。電視製作公司間開始拍攝耗資成本較的節目，如綜藝

立

節目或者是實鏡節目，因為該兩種類型節目均高度仰賴參與者的實際呈現，

‧ 國

學

以「真實性」及「即時性」為賣點，致使該型態之節目成為產業下之新寵，
蔚為風潮。全球節目版式在上述的推波助瀾下，產業之交易數量有爆炸性

‧

的成長並且發展成為一個具備數十億美金產值的市場63。產業間亦出現具
備經濟規模的大電視公司，例如美國的 Hollywood、英國之 Celador、荷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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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 Endemol Productions 和瑞士的 Strix Television64。此外，基於商業交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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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標準化，全球各地也開始嘗試製作並設計色特節目並且嘗試為輸出至其

v

他國家65，版式輸出大國逐漸從英國及美國擴張至荷蘭、法國、澳洲以及
日本等其他國家66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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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過往的經驗下，由於版式傳播範圍有限、產業間的參與者亦數量有
限、整體經濟利益亦尚未為可觀。然隨著商業利益增鉅、模仿及抄襲案件
層出不窮，版式之法律保護開始受到高度重視並且嘗試定出擬套方案。英
國在 1990 年曾經嘗試在英國廣播法案（British Broadcasting Bill）修正法
案中增訂「版式權（Rights in Formats）」於智慧財產領域。然卻因為法案
Id. at 302.
Id. at 302.
62 Id. at 306.
63 Chalaby, supra note 51, at 2.
64 Waisbord, supra note, at 361.
65 Id.
66 Jean K. Chalaby, At the Origin of a Global Industry: The TV Format Trade as an AngloAmerican Invention, 34, MEDIA, CULTURE AND SOCIETY 36, 41 (2012).
60
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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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規定內容缺乏明確性，且權利範圍定義過廣而無法成為有效的認定基礎
而未通過67。此外，考量智慧財產權的排他性以及壟斷性，一個缺乏明確
構成要件的版式概念恐怕會產生更多法律上的爭議68。
英國為史上唯一嘗試將版式予以立法的國家，不同於台灣著作權法針
對個別著作類型採取例示性規定，只要符合相關的要件便得主張受到著作
權法保護69。英國著作權法對於對於著作類型採取封閉示的列舉規定，因
此版式相關業者才會嘗試說服國家立法給予保護。然而該版式權之提案最
終無法突破明確性的要求而胎死腹中，除了證明版式背後所代表的利益及
價值已經受到高度重視之外，更造成法律定位的不明確下卻致使產業間模

政 治 大

仿及抄襲的情形日趨顯見。然而儘管抄襲的問題日漸浮現，版式產業間的

立

授權及買賣卻然持續繁盛。在日趨頻繁的交易下，這些規模性公司便開始

五、2000 年至今：全球版式產業高度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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思考並嘗試建立一個產業間所通用的規範平台及交易方式。

於 2000 年發展至今，版式產業除了市場機制成熟、交易數量大、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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業產值高、參與者人數上升之外。公司間亦開始出現不同於傳統大公司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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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型、專業的獨立製片商、代理商、銷售商70。在產業參與者日趨多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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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建立一個產業內部的規範體系並且重視版式價值便成為此時間的關注重
engchi U
相對地造成產業內部的複雜度提高，產業內部規範效果下降。因此，該如

點。

於此同時，產業內部開始發展出電視節目及版式的商展(trade fairs)以
及產業專刊來幫助內部資訊的交流並了解全球發展趨勢71。最重要的是，
此種展覽會通常都採用寄發邀請函的方式，並且在展覽期間採取面對面的
互動交流形式。在人與人的頻繁互動下，發展出內部特殊的產業規範以及
文化，將於本文第四章探討之。
鑑於市場的商業價值持續擴大、交易對象及內容日漸複雜，2000 年
67

521 PARL. DEB., H.L. (5th ser.) (1990) 1710 (U.K.).
張瑞星，前揭註 15，頁 84-85。
69
我國著作權法第 5 條第 2 項:「前項各款著作例示內容，由主管機關訂定之。」
70
Chalaby, supra note 20, at 305.
71
Waisbord, supra note 40, at 364-365.
6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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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國創立出第一個版式保護組織「版式認證暨保護協會（Format
Recognition and Protection Association），以下簡稱 FRAPA」。該組織的成立
目的即欲解決全球電視節目版式之權利爭議，其在宗旨明確表明：「使電
視節目版式的智慧財產可以受到保護，並且使電視、廣播等娛樂可以尊重
及重視電視節目版式的權利72。」FRAPA 迄今已有超過 150 間國際巨型公
司為加入，並業已協助完成 445 件跨國界的版式交易73。其所創造的產業
價值於 2008 年統計時已達 93 億歐元，並且維持持續高度成長74。FRAPA
內部所之推行「腳本登記註冊註度（script registry system）」，迄今已有超
過 1200 件電視版式為登記75，該協會更層獲得北萊茵威斯特法倫（Nort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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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hine-Westphalia）的政府資金支持。此外，2004 年間後也相繼出現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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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RAPA 成立宗旨相同的「國際版式律師協會（International Format Lawyer

‧ 國

學

Association），簡稱 IFLA」擔任協助電視版式相關法律紛爭解決的之角色。
在 2007 至 2008 年間，「美國編劇協會（The Writers’ Guild of America），簡

76

。

‧

稱 WGA」亦提供了針對電視節目版式的識別鑑定、管理、仲裁提供平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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電視節目版式背後龐大的商業利益和經濟價值，跨國間的抄襲爭議

er

io

案件更是屢見不鮮。儘管國際間針對電視版式的糾紛四起，各國法院對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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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帶。然而，電視節目版式的商業市場卻不見衰減反而持續擴張至全球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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給予保護的態度卻仍然十分保守，致使電視版式的定位仍位處於法律模糊

地，並且隨著科學技術進步、獨立製片廠商興起以及資訊快速傳播而持續
擴大。
根據國際電視節目模板認證保護協會於 2009 年的研究報告的統計顯
示，2006 年至 2008 年間，國際上有 445 個電視節目版式交易至 57 個國家
77

。此外，因為版式所衍生出來之相關費用，例如授權許可費、顧問費和

72

The Format Recognition and Protection Association, available at: https://www.frapa.org/ (last
visited: 2015/06/10)
73
FRAPA Annual Report 2013, available at: https://www.frapa.org/wpcontent/uploads/2014/04/FRAPA_annual_report_2013.pdf (last visited: 2015/6/9).
74
Id.
75
Id.
76
美國編劇協會官方網站，http://www.wga.org/(last visited:2015/6/10).
77 Chalaby, supra note 66, at 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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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他輔助收入等交易量之產值亦已達到 93 億歐元78。相較於比 2002 至
2004 年的統計增加了 45%79。此現象似乎有別於傳統「唯有透過智慧財產
權保護，才能鼓勵創作」之保護迷思，深具探究價值。

第二節 電視節目與電視節目版式產業
欲探究電視節目版式何以在未有明確法律授權下，產業內卻仍然維持
高度創新，具備高度商業價值並持續擴大之現象。須先就電視節目產業以

政 治 大

及節目版式產業為介紹，兩者之間環環相扣，並且在交錯的互動下共同形
塑電視節目之類型、階段以及元素的風潮。此外，產業內部之特殊版式聖

立

經及聯合開發行為亦對於產業影響甚鉅，同於本節介紹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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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

壹、電視節目市場分析

‧

基於電視觀賞本身即為一種經驗性商品，在重視實際體驗的消費特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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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將會因為資訊的外部效果強，將會使觀眾產生從眾的心理，並進而在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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場上形成節目間的淘汰機制。然而，消費者本身之觀賞行為，亦會因為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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費習慣及觀賞倦怠，造成某一特定類型的節目將會於短時間受到大眾的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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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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迎，然而卻又會在風潮過後自動消散的特殊現象。
C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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ㄧ、經驗性商品

經驗性商品（experienced goods）又可稱為後驗品，因為此種類型商品
必須在消費者消費後才可以確定其品質，因而具備經驗性品質的特性，亦
稱作「後驗品」80。經驗性產品不同於一般商品服務的消費是為了其實用
的功能，其主要益處在於其消費中的樂趣和享樂性價值81。使用經驗性商

The FRAPA Report 2011, available at: https://www.frapa.org/wpcontent/uploads/Report/FINAL%20FRAPA_Report_2011.pdf (last visited: 2015/6/9).
79
Id.
80
後驗品(experience goods)，MBA 智庫，http://wiki.mbalib.com/zhtw/%E5%90%8E%E9%AA%8C%E5%93%81（最後瀏覽日：2015/6/9）
。
81
同上註。
7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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品可能由品嘗感覺、情緒、知覺上的享受，享受其消費過程82。
消費者在面對一個具備經驗性產品，在未受到他人消費經驗的資訊外
部影響前通常都不會對該產品有既存的期待或是看法，更無法判斷其品質
的良莠83。經驗性商品通常會讓消費者產生從眾心理（conformity）以及羊
群效應，除了他人過往消費使用經驗值得信賴而降低選取劣質品的風險外，
跟隨他人的選擇可以幫助團體經驗的共享來幫助個人融入群體並且建立歸
屬感84。
在面對各式各樣的電視節目時，觀眾通常都會參考其周遭生活圈之人
的觀看經驗或是社群網路上的評價意見來決定是否觀賞此節目85。觀看大

政 治 大

眾流行的節目更可以幫助個體融入群體話題。此現象隨著現代網際網路發

立

達以及通訊軟體之發展而更加明顯，各式的粉絲網頁以及討論區更讓電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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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

節目的經驗分享傳達快速。

此外，觀眾間的從眾心理會加速電視節目的回饋效果（feedback

‧

effects），一旦當某節目成功地成為群體間的話題後將會吸引更多的觀眾來
觀賞，提升個別觀眾轉換頻道的成本並且在市場需求量的提升下產生市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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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的自然淘汰機制86。最終導致會在每一時期出現大量相類似的節目並且

二、觀眾消費習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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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了因為電視節目本為經驗性商品，觀眾也傾向觀賞相類似內容的電
視節目，此種概念和電影的續集行銷理論相同，電視製作公司在過往的製
作經驗中發現觀眾喜歡看和原本電影相似但卻又微有不同的電影續集，所
以通常電影製作公司都會選擇製作大受歡迎之電影續集取代重新拍攝一諸
新題材的電影來降低失敗的風險87。
82

沈品辰，續集行銷，經驗性產品之品牌延伸研究，2010TOPCO 崇越論文大爽，網址：
http://thesis.topco-global.com/TopcoTRC/2010_Thesis/D0092.pdf (最後瀏覽日：2015/6/22).
83
Betchtold, supra note 22, at 490.
84
Gottlib, supra note14, at 253.
85
Philip Nelsom, Information and Consumer Behavior, 78 J. POL. ECON. 311-13(1970).
86
Bechtold, supra note 22, at 496.
87
S. Abraham Ravid, Information, Blockbuster, and Stars: A study of the Film Industry, 72 J.
BUS. 463,480,488 (1999); Sanjay Sood & Xavier Drèze, Brand Extensions of Experiential
Goods: Movie Sequel Evaluations, 33 J. CCONSUMER RES.352, 352 (20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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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為電視節目為一經驗性商品加上相費者傾向觀看特定類型之節目，
導致市場上特定類型的節目需求逐漸提高，也讓更多的節目製作人傾向製
造更多相類似的節目而導致市場上某類型或風格的節目於短時間內大量出
現進而成為風潮88。然而，當市場上的競爭者過多而導致個別廠商的收益
逐漸下降，加上消費者對某特定類型節目之好奇心逐漸無法得到滿足而產
生觀賞倦怠時，此種節目便會退燒，最原始的創作者也無需擔心抄襲的問
題，而開始建構新的節目創意來重新製造風潮。
貳、電視節目版式市場分析

治
政
大
道何種節目會成功」的資訊不確定現象 ，致使產業參與者間的創新能力
立
難有優劣之分，創新者亦同時為抄襲者 。此外，基於資訊有限使得個別

電視節目的供給面在某種程度和電影產業相似，均呈現出「沒有人知
89
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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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訊的外部效果強，在供給面出現樂隊花車效應以及流行元素循環出現之
現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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製作一個電視節目一項高風險的投資，原因除了創作者必須投入大量
的製作經費和時間花費外，觀眾的喜好和市場接受度難以預測更是製作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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隊不敢冒然投資製作之主因。在版式產業當中，大多數的製作公司都必須

engchi

從少數成功的節目獲取相當之利潤在彌補其他節目上的投資損失。根據一
項在 1989 年的資料顯示，從 1961 至 1989 年推出的節目當中只有 14%的
電視節目可以存活超過五年，而將有 63%的節目只有一季的生存期91。在
大多數的產業當中，過往的成功及失敗經驗和統計分析數據是了解競爭者、
消費者、及市場的關鍵資訊。然而，如何製作一個「成功的電視節目」卻
是版式產業下無解的難題92。
基於電視節目本身所販售的是節目的創意以及背後的構想，一個節目
88

Bechtold, supra note 22, at 496.
Waisbord, supra note 40, at 363.
90
Bechtold, supra note 22, at 496.
91
Robert E. Kennedy, Strategy Fads and Competitive Convergence: An Empirical Test for Herd
Behavior in Prime-Time Television Programming, 50 J. INDUS.ECPN.57, 66-67,81 (2002).
92
Bechtold, supra note 22, at 490.
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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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價值必須在經過觀賞及消費後才能被彰顯。因此，在製作任何一種新型
節目時，除了製作團隊無法清楚預測觀眾的喜好外，觀眾本身亦無法告知
何種類型的節目較具備吸引力。此種現象不只發生在電視產業亦發生在其
他資訊性產品如電影產業當中，曾有研究論者嘗試在大賣票房的電影間找
出共通點，然而卻難以分析出具體的脈絡以及結論93。
因為市場上可掌握的資訊有限、觀眾的喜好難以預測，加上設計及製
作電視節目版式的時間及金錢成本高昂。導致各電視公司在投資製作節目
時會先觀察市場上已經成功的案例和其他競爭者的行為來作為製作上的參
考94。而究竟要模仿跟隨市場上已具備相當觀眾潮的節目或是重新推出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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個新形態的節目來建造市場先進優勢和風潮便考量節目公司的膽試與眼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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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樂隊花車效應

樂隊花車效應（the bandwagon effects）直接翻譯自花車遊行中的樂隊

‧

花車，又可以稱作「從眾效應」或是「尾狗效應」95。該理論係形容人類
為了避免被社會孤立，從而經常在未經過仔細的思考時便選擇跟隨社會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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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他人先前的決定來進入主流。所以當個體受到社會上其他群體的意見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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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壓力所影響時，便會開始改變並且懷疑自己的觀點，並且進而接受與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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承上所述，在電視節目版式的設計及製作上，因為資訊性以及經驗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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納他人的行為，以便和他人保持一致96。

商品的特性，導致市場上能掌握的資訊及經驗有限，因此現存的成功節目
及其他競爭者的方向便成為市場為唯一的資訊也是機會之象徵97。此種參
考過往之成功經驗以及仿效競爭者行為的方式在電版式產業中行之有年，
因而導致此產業下個別公司的決定所能產生的外部效果非常強大。此種資
訊的外部性(informational externality)，在低度智慧財產法律權的產業在其
93

Jeffrey S. Simonoff & Ilana R. Sparow, Predicting Movie Grosses: Winners and Losers,
Blockbusters and Sleepers, 13 CHANCE.15, 27 (2000).
94
Bechtold, supra note 22, at 490.
95
樂隊花車效應（bandwagon effect）
，MBA 智庫，http://wiki.mbalib.com/zhtw/%E4%BB%8E%E4%BC%97%E6%95%88%E5%BA%94（最後瀏覽日：2015/6/9）。
96
同前註。
97
Richard J. Gilbert & Marvin Liberman, Investment and Coordination in Oligopolistic
Industries, 18 RAND J. ECON.17,18,26 (1987); Bechtold, supra note 22, at 49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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容任模仿及抄襲時更加明顯。
電視節目版式產業下資訊的外部效果隨著全球化及國際化更加明顯，
一個節目不論在本國或是其他地區市場成功必定有其特別的原因及致命的
吸引力，關鍵因素可能源自於創意、劇情或是舞台設計上等原因，而相類
似的節目的內容至其他地區受到歡迎的機率也將會因為風潮的建立和資訊
外部性而相對提升。
製作團隊在推出一個新的節目時，通常都會參考市場上風行的節目並
且嘗試加入其他特殊的元素來提高識別度、增加節目吸引力並進而提升成
功機率，因此當某一類型的節目成功或是受到市場高度歡迎時，市場上相

政 治 大

類似的節目便會如雨後春筍般地誕生98，並且成為某一段期間的類型風潮

立

直到觀眾厭倦而迫使其推出流行為止99。其中可能包括完全相同的抄襲節

‧ 國

學

目，也有可能有概念類似，但是融合其他新元素的創新節目。

‧

三、創新者同時為抄襲者

鑑於觀眾喜好難以預測、資訊之不確定性以及節目元素的循環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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版式產業中的每一位參與者都同時擔任抄襲者及創新者的角色，沒有任何

er

io

一個人擁有較高的創新能力100。在過往的抄襲爭議中，吾人可以發現版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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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鑑於此種雙重角色之擔任，產業裡的個別的創新者通常
engchi U

產業在過往固定的參與者下，每一位參與都曾為某案之原告亦同時被控為
他案之抄襲者101

都會允許並且容忍後續他人一定程度下的模仿及抄襲，因為產業中他們相
信在過去或者是未來，他們也都將會使用或是援引他人所構思出來之創意
元素102。
尤其在當今跨國版式買賣熱絡以及聯合開發制度興盛的情況下，個別
的製作節目公司在仿效他人節目創意而重新加入符合當地風土民情的元素
以及文化特色後，製作出概念相同但呈現上具備獨特性的節目亦為累積創
98

Bechtold, supra note 22, at 496.
Waisbord, supra note 40, at 363.
100
Bechtold, supra note 22, at 496.
101
例如當 Fox Family 在 2000 年控告 CBS 所製作的《Amazing Race》侵害其對於《Race
Around the World》時，其同時也被 CBS 控告旗下的《Boot Camp》 侵害 CBS 所製作的
《Survivor》。 Id. at 470.
102
Id. at 496.
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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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的表現。因此在產業底下，幾乎不可能得以清楚地區分「創新者」以及
「抄襲者」。節目版式所販售的無非便是節目背後的無法量化衡量的無形
創意以及發想能力，每一個製作團隊的創意都可以成為創造風潮的先驅，
也可能成為樂隊花車效應下的跟隨者。

四、產業元素循環使用
從電視節目之發展中可以發現，產業當中許多的創意元素都曾經在過
往的風潮中出現過，原因除了在於許多新型節目的誕生均來自其他製作團
隊的創意所啟發而得到之靈感外，更是因為製作團隊會嘗試在過往的創意

政 治 大

下結合新的元素再重新燃起風潮。

立

例如英國公司在《Who Wants to be a Millionaire》之節目創意也源自於

‧ 國

學

CBS 電視公司在 1955-1958 年的節目《The $ 64,000 Question》103。又例如
《American Idol》的才藝選秀節目概念早在 1946-1958 年的由 Arthur

‧

Godfrey 主持的《Talent Scouts》 中出現104，亦和我國早年所流行之《五燈
獎》和近年蔚為風潮的《超級星光大道》概念類似。而產業中元素的循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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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用，更有助於整體產業之累積創新。

n

a

l C
參、特殊制度：版式聖經與聯合開發制度
ni

hengchi U

v

在供給以及需求之交互互動下，通常都會於某一段時期流行某種特定
類型的節目類型或是元素。因此，假設某一個地區的某一節目特別成功時，
其他地區也會想要複製該相似節目於自己之地區範圍內。因此不同於電視
節目或是電影得分別以試聽著作及電影著作為著作權的授權以及交易。在
電視版式產業當中倚賴獨特的「版式聖經(format bible)」以及「聯合開發
制度（flying producers system）」為運作上的交易。

ㄧ、版式聖經
103

Wendy J. Williams, Prime-Time Time Travel; Game Shows, Live Drama Resurrect 1950s,
BOS. HERADL, Mar10, 2000, available at: http://business.highbeam.com/3972/article-1G160085518/primetime-time-travel-game-shows-live-drama-resurrect (last visited: 2015/6/6).
104
Bechtold, supra note 22, at 5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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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多數抄襲的節目都會失敗，因為他們無法知道螢光幕背後的關鍵。
從故事構想、主持人及參賽者選擇、攝影角度、氣氛營造等才是節目成功
的關鍵105。 」
-FremantleMedia 資深經理106

通常一個成功且完整的電視節目除了在創意話題上具備吸引人的題材
外，其所輔以使用的燈光、音樂、場景設定、氣氛等元素均是其成功的關
鍵原因。許多成功的綜藝節目，並非得以單純藉由表面上的模仿便能達到

政 治 大

預期的效果，大量的操作細節和技術技巧隱藏在幕後。因此，通常製作團

立

隊便會製作一個「版式聖經」。其內容涵蓋了所有從製作、規劃、預算、

‧ 國

明107。

學

行銷以及銷售該節目的一切資訊，並且針對各項細節資訊為清楚的操作說

‧

基於版式產業呈現樂隊花車效應，因此只要其中一類節目成功時，市
場上的仿冒及抄襲行為也會如雨後春筍般地大量出現。然而，仿冒者通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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都只能藉由觀看已經拍攝完成之節目為節目內容及主題上的模仿。版式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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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的重要性在於通常一個電視節目成功的關鍵因素難以單純藉由觀賞而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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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而言，可能包括創意之間的抉擇、生產流程的提案、觀眾喜好的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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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習之，意即需要如百科全書般的版式聖經所記載的細節關鍵資訊108。舉

品牌商品化以及地區的市場觀眾研究。 因此通常產業間都會將個別節目
加以複雜化，致使他人難以輕易模仿109，保持其優勢。

因此，假設一方欲取得他方之節目版式來自行製作拍攝相同類型的節
目時，則需區分兩種交易金額，分別為當地的「公開播放權」以及「版式
105

“Rip-off shows fail because there is a lot more to a format that what you see on the television
scree. There is a lot going on under production techniques, how you find the people, how you
find the stories, how you look after the people.”- Senior manager, Worldwide Distribution,
FremantleMedia, 2009, Kretschmer. M. & Sukhpreet, S., Exploiting Idols-A Case Study of
International TV Formats Trading in the Absence of Intellectual Property Protection18,
available at :http://eprints.bournemouth.ac.uk/12156/1/7Exploiting_Idols_Final1.pdf. (last
visited 2015/6/21).
106
FremantleMedia, http://www.fremantlemedia.com/home.aspx (last visited: 2015/6/10).
107
MORAN AND MALBON, supra note 11, at 60.
108
Id.
109
I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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聖經」的買賣金額110。

二、聯合開發制度

「單純觀看節目根本不可能學習到原始節目內部的成功經驗，必須
要靠專業人員的技術知識及經驗傳承才能接觸內部關鍵並成功移植節目
111

。」
-Fremantlemedia 跨國聯合製作人112

政 治 大

在跨國界的節目複製中，最重要的關鍵便是該版式本身於各地區的適

立

應程度（flexibility）113。因此版式聖經的買賣通常都會配合「聯合開發制

‧ 國

學

度」來輔助授權方製作節目，因為只有技術知識及經驗教學才有可能真正
成功地移植當地節目。聯合開發制度可以幫助著作團隊融入在地的特色來

‧

降低版式移植的失敗機率、提高觀眾的接受度和參與度，最重要的是，可
以規避各國基於保護主義而對於其他輸入節目的法規問題並降低相關成本

y

Nat

。更可以延伸該節目的存活壽命、拓展品牌效果以及防範抄襲115。知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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電視公司製作 Kindsley 便在受訪時表示：「我們不單純只是交易版式的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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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作的過程當中我們彼此交流及學習，有助於未來的合作和在地化的認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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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權，我們都會實際參與並且幫助製作，就像是在完成一項任務一般，在

116

。」

一件聯合開發行為所需的日期長短隨著節目的複雜度不同而有長短的
差異。因為通常適用一個版式到某一地區需要同時該製作的團隊所持有之
110

Id. at 67.
“There is an awful lot going on beneath the surface; and if you have access to the people who
created the original show, you have access to all the knowledge going on under the surface. If
you don't have access to that you are only guessing what it is, then you make mistakes because
then you don't actually know the true source of where the magic comes from.” Martin
Kretschmer & Sukhpreet Singh, Exploitation of TV Formats An empirical study,1,31, in Your
Fans are Waiting: An Academic Volume on Idol. (Burnett, R. and Zwaan, A.J., eds, ) Duke
University Press (2009).
112
FremantleMedia, supra note 106.
111

MORAN AND MALBON, supra note11, at 68.
Waisbord, supra note 40, at 363.
115
Kretschmer & Singh, surpa note 111 ,at18.
116
MORAN AND MALBON, supra note11, at 67.
113
1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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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金資源、節目形象的觀眾接受度、市場上消費者風潮喜好及當地風土民
情等原因117。且此種情況隨著 youtube 等分享平台興起而更顯重要。原因
在於分享經濟的出現讓各國節目間的取得障礙大幅下降，單純購買節目交
易方式已逐漸沒落，取而代之的是在地化公司與原始創意團隊合作製作具
特色化的在地節目。
聯合開發的合作機制效益會以不同方式出現在授權方及被授權方。 就
授權方而言，此種機制亦具有監督和維持品牌價值的功能，其可以確保原
始節目的品質及標準，確保其所建立起的品牌優勢可以延伸擴張至他國，
此外，其亦可以從和當地團隊的合作過程中習知當地的市場特色及需求，

政 治 大

有助於未來公司設計節目或進軍該國市場時為提供考量; 於授權方，便可

立

以真正的習之原創製作團隊背後的關鍵操作以及技術等知識。

‧ 國

學

在此種制度下，授權方及買方的誠信關係非常重要。信任的基礎建立
在彼此間的共識上並且可以藉由契約法及保護義務來加以規範，並且通常

‧

都會在事前有一個雙方協商的契約來明示原始製作團隊及當地製作商的期
許並且達成共識1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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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於以上供給面以及需求面均呈現羊群效應的特色，促成版式產業下
engchi U

肆、小結

之特殊生態。於版式產業中基於資訊之不確定性致使個別資訊的外部及網
路效果強。模仿、抄襲以及電子花車效應亦持續主導著產業趨勢和流行之
進行。並形成產業下的電視節目類型風潮、階段風潮以及元素風潮。

ㄧ、電視節目類型風潮
承上所述，版式產業當中供給及需求面都呈現高度的從眾效應以及羊
群理論。在供給面上，因為資訊的不確定性下，製作團隊彼此觀察以及模
仿，並且在市場尚未有明顯的智慧財產權保護限制下讓模仿行為更加明

117
118

Id.
MORAN AND MALBON, supra note11, at 6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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顯; 另在需求面上，因為經驗性產品的特性，市場上的個別消費者通常都
會參考其他同儕之間的決定及評價來觀賞節目導致節目觀看行為上的從眾
效應。此兩相互動的情況下導致產業中在某一時期會大量出現相同類型的
電視節目。

二、電視節目階段風潮
通常特定類型的電視節目都會具備階段時效性。承上所述，因為供給
及需求面的從眾效應，會致使產業當中大量出現某一特定類型的節目而成
為風潮。然而為什麼市場上仍會持續有創新節目的誕生呢？原因除了因為

政 治 大

後續模仿者所能得到的收益通常都會較原創節目來得少之外，觀眾會逐漸

立

對於特定的節目類型感到到厭倦並且期待有新節目或是元素的出現。

‧ 國

學

既然版式業者會致力於製造節目風潮，然而當一種類型節目到達場上
的頂點之時，便會逐漸退出流行。此外，競爭者間的壓力也會讓個體想要

‧

脫離其他競爭者來率先推出新的節目並進而享有市場先進者優勢。
舉例而言，CBS 公司在 2000 年時推出《Survivor》而大受歡迎，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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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在很短的時間內市場上出現大量相類似的節目。在 2001 年，ABC 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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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出了《The Mole》，Fox 公司製作《Boot Camp》，NBC 製作《Lost》。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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並且設計挑戰關卡來讓他們完成任務以來獲得獎賞」的節目內容變得十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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短的時間內，相同理念「將一群不認識的陌生人放在一個陌生的惡劣環境，

常見，但也隨著時間拉長以及市場上的濫傷導致觀眾逐漸產生倦怠感。看
《Survivor》的觀眾從最初兩季所擁有的三千萬下降至 一千兩百萬的收視
率。 為了改善此種情況，在 2011 至 2012 的節目中，許多公司都會嘗試在
原有的創意下再為創新，例如 2003-2005 年時 TeenNick 公司所製作的
《Girls v. Boys》以及 ABC 公司在 2003 年推出的《Celebrity Mole: Hawaii》，
以及 CBS 公司後續於 2004 年所推出的特別節目《Survivor: All Star 》，都
足以證明版式產業下的階段性節目風潮119。

119

Bechtold, supra note 22, at 5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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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電視節目元素風潮
在產業中於一定期間內某種類型的節目將會大量流行下，過往曾經風
潮過的元素於未來都有可能再度成為熱門類型。在版式產業當中通常都會
有一定數量的元素為循環使用，這些元素可能為場景、劇情、故事、手法
等，不但可以成為未來創新的靈感或是模仿的元素，更是促進下一波風潮
的推手。因此版式產業的循環將會幫助節目製造者來重新使用這些元素，
不應該由少數的人來壟斷此些元素。

立

政 治 大

‧

‧ 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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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電視節目版式法律保護分析
「版式產業很少依賴法律的保護，縱使有法律的保護，我們也很懷疑
法律到底能提供多少實質的幫助120。」

針對電視節目版式的法律保護，從過往的訴訟爭議中可以發現版式創
作者曾藉由主張著作權法、契約上之保密義務、營業秘密法、不公平競爭
法及商標法為權利內容主張。依據英國 Bournemouth University 於 1987 年
至 2007 年針對電視節目版式爭議的研究資料顯示121，該研究所採樣之 59

政 治 大

件案件中可以發現，有 47 件原告主張被告侵害其著作財產權; 5 件主張違

立

反契約法上的保密義務; 3 件主張違法當事人間的契約約定; 1 件主張違反

‧ 國

學

不公平競爭行為。

鑑於有 80%的版式爭訟案源自於著作權法上之爭議，本章第一節將先

‧

討論我國著作權法下對於著作成立之要件，並且嘗試探討電視節目在其本
身特性下於創作要件認定上之問題，並在第二節探討版式創作者針對所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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呈現的電視節目內容為版式元素的選擇及編排得否成立我國著作權法下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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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輯著作而予以提供保護。第三節將論述著作權法保護表達而不及於思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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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權制度下的適用以及相關之檢討。最後第五節亦將過往實務中所主張之
engchi U
下，版式創作者於主張版式抄襲之困境，並於討論電視節目版式於我國著

其他權利保護類型於版式爭議間中的適用以及所面臨之困境。

120

“The format industry in not necessarily reliant on legal protection. It certainly helps that there
is a degree of perceived legal protection but the industry at large is aware of how dubious that
legal protection is. ” Kretschmer & Singh, supra note 105,at 15.
121
Sukjpreet Singh, Observations from TV format rights disputes database, Exploitation of
Television Formats, Bournemouth University, available at:
http://tvformats.bournemouth.ac.uk/Downloads/TVFormatRightsDisputesObservations%28c%2
9SukhpreetSingh1.pdf. (last visited:2015/6/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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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電視節目版式訴訟權利比例圖
資料來源：Sukjpreet Singh, Observations from TV format rights disputes
database, Exploitation of Television Formats, Bournemouth University,
available at:
http://tvformats.bournemouth.ac.uk/Downloads/TVFormatRightsDisputesObser
vations%28c%29SukhpreetSingh1.pdf. (last visited:2015/6/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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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節

著作權法為保障著作人權益，調和社會公共利益，促進國家文化發展
而為制定122。因此著作權在制定、適用以及解釋之際，當面臨公共利益與
著作權人權益保護之衝突時，即應該特別注意兩者之間的平衡。
電視節目版式是否得成為著作權法下的保護客體在各國法院間尚未有
一定的見解。原因除了各國對於著作法保護要件是否須附著於定著物以及
原創性認定有不同認定外123，思想與表達區分原則更是製作團隊難以主張
122

參我國著作權法第 1 條第一項：
「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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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制定本法。」
123
例如英國著作權類型採取列舉主義; 美國雖然同我國採取例示主義，但卻要求著作物
必須得以附著在特定的固體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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版式抄襲的難題。考量節目版式通常是由許多元素所共同編排及組合而成，
而當中的許多元素在符合著作權法的保護要見下，自得個別保護尚屬無疑。
因此，是否有另外承認「電視節目版式」之著作適隔性即為爭議核心。最
後，鑑於節目版式一詞所涵蓋的範圍之廣，不同類型的節目將會因為節目
內容及特性不同，而在主張著作權的保護程度上有所差異124。

壹、著作權保護要件
依照我國著作權法，著作之保護要件如下：一定的表現形式、原創性、

政 治 大

足以表現作者之個別性或獨特性、人類精神上之創作及非屬不受保護之客

立

學

‧ 國

體。

ㄧ、以「創作」為上位概念

我國著作權法第 3 條第 1 項第 1 款定義著作為：「指屬於文學、科學、

‧

Na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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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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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須先針對「原創性」及「創作性」為商榷。

y

藝術或其他學術範圍之『創作』。」而關於創作之解釋，學界有不同之見

al

（ㄧ）以「創作性」為上位概念

n

v
i
n
有學者主張我國著作權法根本未有「原創性」之文字，於是採取狹義
Ch
engchi U
見解認為「原創」應該為我國「創作」的下位概念，而「原創」係指獨立
創作而言125，並將創作性獨立於原創性之外，單獨成為創作的要件。

（二）以「原創性」為上位概念
採此見解之學者受到美國聯邦最高法院解釋創作性為「原創性」的下
位概念影響對於原創性採取較為廣義的見解126，主張原創性包括獨立創作

124

例如故事性的劇本節目(scripted formats)因為有文字劇本而較容易主張著作權法; 反之，
遊戲節目(quiz games)以及實鏡節目(reality programmes)則因為參賽者臨場的反應而較難主
張著作權法。Chalaby, supar note 51, at.13.
125
謝銘洋，智慧財產權法，元照，96 頁，2013 年 9 月。
126
李治安，論著作權法中編輯著作對資料庫之保護範圍，月旦法學雜誌，188 期，頁 40，
2011 年 1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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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原始性」與具備一定創意高度的「創作性」127。原始性的要求不需具
備絕對之新穎性，只要係出於作者的獨立創作且具有最低程度之創意即可，
至於他人是否已有相同或類似的創作在非所問。創作性亦只要求著作人對
於創作的成果有主觀上最低創作高度128，此見解亦為我國著作權法實務上
所採129。

（三）以「著作性」或「廣義原創性」為上位概念
我國智慧財產局曾函釋：「按著作權法所稱之『著作』，本法第 3 條第
1 項第 1 款明定屬於文學、科學、藝術或其他學術範圍之『創作』。 因此

政 治 大

著作符合『原創性』及『創作性』二項要件時，方屬於本法所稱之『著

立

作』。所謂『原創性』，係指為著作權自己之創作，而非抄襲他人者; 至所

‧ 國

學

謂『創作性』，則指作品須符合一定之『創作高度』，至於所需之創作高度
究竟維和，目前司法實務上，相關見解之闡述及判斷相當分歧，本局則認

‧

為應採最低創作性、最起碼創作之創意高度（或稱美學不歧視原則）130。」
上述智財局之原創性見解即和狹義原創性概念相同1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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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認為「創作性」的概念作為著作權一般保護要件中的上位概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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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對於所謂的「原創性」採取狹義說之解釋，認為我國創作的要件依序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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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h
之創作及必須非屬不受保護之客體
e n g c。並依此要件探討電視節目版式適用
hi U
一定的表現形式、原創性、足以表現作者之個別性或獨特性、人類精神上
132

於我國著作權法之可行性。

二、其他保護要件
我國對於創作要求必須已經由一定之表達形式行諸於外部，此種客觀

127

羅明通，前揭註 5，頁 162。
同上註，頁 167。
129
如最高法院 90 年度台上字第 2945 號刑事判決：
「著作權法第 3 條第 1 項第 1 款規定：
『著作：指屬於文學科學藝術或其他學術範圍內之創作』
，所稱之創作，須具有原創性，
即須具原始性及創作性，亦即須足以表現出著作者個性或獨特性，著作權法始給予保護，
以免著作權法之保護範圍過浮濫致使社會上一般人動輒得咎。」
130
經濟部智慧財產局 98 年 4 月 27 日電子郵件 980427 a 函。
131
李治安，前揭註 126，頁 40。
132
謝銘洋，前揭註 125，頁 94。
1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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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的表達必須能自外部所能感知，方符合著作要件133。依照我國著作權法
第 10 條之 1 規定：「依本法取得之著作權，其保護僅及於該著作之表達，
而不及於其所表達之思想、程序、製成、系統、操作方法、概念、原理、
發現。」明白揭示我國著作權法採取「思想與表達區分原則（the doctrine
of idea-expression dichotomy）」。著作人所創造出的表達，或稱創作應固然
可以受到著作權法保護，然而基於該法之立法目的中亦明文表示必須與社
會公益來調和加以促使文化進步。 因此，著作中所傳達之思想或概念必
須能為社會公眾自由利用134。如果思想不能夠自由的利用，其他著作人之
思維將因此受到拘束，文藝美術之發展亦將嚴重受到影響，而憲法所保障

政 治 大

之言論、講學、著作及出版自由更難以達成135。

立

從過往各國之判決可以得知，思想與表達區分原則為承認電視節目版

‧ 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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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得否成為著作權法保護客體之主要戰場，原因在於電視節目版式並非無
呈現足夠的具體內容，其既非如思想般地抽象，卻也不如所播出節目般的

‧

具體，事實上是夾雜於思想與表達之間的模糊地帶136。本文將於第二節細
究版式之呈現究竟為思想抑或表達，以及在後續判斷版式抄襲所涉及著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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權法侵權上的困境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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次之，我國亦要求該創作必須為作者獨立完成並未抄襲他人之著作137。

al

n

v
i
n
Ch
2.著作人接觸並參考他人著作，以他人著作為基礎，再進行創作。
因此，
engchi U

獨立創作包括：1.著作人從無到有，從未接觸他人著作而獨立所得，以及

只要創作後之成果與原著作之間客觀上已可識別，而非僅為細微之差異，
就該改作作品之具有創意部分，仍為獨立創作，因而如果僅為利用他人著
作中之思想而另為創作，依著作權法第 10 條之 1 不保護思想的規定，創

作者並不侵害著作權138。依此法理，在相同創意內容的電視節目間，後創
作者似可以藉由證明其為獨立創作或是主張該創作乃改作原作品的創意內
容而另為創作，在客觀上具備識別性差異而為具備創作性。
133

羅明通，前揭註 5，頁 193。
同前註，頁 194 。
135
羅明通，前揭註 5，頁 195。
136
廖沛穎，前揭註 8，頁 87。
137
羅明通，前揭註 5，頁 162。
138
同前註，頁 163。
1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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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我國著作權法亦要求原創者所為之創作必須足以表達作者之個性
或是獨特性。因此，有論者認為版式製作者既然係乃將各版式的元素，例
如音樂、故事大綱、舞台設計、美術道具等為選擇與編排行為，若該選擇
與編排行為足以呈現作者的人格精神作用時，能表達著作者內心之思想或
是感情而具備最低程度的創意性時，應得以成立我國著作權法第 7 條之編
輯著作139。
然，本文卻持質疑之態度，認為版式創作者僅有在資料元素的選擇上
有創意思想的投入，並且將該些元素為連結與結合的行為，並非我國編輯
著作所示之「編輯」行為，將於第二節探討之。

政 治 大

最後， 創作作品必須非為我國著明示不得為著作權保護之標的140。然

立

此要件甚少成為電視節目版式爭議案件上所涉之相關議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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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節目版式元素個別受到保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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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國著作權法於 1992 年修法明文放棄列舉規定，在第 5 條第 1 項所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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舉之 10 種著作類型外，於該條第 2 項規定：「前項各款著作例示內容，由
主管機關訂定之。」來加以保持彈性141。因此只要創作符合著作權法第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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條第 1 項第 1 款的「著作」定義者，不論歸於何類，均得成為我國著作權
法保護之著作1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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承本文第二章第一節所論，版式既然為電視節目版式乃製作團隊基於
創意構想而為達特定目的所為之策劃，並將各種素材如節目流程、主題、
故事情節、角色特質、人物互動、規則、對白、美術布景、音樂、攝影、
主持風格、節奏氛圍…等等元素予以選擇並加以組合成為之節目架構。版
139

我國著作權法第 7 條第 1 項:「就資料之選擇及編排具有創作性者為編輯著作，以獨立
之著作保護之。」
140
我國著作權法第依照我國著作權法第 9 條第 1 項規定：「下列各款不得為著作權之標
的︰
一、憲法、法律、命令或公文。
二、中央或地方機關就前款著作作成之翻譯物或編輯物。
三、標語及通用之符號、名詞、公式、數表、表格、簿冊或時曆。
四、單純為傳達事實之新聞報導所作成之語文著作。
五、依法令舉行之各類考試試題及其備用試題。」
141
羅明通，前揭註 5，頁 213。
142
同前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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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內部的個別元素只要符合著作之定義，即可受到著作權法所保護尚屬無
疑。然版式本身究竟能否得為第 3 條第 1 項 1 款的著作，即成為版式於我
國著作權法上之爭議重點。

腳本劇本
（文字著
作）

故事情節
（語文著
作 ）

其他類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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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電視節目版式內部元素所受著作權保護
資料來源：本研究製作

ㄧ、語文著作
語文著作可以分為文字著作以及語言著作。文字著作既然係指以文字、
數字或符號所產生的著作，則於電視版式上應該可以保護版式下的有形腳
本或節目劇本，因此戲劇類型的節目若依照已經記載完成之特定劇本為演
出時，則該節目版式本身將可能得成立語文著作。
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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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語言著作乃為：「演述之方法將思想、感情陳述於外部所完成之創
作」。其本質為無形著作，因此在肯認著作亦包含非文字成分時，電影、
戲劇之劇情、佈局以及事件次序之架構如果具備特殊性或原創性則亦可成
立語言著作來受到保護143。
此外，假設戲劇或是電影的演出者之稱號、外型特徵、個性特質亦構
成作品的主要成分時，通常一般以「造型」稱之，在其具備原創性時，亦
得成立語言著作而受到保護144。因此，假設電視節目版式中有包含特殊的
名言或者是口號並且具備創作性時，亦得以依照語文著作保護之145。惟需
注意，若是句子或口號的形式上越短，則所需具備的原創性即越高。

立

二、音樂著作

政 治 大

‧ 國

學

音樂著作乃將思想或感情以旋律表現之著作，亦可以歌曲與歌詞結合
之形態出現。因此音樂著作通常包含樂譜歌詞等文字著述，以及演奏或歌

‧

唱之表演著作146。

假設節目版式的設計、製作者針對個別場景、特殊情境或是氣氛營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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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選取、安排及使用之演奏護歌曲均得以成立音樂著作而受到保護147。縱

er

io

使是真人實鏡節目中有即興的演唱行為或是音樂呈現時，例如歌唱選秀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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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h
定性或是永續性為必要，則該即興演出亦得成立音樂著作而受到著作權法
engchi U
目。縱使其欠缺固著性以及反覆出現的可能，則既然我國著作權法不以固

所保護。

三、戲劇與舞蹈著作
我國著作權法第 5 條第 3 款認列戲劇以及舞蹈得以成立著作類型，依
照內政部所公佈之著作權法第 5 條第 1 項各款著作內容例示，戲劇與舞蹈
著作乃包括：「舞蹈、默劇、歌劇、話劇以及其他之戲劇、舞蹈著作。」

143

同前註，頁 215 。
同前註。
145
內政部 1996 年 6 月 3 日台(85)內著會發字第 8509575 號函。
146
羅明通，前揭註 5，頁 219。
147
同前註。
1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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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假設電視節目版式當中有演出者透過身體的動作來詮釋特定劇情時
該表演應得以單獨成立戲劇著作。惟電視節目版式本身的否成為戲劇著作
來加以保護之爭議。

（ㄧ）節目版式與戲劇著作
英國實務於 1989 年 Green v. Broadcasting Corp of Zealand 案148中採取
否定的態度。該案之重要性不僅止在於其為電視節目版式產業下的首宗法
庭爭訟案件，承審法官之見解不但廣被他案法官所援用並且深刻影響版式
大國-英國對於電視節目版式之保守態度。然審理該案不同意見法官之見
解亦深具參考價值。

立

政 治 大

該案原告 Green Hughie 在 1960 至 1978 年時在英國推出才藝競賽節目

‧ 國

學

《Opportunity Knocks》，並且受到當地觀眾之歡迎。然紐西蘭廣播公司
（Broadcasting Corp of New Zealand）在 1975 至 1978 年間亦製作並播出同

‧

樣檔名為《Opportunity Knocks》的系列節目。原告 Green 於 1979 年知悉
後便向紐西蘭地方法院起訴，控告紐西蘭廣播公司抄襲其電視節目而侵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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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對於《Opportunity Knocks》的著作權而主張損害賠償責任。Green 更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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體指出多項抄襲的節目特徵，包括節目名稱、慣用對白及口號、並且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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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裝置儀器來衡量觀眾對於參賽者表現所生的反應
engchi U

「sponsors （贊助人）」來介紹參賽者，以及使用一種名為「clapometer」
149

。

原告 Green 提出兩項請求權為主張，其首先強調該原創性的節目名稱、

腳本和節目版式符合 1962 年所制定之紐西蘭著作權法（Copyright Act
1962）下所定義的文學著作和戲劇著作而可以受到著作權法所保護，因此
被告製作並播出相同名稱及相似版式的才藝節目侵害其著作財產權。
第二則針對相類似的電視節目播出恐會有冒名攀附（passing off）的問
題，因為該相似節目的播放恐會讓一般的節目觀眾有誤認該節目係和原告
公司有所關聯，例如彼此之間有授權同意而改編製作而成。
針對原告 Green 所提出的兩項主張，審理之初審法院和紐西蘭上訴法

148
149

Green v Broadcasting Corporation of New Zealand (1989) RPC 700.
Id.
44

電視產業發展與智慧財產權之互動
——以節目版式為中心

第三章 電視節目版式法律保護分析

院均持否定的態度。初審法院認為：「文學著作必須能夠被『記錄在書面
或藉由其他方式來呈現』而原告無法提出足夠的確切證據來證明有腳本之
書面證據存。」此外在針對戲劇著作之成立與否時，認為節目版式所涵蓋
的概念太過模糊，因此無法成立紐西蘭著作權法下之戲劇著作。
紐西蘭上訴法院更主張原告所提出的零碎書面文件，僅是一般才藝競
賽節目的構想及概念，既然著作權法只保護表達而不及於思想，則該文件
本身並不得成為著作權法下受保護的客體150，並且認為原告所提出之腳本
只是節目企劃的一般方案，尚無法如戲劇般具體被演員為依照並演出，在
著作權法的認定下並不適格。

政 治 大

另就原告所提出之冒名仿冒，一審及上訴法院均認為 Green 所製作的

立

英國版《Opportunity Knocks》並沒有在紐西蘭當地為播出，因此在紐西蘭

‧ 國

學

境內未享有商譽，不符合仿冒行為的構成要件而駁回原告之主張。
Green 於後在 1989 年再次上訴至英國樞密院，然樞密院維持下級兩審

‧

法院之見解並且重申：「著作必須具備一定之確定性（certainty）方能受到
保護，否則在獨佔權的賦予下會對於公共利益產生不公平之現象151。」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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審法官 Lord Bridge 更強調：「戲劇著作必須擁有充足的整合性（suffici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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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nity)並且可以具體表演始能成立，而本案所爭執之節目版式所呈現出來

v

之特徵，除了基本要素外並不如同其他戲劇作品般具備彼此關聯性152。）
而駁回此案。

C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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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Gallen 法官之不同意見
雖然本案判決在版式版式製作者面前關上了成立戲劇著作之大門，然，
審理本案之紐西蘭上訴法院法官 Gallen 的不同意見卻提供了一道曙光。
Gallen 法官認為：「如果節目的各種元素可以組合成「能供識別的結構或
框架，且該框架可以形塑節目當中的其他組成要素時，則我認為未有抵觸
著作權法的原則以及目的153。」
150

Id.
Id.
152
Id.
153
“If the combination of material upon which the person seeking protection relies has a
recognizable framework or structure and that framework is such as to impose a shape upon the
1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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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allen 法官更指出認為著作權法所要求的記錄並不應該只侷限於書面
文件，尚應包含其他形式的記錄。並且認為英國著作權法對於戲劇著作的
定義也應超越傳統的戲劇類型，當今表演者的即興演出縱使未有腳本記錄
也應當要納入而受著作權法所保護。簡言之，Gallen 法官認為當版式的內
部個別元素特徵的結合可以結合成特定架構時，在具備相當程度的原創時，
未有限制不給予受到著作權法保護之理。
依照英國著作權法第 3 條第 2 項規定：「文學、戲劇以及音樂著作必須
被記錄成書面或其他形式，始得享有著作權154。」，且從本案樞密院要求
戲劇著作在具備原創性外，亦須符合確定性（sufficiently certainty）及充

政 治 大

分整合性（sufficient unity）。從英國法院的態度可以發現英國著作權實務

立

衡量權利人的私有利益及公眾利益後，對於節目版式於著作權法下的適格

‧ 國

學

性仍採取保守的態度。

然其實不止英國對於版式的著作性採取保留之態度，國際間多數之判

‧

決實務亦持相同之見解，均認為單純的版式尚不得成為著作權法下的保護
客體，原因除了著作列舉性的限制下，尚包括版式在內容上的不確定性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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易淪為著作權法所不保護的概念及思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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縱使英國著作權法針對著作類型不同於我國的開放例示性原則，而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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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

採取限定的列舉式規定，然而本案法院所依據的見解及態度亦具參考價值

Ch

engchi

並於我國法之借鏡有所啟發。

四、美術著作
美術著作依照著作權法第五條第ㄧ項各款內容例示第 2 項第 4 款規定，
包含繪畫、版畫、漫畫、連環畫、素描、法書（書法）、字型繪畫、雕塑、
美術工藝品及其他美術著作。
因此，電視節目版式中依照內容主題所特殊設計之如場景佈置和舞台
other constitutional parts of the show produced within it then I should not have though it
contrary principle to regard it as an original literary or dramatic work for the purpose of s 7 of
the Copyright Act 1962.“
154 Copyright, Design and Patent Act 1988 §3(2) Copyright does not subsist in a literary,
dramatic or musical work unless and until it is recorded, in writing or otherwise; and references
in this Part to the time at which such a work is made are to the time at which it is so record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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裝置，均得成立美術著作。此外，尚包括舞台照明、服裝設計等整體舞台
效果，性質上可以討論成為造型藝術。只要其得以和戲劇本身為分離而仍
具備原創性下，均得單獨以美術著作保護155。

五、視聽著作
視聽著作乃指將思想或感情以連續影像表現之創作156，包括電影、錄
影、碟影、電腦螢幕上顯示之影像及其他藉機械或設備表現系列影像，不
論有無附隨聲音而能附著於任何媒介物上之著作157。視聽著作重在其能同
時產生視覺與聽覺之效果，且以連續展現影像並能固著於媒介物為要件158。

立

政 治 大

（ㄧ）電視節目為視聽著作

‧ 國

學

依照電視節目版式所具體拍攝製作而成的電視節目，既然能夠同時產
生視覺以及聽覺效果，並且得以連續影像呈現在機械以及設備上，如錄影

‧

帶、光碟等。智慧財產局於 2011 年 6 月 20 日電子郵件 100620 號中表明：
「視聽著作之完成一般係由節目製作人、演員、編劇、導演、配音員及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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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工作人員共同參與創作行為，在性質上多屬於多數人之共同創作之共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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著作159。」故電視節目性質上當屬於視聽著作尚無疑義，假使未經授權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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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同意而自為重製、改作或其他之利用行為，將會侵害視聽著作人之著作
財產權。

C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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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電視節目版式非視聽著作
然單純記載節目進行方式、程序、舞台設計、主持人對白及音樂播放
控制等節目版式是否包括在視聽著作抑或成立其他著作類型。我國智慧財
產局在 2011 年 5 月 2 日智著第 10000038740 號函持否定之態度，其表示：
「所詢魔術比賽節目中，主持人、魔術師、觀眾人數、魔術方法、程序及

155

羅明通，前揭註 5，頁 239。
同前註，頁 254。
157
參內政部著作著作權法第五條第一項各款著作內容例示第 2 條第 7 款。
158
羅明通，前揭註 5，頁 225。
159
智慧財產局於 2011 年 6 月 20 日電子郵件 100620 號。
1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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獎金計算方式等，均屬於本法所不保護之觀念、構想，如僅係觀念之雷同
並不生著作權侵權之問題。另所錄製的節目本身則屬著作權法所保護之視
聽著作，如未經授權即利用節目之片段，會構成著作權之侵權，但如僅係
源自相同的概念而另行錄製另一魔術比賽節目，則無著作權侵權之問題。」
又我國迄今唯一針對電視節目與節目版式之侵權案-臺灣臺北地方法院
99 年度自字第 77 號刑事判決中，承審法官於判決理由書之開頭即合先敘
明：「本案自訴代理人並確認本件被告等係以違法重製、改作之方式侵害
自訴人之視聽著作，並不包含版式『FORMAT』160。」
承審法院並具體指出被告所主張之節目大綱、構想以及流程僅止於著

政 治 大

作權法所不保護之思想，只有依照該大綱而為具體內容之演出，並得以附

立

著於機械設備等媒介物影像時，方得成立視聽著作161。

‧ 國

學

判決理由書中表示：「自訴人授權之內容書僅是在表達該節目如何製
作之大綱及構想，至於該節目之實際演出內容，尚須有主持人訪問參賽者

‧

及製作人題目之設計就遊戲之進行逐一具體表達，而節目中使用的全部題
目都由製作人全權決定，亦即該益智節目之完成尚涉及主持人如何訪問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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賽者、題目之計設及導演之手法、剪輯等，故從該授權之版式尚無法直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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演出，需有每集的實際競賽之情，亦即仍須有具體表達之主持人、參賽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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把關者之參與及具體題目設計後，始得據以製作成上開節目之視聽著作
162

。」

C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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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號判決清楚表明我國司法實務對於版式認定之保守態度，法院清楚
區辨記載遊戲方法、角色設定及舞台設計等之節目製作手冊僅為構想而不
受到著作權法保護。只有在嗣後結合主持人及參賽者等依照大綱為具體內
容的演出呈現時，內容得以附著於機械設備等媒介物影像時方得成立視聽
著作163。單純之版式未有成立著作之討論空間。
此判決乃我國迄今唯一涉及版式爭議的判決，重要性不可言喻。本文
將於本章第三節探討本判決於論理上之適當性及合理性。
160

參臺灣臺北地方法院 99 年度自字第 77 號刑事判決。
同前註。
162
同前註。
163
同前註。
1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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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不同類型版式之著作權保護高低
承上所述，既然我國著作權法對於著作類型乃採取例示之規定，因此
縱使非屬著作權法第 5 條第 1 項所列之十種著作類型，亦仍可能在符合我
國著作權法第 3 條所稱之「著作」時受到保護164。觀察近年國際間的司法
實務之見解，可以發現近年逐漸有法院認為，並非所有的電視節目版式均
一概無法成為受到保護之客體。反之，某些類型的節目版式在組織或架構
的呈現上具備原創時，應肯認其著作性。

（ㄧ）劇本節目

政 治 大

不同類型的電視節目版式在著作權下受到保護的程度將會有高低之別。

立

舉例而言，劇本節目(scripted show)通常都會有經過具體記載的腳本和台詞，

‧ 國

學

得由演出者為遵循和呈現。在該具體的流程及文字記載下，電視版式因此
享有較高的確定性，少有空泛或是模糊之疑慮。此外，腳本和劇本更提供

肯定之外，在後續的侵權認定上亦較為有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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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了著作權侵害上認定上的實質比對基礎，在司法實務除了著作性較易受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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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猜謎節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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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著作權法第 10 條所不保護之思想。任何人均不得對於該概念享有排他
engchi U
又如猜謎型的電視節目（quiz show），縱使「答題闖關」之創意構想

權利，每個人都得使用此概念來製作出不同的節目，始符合著作權法欲達
成之發展整體文化目的。然，通常該答題類型節目都會有一套經過設計的

規則流程，並且通常都是主持人詢問具體之題目，每一個題目亦多已規劃
好相對性之答案。因此，猜謎型節目雖未有如戲劇節目般具備高度的確定
性，然相較於後續所欲介紹的綜藝節目或實鏡節目卻仍在規則流程以及答
案設計上較為可得確定。因此在相關節目涉訟時，法院也較傾向承認其受
有著作權法保護。

164

李治安，故事角色的第二人生：論著作權保法對故事角色之保護，智慧財產權月刊，
第 169 期，頁 109，2013 年 1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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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綜藝節目
接續討論，綜藝節目(variety show)的特色賣點便通常是源自於參賽
者的臨場反應及彼此之間真實未經設計的對話互動。因此上述二者的版式
通常都只會有涵括內部元素、節目內容宗旨及大方向流程進行，版式之記
載不可能同於劇本節目班詳盡，節目實質內容之呈現通常將會仰賴參與者
為當場及時的展現。然一體兩面，節目真實性的呈現便同時意味著版式和
相關文件恐將受限於思想與表達的區分而難以成為著作權法下的保護客體。

（四）實鏡節目

政 治 大

更甚，近年廣受大眾喜歡的真人實鏡節目(reality show)更恐將因為著

立

作確定性與整合性的要求而無法受到適切之保護。同於綜藝節目之即時性

‧ 國

學

元素使用，真人秀實鏡節目之最大的賣點更是參賽者面對製作團隊所安排
出來的設定所呈現出之「真實」反應及「即興」效果。

‧

在實鏡節目在情節的策劃上，製作團隊通常都會設定兩種衝突對立效
果來加強節目的張力，進而吸引觀眾165。分別為角色間的衝突（characters

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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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nflict）以及環境下的衝突（situational conflicts）。製作團隊為了強調真

er

io

實性，都會時常均會採用側拍或實際採訪的方式來加以呈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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鍵亦製作團隊所精心設計之結果。在其本質上根本無法在前階段的節目版
engchi U
具體言之，節目中參與人員「真實的反應及互動」是節目受歡迎的關

式設計時便為清楚的預記載與規劃，至多為節目宗旨或呈現方式上的預測
166

。因此，國際間的司法實務上鮮少有肯認實鏡節目版式得以成為著作權

法客體，淪為節目版式產業下主要爭議之所在。

J. Matthew Sharp, The Reality of Reality Television: Understanding the Unique Nature of the
Reality Genre in Copyright Infringement Cases, 8 VAND. J, ENT & TECH. L. 80, 202 (2005).
166Chalaby, supra note 51, at13.
16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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戲劇節目
猜謎節目
綜藝節目
實鏡節目
圖 4：不同類型電視節目版式受著作權法保護之難易（高至低：易到難）
資料來源：本研究製作

立

政 治 大

‧ 國

學

肆、小結

縱上所述，雖然我國著作權法對於著作類型採取開放態度，並不以列

‧

舉為必要。只要具備創作要件如具備一定的表現形式、原創性、足以表現

y

Nat

作者之個別性或獨特性、人類精神上之創作並且非屬不受保護之客體即可

sit

受到我國著作權法之保護。既然電視節目版式乃製作團隊基於創意構想而

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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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r

io

為達特定目的所策劃及設計，將各種素材如節目流程、主題、故事情節、

i
n
U

v

角色特質、人物互動、規則、對白、美術布景、音樂、攝影、主持風格、

Ch

engchi

節奏氛圍…等等予以選擇並加以組合成為之節目架構，版式當中之個別元
素尚得分別成立語文、音樂、戲劇、美術著作類型，播出後的節目更可以
成立第 5 條第 1 項第 7 款之視聽著作。
就節目版式本身而言，鑑於其大多為節目流程、角色設定、舞台設計、
主持規劃等結構及方向之記載，容易被認定成為我國法所不保護的觀念和
構想，因此在觀念之雷同下更並不生著作權侵權之問題。
然近年國際間開始出現判決認為假設節目類型特性將有具體之劇本或
腳本時，則因為其具備較高的確定和整合性，且在實質近似的舉證上亦較
具優勢，實務上對於其著作性採取較為寬認的態度。反之，若節目本身保
留較多的部分待演出者或參加者為真實和即時的呈現時，如綜藝節目和真
人實鏡節目，則因為版式上本身通常僅會有元素之構成和大方向的記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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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過多的不確定因素下將容易被認列為思想或觀念。縱使節目間有實質近
似，法院亦多不承認相近似者為受到保護之表達。因此，縱使均為電視節
目版式，不同類型的節目間將會有著作權法保護高低之差異。
承上觀察可以得知，吾人均承認電視節目版式背後之創意以及其於節
目設計上之創作性，然其於著作權法適用面臨之最大問題即在該如何突破
思想與表達區分原則。因為版式所具備的的原創性，便是著作權法所欲鼓
勵之對象。然而，若是過度保護版式之內容，則可能會侵害其他潛在利用
者之創意空間，並進而阻礙著作權法促進國家文化發展的終極政策和目標。
究竟版式的在創作者的具體設計下是否真的僅能淪於概念或構想？一

政 治 大

個版式究竟需具備多少之具體元素方能認定具備原創性？另，假設節目版

立

式之設計者主張其創作性彰顯於內部元素間的選擇及編排時，該選擇和編

‧ 國

學

排的行為具備原創性下時，是否得成立我國著作權法第 7 條規範之編輯著
作？將於第二節和第三節探討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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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 電視節目版式與編輯著作

al

針對電視節目於著作權法之難題，有論者主張電視節目版式之原創性

n

v
i
n
存在於版式元素的獨特編輯組合中，並認為有順序性的節目情節安排之電
Ch
engchi U
視節目版式應該受到著作權法所保護。因此，不需要究就其所組合之個別
資料為區分表達抑或概念，只要是其選擇編排的方式具有創作性，即應該
可成立編輯著作而受到保護167。並重新定義電視節目版式為：「凡將節目
元素（包括抽象節目概念及具體場景、音樂、圖像、劇本等）加以創作性
的選擇以及安排，而使演出的結構、順序、組織、流程及風格具備特殊性，
並可使觀眾明顯識別其為同一系列電視節目168。」
學者認為只要達到上述之具體程度者，便可受著作權法保護，否則即
應歸類為概念而不受著作權法所保護。此種認定之方式不但可以賦予版式

167
168

張瑞星，前揭註 15，頁 116。
同前註，頁 1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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創作者藉由成立編輯著作來主張著作權法保護，並且保留版式內容元素於
公共領域供未來他人之使用。他人只要不是採用同一選取及編排方式便可
以在既有節目的內容元素中選取內部創意另行創作出新的節目內容及版式，
兩者均獨立受到保護。
然而，本文認為編輯著作原創性的部分體現於整理及編排之方法及內
容，似乎和電視節目版式集合獨立元素有所不同。此外，縱使肯認電視節
目版式得以成立編輯著作，基於編輯著作的侵害認定必須就選取之內容與
選擇及編排方法均相同或是高度類似始可成立，於電視節目版式製作之實
務上亦無法提供實質有效的保護。

壹、編輯著作

立

政 治 大

在欲探討編輯著作得否提供電視節目版式於著作權法適用之解套前，

‧ 國

學

本文欲先就編輯著作的構成要件、創作性要求以及侵權認定為介紹。於學
理闡述外，同時援引實務之判決見解，藉以提供較為全面之視野。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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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at

ㄧ、編輯著作概述

我國現行著作權法於民國 81 年受到美國著作權第 103 條 b 項169、西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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著作權法第 4 條170，日本著作權法第 12 條171、南韓著作權法第 6 條而增

C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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訂第 7 條第 1 項：「就資料之選擇及編排具有創作性者為編輯著作，以獨
立之著作保護之」。

engchi

編輯著作旨在保護「選擇」及「編排」行為的之創作性，因而所編輯
之內容，並不以著作為限，尚包括其他非為著作之資料。若依照編輯著作
內容的不同，可以將編輯著作區分成二類：其一為以單純之事實、資料為
編輯內容，例如宜為著作權保護客體之事實; 或屬公共財之資料所做成之
169

美國著作權法第一百零一條定義「編輯著作」(Compilation)為：「將既存素材（materials）
或資料（data）加以檢選（selected）、調整(coordinated)或編排（arranged）再予彙集
（collection and assembling），致整體觀之為具有原創性之著作；編輯著作( compilation)包
含集合著作（collective work）
」。
170
德國著作權法第四條第一項規定：「就著作、資料或各種獨立素材之選擇或編輯，具有
人類之精神創作者，以獨立之著作保護之，編輯著作之保護，不影響其所收編之個別獨
立素材，不論是受著作權或鄰接權保護之權利。」
171
日本著作權法第十二條第一項規定：「編輯物（除構成資料庫之著作物除外）
，於其素
材之選擇或配列具有創作性者，以著作物保護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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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輯物，例如職業分類電話簿、英語單字集、判決選輯、人名錄、火車時
刻表等。因為其所編輯之素材並非既存之著作，故此編輯物應屬「第一次
著作」。在其如其符合著作之保護要件要求，即可成為著作權法上之編輯
著作。其二則是編輯已享有著作權保護之編輯物，例如論文集、詩選、名
言集、報紙雜誌等，此編輯著作稱為「第二次著作」172。
關於上開二者是否均受到保護，各國之間殊有不同，然而隨著美國著
作權法承認不管編輯內容是否為已受有著作權保護的著作物，只要其本身
符合著作保護要件，便均可以構成編輯著作。日本及德國著作權法亦承認
不受著作權保護的各種資料或獨立素材在內。我國於民國 81 年的著作權

政 治 大

法修法中亦將舊法之「文字、語言著述或其翻譯」擴大為「資料」，故各

立

國對於編輯著作的對象包含著作及事實性資料，已成共識。

‧ 國

學

二、編輯行為創作性

‧

編輯著作之原創性主要以表現於資料的選擇或編排行為上，此等創作
行為和一般的創作尚屬不同，因為編輯人僅係究現存資料（其中大多為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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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著作權保護的事實性資料）為選擇及編排，而毋需將大部分的資源為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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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內容的創造，因此有論者認為編輯著作的原創性較為薄弱17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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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993 號判決：「按就資料之選擇及編排具有創作性者為編輯著作，以獨立
engchi U
針對編輯著作的原創性認定，我國臺灣高等法院 87 年度上訴字第

著作保護之，著作權法第七條第一項定有明文。而所稱編輯，乃不同於著
述，係就既存著作與資料加以收集、整理、選擇、組合或編排後，所完成
之創作性整體著作，是編輯著作可謂為二次著作。編輯著作以既存之著作
為限，為編輯人精神上勞動成果，具有微量之『創作性』，表現一定創作
之最少程度即可。」
又依臺灣高等法院台中分院 92 年度上更（一）字第 267 號判決亦認為：
「自訴人依其他既存之著作，依其編排理念與方式，統整各書而為精神上
勞動之成果，其對於素材之選擇或配置所須之創作性，雖較一般著作為低，
172

林純如，衍生著作與編輯著作，國立臺灣大學法律學系研究所碩士論文，頁 23，2005
年 1 月。
173
李治安，前揭註 126，頁 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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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編輯著作本已具有微量之『原創性』，表現一定創作之最少程度即可。
此與著作物『原創性』須表現具有個性的精神內涵，達於較高之創作程度
不同。」既然編輯著作之創作性在於資料之選擇以及編排的編輯過程是否
可以呈現個人特徵或是特定編排目的，則編輯行為究竟需達到多少程度始
能成立編輯著作即成為關鍵。
我國編輯著作之立法係受到美國著作法所影響，美國最高法院於 1999
年的 Feist Publications, Inc. v. Rural Telephone Service Co. ,Inc.174案中以「些
微程度之創造力」來認定編輯著作之原創性。該案原告 Rural Telephone
Service Company 認為被告 Feist Publication, Inc 所編排出版之電話號碼簿

政 治 大

內容乃抄襲其所原創之電話簿，而主張被告侵害其於電話簿之重製權。然

立

審理 Feist 案的最高法院法官卻認為電話簿之內容，如人名及電話及住址

‧ 國

學

僅為事實，而事實本身並不受到著作權法所保護，然若是對於事實的選取
及安排具原創性，則該事實的編輯物卻可能得以享有著作權法保護。並且

‧

指出只要針對事實的選取，整理及安排具備些微程度的創造力即可。
縱使美國最高法院法院法官並未有在該案中清楚說明何謂選取或編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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始具有「些微程度上的創作性」，但從後續之判決可以發現美國法院對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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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輯著作採取相當寬之標準。意即，只要「編輯著作人在選取資料上有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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料之選擇及編排均具備原創性，只要選擇或編排其中之一具有原創性時，
engchi U
主觀評斷之衡量標準」，便已達創作性的要求175。此外，並不同時要求資

即認定其屬於編輯著作。

相較於美國針對編輯著作採取較為寬鬆之態度，我國於編輯著作原創
性認定則採取較為嚴格的標準。參考我國台灣高等法院 92 年度上訴字第
3295 號判決：「教科書各課並非孤立存在，其各課、各單元、各冊順序之
編排係基於一定之目的性及邏輯而為。進而言之，即在使國小學童得以循
序漸進之方式，自簡入繁，由易而難，漸次習得各該年齡學童所應具備之
174

Feist Publications, Inc., v. Rural Telephone Service Co., 499 U.S. 340 (1991).
如 1991 年 Key Publicaion, Inc v. Chinatown Today Publishing Enterporse, Inc. 一案，上訴
法院認為不論被告擅自截取他人之資料占他人整體著作之全部之選取項目及編排方式，
便不構成侵權。又如 1994 年 CCC Information Services v. Malclean Hunter Market Reports,
Inc 案，高等法院認為只要編輯者根據多種資料所為專業判斷之成果，其選取及編排已經
展現足夠的原創性而足以滿足著作權法最低門檻之要求便可以給予保護。
1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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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文程度，是以為達此目的，各課所置之學習重點及全盤學習進及順序，
必以一定之教育心理學及教育理念為基礎，因之，重點之選擇及進度、順
序之安排自有相當之精神作用力為本。」
欲成立編輯著作必須就資料的選擇或編排行為具備原創性，因此創作
性的判斷重點在於當中是否有編輯者的主觀價值判斷，具有相當的思想或
創意投入其中176。因此作者需對資料之選擇及編排表現出特定之標準、方
法或原則，就資料之選擇或編排以呈現出其個別性或獨特性177。如果只是
極為簡單而機械式之標準、方法或原則，數個不同之人依照相同之標準、
方法或原則，選擇或編排之結果並無不同，則顯然無法讓不同之作者表現

政 治 大

出不同之個別性，亦不足認為具有創作性178。

立

如果該標準、方法或原則只是一個抽象之概念，作者必須據此進行資

‧ 國

學

料之處理時，必須加入作者之個人思考與判斷，始能有所選擇或編排，而
且不同人所思考與判斷之結果並不完全相同，此即為作者個別性與獨特性

‧

表現之所在179。如最高法院 92 年度台上字第 940 號判決中，針對中古車
行情表得否成立編輯著作時便指出：「該等價格係市場上根據供需而決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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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客觀數據，這數據與其所構成之各筆資料，並無創作性。且這些資料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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選擇，係就國內銷售之車種資料全部列出，其在資料選擇上亦不具創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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排列，每一筆資料再按其車型編號、汽缸、型式與各年份價格加以排列，
engchi U
性。」並在資料之編排行為下認定：「根據各車種之系列及引擎大小加以

這些資料為汽車最基本資料其編排方式，為相關汽車車訊所常見，亦不具
獨特之創作性。」顯示出我實務對於編輯著作有更高於其他國家之門檻180。

三、侵權認定
鑑於編輯著作的二次著作性格，其於侵權的認定上必須限縮在其所受

176

李治安，前揭註 126，頁 45。
謝銘洋，一整日之電視節目與廣告是否屬於編輯著作-評台灣高等法院八十七年度易上
字第三三三八號刑事判決，月旦法學雜誌，第 61 期，頁 159，2000 年 6 月。
178
同前註。
179
同前註。
180
黃銘傑，資料庫著作原創性之所在及其侵權疑義-與一般編輯著作之比較，法學新論，
第 24 期，頁 44，2010 年 7 月。
17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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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保護的原創性編輯行為，而非擴張及於整份的編輯著作物。因此在進行
兩著作間的實質近似判斷原則時也應該僅限於編輯著作中具有創作性的編
輯部分。
我國臺灣高等法院 97 年度智上字第 13 號判決曾針對編輯著作之重製
行為為說明：「著作權法保護的客體，是其選擇及編排具有創作性的部分，
對於編輯著作的侵害，是將其選擇及編排結果的全部或重要內容，完全地
重製。」國內學者亦針對編輯著作之重製權侵害提出見解，認為必須編輯
物之骨（如邏輯結構、分類方式）與肉（即指資料內容）均為實質相同，
才會有編輯著作著作權侵害之可能181。亦即就算選擇及編輯的邏輯或體系

政 治 大

結構實質相同或類似，但就其選擇的資料不同，或是縱使所選擇的資料相

立

同，但是係以不同的體系或邏輯分類呈現，均不會構成編輯著作的著作權

‧ 國

學

侵害182。

此外，縱使承認編輯著作可以受到著作權法保護，惟因其係屬於事實

‧

著作而受著作權保護範圍較為狹窄，必須要求較多相似之量183。此外在著
作權侵權的認定上，依照美國法院之見解，合理使用的範圍隨著創作性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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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低而將有所不同，例如編輯著作編輯事實性資料，其通常僅具有最少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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度之創作性，其構成合理使用的可能性亦會提高18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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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電視節目版式之選擇編排行為

承前所討論，既然電視節目版式通常會有經過創作團隊詳細策劃，將
節目內部元素如創意思想、主題內容、流程順序、架構情節、參與人員、
對白口號、音樂選擇以及舞台背景等元素為編排並且架構，形成一個具備
識別性的特殊版式架構。
因而，在考量創作團隊針對內部要件的選擇與編排行為是否符合我國
著作權法第七條編輯著作的定義時，學理上有持肯定之態度，殊值肯定。
181

同前註，頁 55。
同前註，頁 56。
183
羅明通，著作權法論 II，頁 400，2014 年 6 月八版。
184
林純如，前揭註 172，頁 185。
18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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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筆者亦提出淺見，並且認為縱使電視節目版式得以成立編輯著作，其後
於編輯著作侵害認定困境上，將無法實際解決難題。

ㄧ、肯定見解
有論者認為依照美國最高法院於 Feist 案所推演出的結論， 編輯著作
既然本身即為資料的組合，其組合資料可能為既有受著作權保護之具體表
達，也可能是不受著作權保護的概念，並不需要就其組合資料究竟具特殊
性的表達或是概念去作為區分。只要其選擇編排的方式具有創作性，著作
權即提供給予保護185，認定對於事實的選取及安排具原創性，則該事實的
編輯物即可享有著作權。

立

政 治 大

既然電視節目版式是製作團隊將節目流程中的不具體概念及具體表達

‧ 國

學

性質的場景、音樂、圖像、劇本等以具有「創作性」之方法選擇編排後的
結果，則電視節目版式應該可以被認定為「概念」之組合編輯物，在具備

‧

原創性下應該可以成立編輯著作而受到保護186。

相類似見解亦出現於美國紐約地方法院在 1992 年 Sheehan v. MT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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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etworks187案中。紐約地方法院在探討相類似的益智節目企劃案間是否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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著作權侵害時指出：「原告所尋求的並非節目中遊戲規則或是錄影帶構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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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賽者與主持人的角色特質和節目氣氛的結合。當中雖然有些只是一般概
engchi U
的保護，而是原告電視節目版式整體架構、次序和組織以及道具、布景、

念的結合，但是其中也有獨特的元素以及賣點，這些獨特元素的串聯使該
企劃轉換成可受保護的創作。」
並且類比電視節目既然是由這些固有式樣的選編、組織和呈現，就像
是固有的文字、音符經由原創的串聯可以成為值得保護的書籍或是歌曲一
般，應該可以受到保護。並且認為原告企劃案獨特的編排與呈現具備最低
程度的創作性而得以受到著作權法保護。
2002 年時，美國加州法院亦曾在 Metcalf v. Bocho188案中針對兩戲劇節
185

張瑞星，前揭註 18，頁 116。
同前註，頁 114。
187
Sheehan v. MTV Networks, 22 U.S.P.Q.2d (BNA) 1394 (S.D.N.Y. 1992).
188
Metcalf v. Bochco, 294 F. 3d 1069 (9th Cir. 2002).
18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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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間是否有著作權侵權的案件中認為：「如果可以將大量未受到保護的基
本元素串聯在一起，該串聯本身亦可能成為受到保護的元素，而著作權的
侵害可以建立在未受保護元素的原創選與編排上。」此見解雖然在隔年
CBS Broadcasting Inc. v. ABC Inc.189案件中再次被承審法官所援用，但是法
院但在嗣後解釋就算大量未受到保護的基本元素串連在一起可能得為受保
護的客體，然該串聯行為仍必須有足夠原創的呈現與表達，且假如兩著作
間元素串聯呈現和表達未達實質近似，仍然不構成侵權，否則會阻礙電視
節目的創意發展。」

二、本文見解

立

政 治 大

針對上述之肯定見解，本文肯認製作團隊對於節目版式內部元素的挑

‧ 國

學

選上可能有涉及其主觀價值之選擇，得以彰顯其人格精神時。尚屬可能得
符合我國著作權法所要求之最低程度的原創性，得藉由編輯著作之概念保

‧

護之。

然而，實務上曾針對編排電視節目和廣告行為的著作性持否定之態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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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本文對於版式是否在選擇或編排的行為上是否足以表達創作者個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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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創作行為持較為保守的態度，應當視具體個案為審酌，尚難一概而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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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後，基於編輯著作的二次著作特性，於著作權的侵權認定上亦未解決節

Ch

engchi

目版式於實際抄襲案件上之困境。

（ㄧ）實務否定單純連結行為具備編輯原創性
縱使我國實務未曾針對電視節目版式得否成立編輯著作為任何函示抑
或判決，臺灣高等法院 87 年度上易字第 3338 號刑事判決曾對「編排電視
節目及廣告」能否成立編輯著作有所見解。縱使編輯「電視節目與廣告」
和編輯「電視節目版式」非屬相同，為本文認為承審法院之見解及學者之
評析殊值得參考。
臺灣高等法院 87 年度上易字第 3338 號刑事判決推翻下級臺北地方法

189

CBS Broadcasting, Inc. v. American Broadcasting Companies, Inc., 2012 WL (C.D. Cal.
20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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院 86 年度字第 1032 及 1143 號判決之見解。原審認為：「在決定某一時段
有幾次中止收視節目而播出廣告，需考量觀眾之收視行為及習慣，而廣告
播出時段，又必須針對市場需求，廣告產品之內容及節目屬性，為不同程
度之編排，以達到廣告之效果。此均須憑自訴人公司內部人員專業判斷，
非全然毫無章法而單純播出，是自訴人以其節目搭配廣告播出，有編輯者
之精神、智能及技術能力加以創作190。」並且認定該案之編輯廣告與節目
予以播出的行為，具有最少程度之創作性，符合著作權法第 7 條第 1 項，
得以獨立著作保護之191。
惟，上訴審法院卻認為：「節目、廣告之編排原則，並未有其獨特足

政 治 大

以展現其個性或獨特性之原則存在192」。並在理由書列舉何謂思想或感情

立

上之一定精神內涵：「若將各種特殊之冒險場面加以選擇、編排成一部特

‧ 國

學

殊之冒險電影，因可自其選擇、編排行為結果中清楚看出作者想呈現『冒
險場面之各種情狀、特質、類型等等精神內涵』，即可稱為編輯著作。然

‧

而卻無法從自訴人針對『廣告與節目之連結行為本身』觀察出因為該連結
行為所產生一定精神內涵，故該順序排列本身僅為商業經營動機之下的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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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此項產物並不能因為資料之聯結，而在思想或感情上呈現如何具有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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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文化創作內容之精神意涵193。」而駁回原告之編輯著作主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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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許多不同形態之節目與廣告所組成。電視台凸顯該電視台之風格並符合
engchi U
針對此判決，有學者持否定的態度，認為一整日或一週之電視節目是

觀眾之需要，通常會對其所欲播放之節目與廣告有所選擇，並對於播放之
時段與順序加以安排。因此其選擇及編排節目及廣告之標準與原則便是
「電視台之風格、節目與廣告之效益，以及觀眾之需要194。」認為編輯著
作之個別性或獨特性並非選擇及編排所採取之原則，因為該原則係抽象存
在的概念或思想非著作權法所欲保護的對象195。反之，個別性或獨特性出

190

參臺灣臺北地方法院 86 年度字第 1032 號判決。
同前註。
192
參臺灣高等法院 87 年度上易字第 3338 號刑事判決。
193
同前註。
194
謝銘洋，前揭註 177，頁 160。
195
同前註。
191

60

電視產業發展與智慧財產權之互動
——以節目版式為中心

第三章 電視節目版式法律保護分析

現在「選擇及編排之結果」，而得以成立編輯著作196。
然本文認為，電視節目版式之元素之組合行為非如傳統的編輯著作重
視其物理結構性質而為視覺所可以感知，亦非如資料庫重視內部邏輯架構
或體系結構的編排設計197。既然編輯著作之原創性展現於資料的選擇與編
排方式是否有編輯者的主觀價值判斷而具備創作性來判定，電視節目版式
縱使按照原創者所欲表達的節目內容即及呈現目的而選擇適當的音樂、舞
台設計、風格等元素為組合及使用，但是該連結及組合的行為和就資料間
的「選擇」和 「編排」的創作活動尚屬不同。
資援引臺灣高等法院 87 年度上易字第 3338 號刑事判決承審法官之見

政 治 大

解，認為針對廣告與節目之連結行為本身無法觀察出一定的精神內涵，且

立

該項產物結果並不能因為資料之連結而認定在思想或感情上有何獨立的文

‧ 國

學

化創作精神意涵198。具體論之，編輯行為的原創性體現於相同內容資料的
選擇或編排方式是否具備最低程度的創作性。因此假設數個不同之人依照

‧

相同之標準、方法或原則，選擇或編排之結果並無不同時，則顯然無法讓
展現出不同作者間的獨特性，尚不足認定具備創作性199。假設賦予他製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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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也將會之組合成完全相同或是極高度類似的電視節目版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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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選擇上，並且依據不同的節目類型、內容、風格來加以排列組合。然而
engchi U
因此淺見認為，電視節目版式的創作性在於人類心智慧的投入於元素

基於我國著作權法第 10 條之 1 採取之思想與表達區分原則200，資料元素

的分類方式容易被認定只是一種抽象的思想或觀念，而並非具體之表達。
因此編輯者尚需依照該分類方式為一定的原創性或創作性資料分類方式從
事資料的選擇與編排才可以成為編輯著作的保護201。
然而，電視節目版式之製作者在這些元素的選擇或編排上是否具備原
創性必須依個案為具體實質的認定。若是賦予太過空泛的認定標準，將會
196

同前註。
黃銘傑，前揭註 180，頁 45。
198
參臺灣高等法院 87 年度上易字第 3338 號刑事判決。
199
同前註。
200
參本章第三節之討論。
201
李治安，前揭註 126，頁 48。
19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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恐會背離當初立法者於制定編輯著作時，所欲針對物理結構性質、得為視
覺所可以感知，並且重視內部邏輯架構的編排設計之著作。此外，亦難認
定其他創作者在針對相同的節目創意概念時，是否會為不同之元素選擇而
選擇編排成不同之電視節目版式，編輯行為之原創性尚難認定。
筆者贊同學者欲藉由編輯著作之二次著作特行來解決節目版式於實務
上之保護困境。在肯認節目電視節目製作者於版式創意及設計上的智慧投
入，同時又站在整體知識經濟累積之目的，編輯著作保留不受著作權法所
保護之事實或其他資訊得以再使用或為其他加值行為，只保護選擇及編排
上具備創作性的部分，對於社會整體的知識累積與文化發展具有正面貢獻，

政 治 大

亦是著作權政策所要鼓勵的對象202。

立

然而，站在編輯著作構成要件必須在選擇或編排行為上均須具備原創

‧ 國

學

性下，電視節目版式之設計者在資料元素的選擇或編排上，其原創性的認
定既然有別於傳統邏輯架構上的編排設計，恐被認為儘是單純的元素之連

尚難符合編輯著作所要求之選擇或編排上的創作性。

Nat

sit

y

‧

結和組合行為。因此尚難認定版式之設計足以彰顯著作人獨特之精神內涵，

er

io

（二）未解決之難題

al

n

v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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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h
原創性存在於創作團隊之「元素選擇及編排行為」
e n g c h i U 。簡言之，便是電視節

縱使承認電視節目得以藉由編輯著作之概念來予以保護，並且認定其

目製作團隊的創意活動在於就節目中的抽象節目概念、場景、音樂、圖像
及劇本等元素加以挑選以及安排，而使演出的結構、順序、組織、流程及
風格具備特殊性。然而，縱使承認電視節目版式可以依照我國著作權法第
7 條成立編輯著作，而毋庸受制於思想與表達區分原則之區分，仍然無法
突破編輯著作在侵權成立之嚴格要求。
鑑於編輯著作之侵權必須就「選擇的資料內容完全相同」以及「選擇
的邏輯或體系架構實質相同或類似」均為成立始得構成著作權侵害。上述
美國法院在 Sheehan v. MTC Networks 案件中203，縱使法院承認原告的電

202
203

同前註，頁 52 。
supra note 18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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視節目企劃書將其中許多獨特的元素以及賣點串聯而使該企劃得以轉換成
可受保護的創作，但卻在嗣後的著作權侵權實質近似判定上，認為兩節目
間各自具備特色而無由得成立著作權侵害。另在 2003 年 CBS Broadcasting
Inc. v. ABC Inc.案件中，法院亦表明縱使《Survivor》及《I’m a Celebrity—
Get Me out of Here》都使用了許多實鏡節目共同的元素，但是該些元素串
聯的呈現和表達間未達到實質近似因此 並不侵害著作人之著作權204。
因此，本文認為基於我國著作權法下針對編輯著作侵權行為的嚴格認
定下，然縱承認電視節目版式的製作者在元素的選擇及編排行為上有原創
性，在版式的抄襲案中亦難具備實益。

立

政 治 大

‧ 國

學

第三節 思想表達區分與著作權侵害

「思想如同空氣和陽光一般，任何人都不得對其主張所有權。」

‧

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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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節欲探討電視節目版式主要之爭議中心，意即「電視節目版式究竟

io

sit

為抽象之概念抑或為具體之表達」。此爭議問題將一併影響相類似的節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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間是否有著作權侵權之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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鑑於著作權法為鼓勵創作，提供著作權一定時間內獨佔保護之誘因，

Ch

engchi

同時避免著作權無線上綱，反而忽略每一著作均是社會協力之成果，且思
想、概念性質上屬公共資產，並無獨佔性及排他性，若將著作保護範疇擴
張，將無形箝制他人之自由創作，有違著作權立法意旨205。
本節欲先釐清節目版式之抄襲究竟侵害著作權人之何種權利，並介紹
節目版式與思想表達區分原則的關係。鑑於著作權法乃在維持私有領域和
公共領域間的利益平衡，因此假設對於思想進行保護時，將會侵害後續他
人之創作空間，有違著作權之立法意旨。本研究將介紹我國學說以及實務
之見解，並同時以他國判決為比較，觀察各國對於節目版式的認定態度為
何。最後將討論節目版式於著作權侵權認定上，在「接觸」與「實質近似」
204
205

supra note 189.
參最高法院 97 年度臺上字第 6410 號刑事判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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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的認定困難。

壹、節目版式抄襲之著作權侵害
在探討電視節目版式之模仿或抄襲是否成立著作權法上之侵害時，考
量抄襲本身並非著作權法所界定的著作權類型206，必須先為釐清究竟該仿
效行為係侵害版式製作人何種著作權法所賦予之權利。

ㄧ、著作權侵害行為

治
政
大
人格權以及著作財產權。著作人格權係著作人基於其著作人之資格，為保
立
護其名譽、聲望等人格利益，在法律上所享有之權利 。依照著作權法第
依照我國著作權法第 3 條第 1 項第 3 款的規定，著作權可以分為著作

207

‧ 國

學

21 條，著作人格權專屬於著作人本身而不得為讓與或是繼承208。具體論之，
其內涵尚包括第 15 之公開發表權209、第 16 條之姓名標示權210等。

‧

著作財產權則為法律上所承認之各類型著作，並得以為經濟利用形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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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支配權概括之總稱211。性質上為無體財產權之準物權212，具體內涵包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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權不等，得成為交易及授權之客體並隨同移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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著作物本身所享有之重製權、公開播送權、公開演出權以及著作物的改作

i
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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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

在探討相類似節目版式間是否成立著作權法抄襲當中，須先辨明究竟

engchi

版式的抄襲行為究竟係侵害著作權人何項權利。蓋因「抄襲」本身並非著
作權法所界定的著作權類型213。基於我國對於著作權採取接觸與實質近似

206

李治安，著作權侵害之認定標準：以「接觸」與「實質相似」為中心，頁 138，智慧
財產訴訟制度相關論文彙編第 2 輯。
207
羅明通，前揭註 183，頁 475。
208
我國著作權法第 21 條：
「著作人格權專屬於著作人本身，不得讓與或繼承。」
209
我國著作權法第 15 條第 1 項：
「著作人就其著作享有公開發表之權利。但公務員，依
第十一條及第十二條規定為著作人，而著作財產權歸該公務員隸屬之法人享有者，不適
用之。」
210
我國著作權法第 16 條第 1 項：
「著作人於著作之原件或其重製物上或於著作公開發表
時，有表示其本名、別名或不具名之權利。著作人就其著作所生之衍生著作，亦有相同
之權利。」
211
羅明通，前揭註 183，頁 495。
212
同前註。
213
李治安，前揭註 206，頁 1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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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標準乃源自於美國法，而美國法將該標準適用於重製權的侵害，依照我
國著作權法第 3 條第 1 項第 5 款之重製規定：「以印刷、複印、錄音、錄
影、攝影、筆錄或其他方法直接、間接、永久或暫時之重複製作、或對於
於劇本、音樂著作或其他類似著作演出或播送時予以錄音或錄影；或依建
築設計圖或建築模型建造建築物者，亦屬之。」的定義，本文認為接觸與
實質近似的審查對象應該限於此款所明示之重製權的侵害認定。
然而，假設抄襲者針對原著的改作程度過大時，在邏輯上不排除被告
侵害者為原告依著作權法第 3 條第 1 項第 11 款之改作權214。改作權乃以
翻譯、編曲、改寫、拍攝影片或其他方法就原著作另為創作。性質上和單

政 治 大

純的重製行為不同，既然我國著作權法針對重製與改作已異其處罰，實有

立

區別之必要。

‧ 國

學

改作權乃指變更原著作之表現形態而始其內容再現的權利215，如果增
加潤飾的部分依照具體個案具有高度的獨創性時，則應該可以成立新的著

‧

作權。改作權與重製權之區別乃以有無變更表現形態為準。若不變更表現
形態者為重製; 變更表現形態者為改作，然其著作彼此均有內面形式之同

y

Na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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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性216。縱使改作他人之著作得以依照我國著作權法第 6 條第 1 項217成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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衍生著作而受到我國著作權法所保護，然該改作權必須得到原著作人之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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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著作物間的抄襲認定時，既然實質近似的概念包括了量的實質近似
engchi U

意，否則仍恐有侵害原著作人之改作權之虞。

與質的實質近似，在量的實質近似情況當中，被告所侵害的應該為重製

權; 但是在質的實質近似情況中，則不排除被告所投入相當心力的改作，
當仍保有係爭著作的重要部分，此時法院以接觸及實質近似所認定者，乃
為侵害著作人的改作權而非重製權218，需依照個案判斷，不可一概而論。

214

同上註，頁 320。
蕭雄淋，著作權法逐條釋義（ㄧ），頁 119，五南圖出版股份有限公司，2010 年 4 月二
版。
216
蕭雄淋，前揭註 215，頁 118。
217
我國著作權法第 6 條第 1 項：
「就原著作改作之創作為衍生著作，以獨立之著作保護
之。」第 2 項：
「衍生著作之保護，對原著作之著作權不生影響。」
218
李治安，前揭註 206，頁 320。
2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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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節目版式侵權類型
承上所述，針對公開播出後的電視節目，在未經尋求購買版式而製作
相類似之節目究竟侵害著作權人之重製權抑或改作權時，權利人通常都會
一併請求，就由法院依照個案判斷。
如我國臺北地方法院 99 年度自字第 77 號刑事判決中，自訴人即一併
以被告所製作之節目係侵害其對於『挑戰 101』節目版式的重製權以及改
作權，因而受有著作權法第 91 條以及 92 條的罪嫌219。
承審法院在審酌被告所製作之節目間是否有實質近似而侵害原告視聽
著作之重製權或改作權時，曾對於節目版式的改作行為有以下之闡述：

政 治 大

「著作權法第 3 條第 1 項第 11 款所謂之『改作』，係指以翻譯、編曲、改

立

寫、拍攝影片或其他方法就原著作另為創作者而言。故立體物上除以立體

‧ 國

學

形式單純性質再現美術著作之著作內容者外，尚另有新的創意表現，且此
有創意之立體物復為著作權法第 5 條第 1 項所例示保護之著作，即屬上開

‧

所定之改作行為，此立體物即為著作權法第 6 條第 1 項所稱之『衍生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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產權人之同意，否則即有侵害著作權之改作權2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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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亦受著作權法之保護。從而立體物製成者，自亦需取得美術著作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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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院執過往對於立體物的改作權侵害判斷的原則，予以審酌及勘驗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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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名稱不相同、參與人數以及進行方式亦有所異，惟其仍尚屬相近，彼此
engchi U
告所製作之節目是否有侵害自訴人之改作權。並且認為兩者間節目雖然節

間成立實質近似221。並接續判斷所近似的部分究竟為抽象之思想抑或具體
之表達。
儘管法院並未明文說明電視節目版式的抄襲竟究竟可能侵害著作人之
重製權抑或改作權。在相類似節目間有可能會有涉及以印刷、複印、錄音、
錄影、攝影、筆錄或其他方法直接、間接、永久或暫時之重複著作而有侵
害版式擁有者對於該版式重製權之可能。此外，考量通常抄襲之節目都有
為內部元素之更改修正，並可能有另為創作之呈現，因此論證上被認定成
重製權侵害的可能性較低，惟仍不排除。
219

參臺灣臺北地方法院 99 年度自字第 77 號刑事判決。
同前註。
221
同前註。
2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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又改作權係指變更原著作形態使其內容再現的權利222，以有無變更形
態為其標準，縱使外面表現不同，在內面形式卻具備同一性。因此，若是
採用他人之創意及版式而另為改作行並時具備創意性，雖可成立衍生著作
而另受保護，卻在為未得原著作權人的同意時，仍可能有侵害版式擁有者
改作權之虞。
在節目版式的爭議案件中，法院應該針對抄襲行為同時為重製權以及
改作權之判斷。假設當抄襲者並非完全地複製版式，而是針對節目的內容
及架構為創作及變更時，尚得以著作人之改作權是否受侵害為判斷，尚屬
適法。

治
政
大
貳、節目版式為思想抑或表達
立
「思想與表達區分原則」乃電視節目版式之爭議重心所在。既然著作
‧ 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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權法在保護權利人的同時，亦須同時維持社會公益以及國家發展，因此對
於著作物之保護只限於具體之表達，而尚不包括抽象之思想。然而，每個

‧

受到保護的作品均同時包含思想以及表達，該如何區分二者即為困難所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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電視節目版式在製作設計的前階段的創意提案時尚僅為抽象的思想尚屬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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疑，然而在經過整體的流程安排、元素加入以及內容設計後，是否可以成
為獨立之表達即容有討論空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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ㄧ、思想與表達區分原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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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ㄧ）起源
思想與表達區分原則最早源自於 1879 年美國聯邦最高法院在 Baker v.
Selden 案中針對空白表格系統是否受到著作權法所發展之概念。聯邦最高
法院法官認為該特殊簿記方法為實用技術（useful art），而系統方法或使
用並不得受到著作權法保護。法院解釋：「如未使用書中例示插圖之方法、
圖形或其他相似之內容，即無以教授該會計技巧（記賬之方法）時，則對
於該技巧而言，該方法及圖形不僅應認為係必要事件，應屬於公共財產

222

參臺灣高等法院臺南分院 82 年度上訴字第 1155 號刑事判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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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並且認為空白表格係「必要附隨事件（necessary incidents）」於原

告的記賬法，因此不受到著作權法所保護。
Baker 案首先嘗試在著作權法下區分著作物中的思想與表達，並且認
為前者屬於公共資產而不受到著作權法保護，只有後者才是作者智慧精神
投入之創作方能受到保護。至於兩者之間的區分基準則必須參照係爭著作
權所欲達成之目標而有不同，例如具備實用性之著作所達成之目的或功能
乃著作之思想，為達成該目的或功能所必然需要之任何方法則為構想。然，
若達成該目的或功能有數種不同方法時，則所選擇之特定方法對於特定之
目的既非「必要」，則為思想之表達而非構想之本身224。

政 治 大

本案不但廣被後案所援用，更促使美國並於 1976 年於著作權法中規定：

立

「著作權法保護著作人的原創著作絕不延伸及於任何思想、程序、過程、

‧ 國

學

系統、操作方法、觀念、原創或發現，但不包括其在該著作中以描述、解
釋、說明或具體化的方式呈現225。」思想與表達區分原則亦被具體體現於

‧

與貿易有關的智慧財產權協定(Trade Related Aspect of Intellectual Property
Rights, including Trade in Counterfeit Goods)第 9 條第 2 項226及世界智慧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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產權組織(World Intellectual Property Organization)著作權法第 2 條227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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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 h 1 規定：「依本法取得之著作權，其保護僅及
我國著作權法第 10 條之
engchi U

（二）我國學說與實務見解

於該著作之表達，而不及於其所表達之思想、程序、製成、系統、操作方
法、概念、原理、發現」。
我國學者針對思想與表達區分原則曾有不同之詮釋，有認為：「著作
223

“Where the art [i.e. the method of accounting] it teaches cannot be used without employing
the methods and diagrams used to illustrate the book, or such as are similar to them, such
methods and diagrams are to be considered as necessary incidents to the art, and given to the
public.” Baker v. Selden. 101 U.S.99 (1879) at 104.
224
羅明通，前揭註 183，頁 334。
225
Title 17 U.S.C. § 102(b) provides:「In no case does copyright protection for an original
work of authorship extend to any idea, procedure, process, system, method of operation,
concept, principle, or discovery, regardless of the form in which it is described, explained,
illustrated, or embodied in such work」.
226
TRIPs Agreement, Art.9(2):“ Copyright protection shall extend to expressions and not to
ideas, procedures, methods of operation or mathematical concepts as such.”
227
WIPO Copyright Treaty, Art. 2 “Copyright protection extends to expressions and not to
ideas, procedures, methods of operation or mathematical concepts as suc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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權法所保護之表達，係創作內容已經由一定之表達形式，形諸於外部。此
客觀化之表達必須能為自外部所能感知作權法所保護之表達必須能自外部
所能感知228。」亦有解釋：「須將精神之創作與著作人之頭腦分離，使外
部一般人得以察覺其存在。著作人抽象的思想及感情本身，並非著作，必
須將思想與感情具體的以文字、言語、形象、音響或其他媒介物客觀地加
以表現，始受法律之保護229。」
我國著作權實務上亦贊同此區分原則，見臺灣高等法院 92 年度上易字
第 399 號民事判決中曾為清楚說明：「著作權法所保護者係思想之表達，
並非思想本身。以食譜而言，相同菜色作法，於文字圖樣存有多種表達方

政 治 大

式，菜色作法雖同，如以不同文字圖樣表達，即無侵害著作權之可言，如

立

以相同文字或圖樣表達相同之菜色作法，客觀上足認…難謂非抄襲或重

‧ 國

學

製。」

此外，若係基於相同的思想而發展出不同的表達方式時亦不成立著作

‧

權法上的抄襲。我國最高法院 97 年度台上字第 3121 號刑事判決：「科學
數據及地理知識，乃人類共有之固有智產，並非表達著作人個人之思想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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情部分，且係事實之敘述，並非著作權保護之標的，即非告訴人所得享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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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著作財產權，且除上述孔雀石之描述與告訴人之描述有較多雷同外，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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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分均係擷取告訴人之重點詞句，而另以自己之語詞表達，並非逐字抄襲，

C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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難認有侵害告訴人著作權之故意。」

（三）思想與表達之合併
鑑於思想與表達之間難以劃分出清楚的界限，兩者間如何維持適當的
平衡亦為實務上之爭論點。然如思想與表達之間具備緊密不可分而互為連
結時，則此時嚴格地保護表達將致權利人得以壟斷思想，妨害創意思想的
再使用而有害於國家文化之發展，與著作權之立法目的不同。承而著作權
法發展出「必要場景原則（scenes a faire）」及「思想表達合併原則（the
merger doctrine of idea and expression）」容許例外情況下考量思想與表達合
228
229

羅明通，前揭註 5，頁 193。
蕭雄淋，著作權法論，頁 99，五南圖書出版股份有限公司，2005 年 11 月三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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併而不受到保護，藉由限制原創性表達之保護，避免普遍性構想之獨佔權。
必要場景原則乃欲解決當某一類型的戲劇、小說、主題實際上不可避
免而必須採用某些事件、角色、佈局或布景，雖該事件、角色、佈局或布
景之表達方法與他人雷同，但因為係處理該特定主題不可或缺或是標準的
處理方式，故其表達方法不構成著作權之侵害。
美國法官在 Schwarz v. Universal Pictures Co. 案230中為了闡述此原則曾
舉例：「如果要撰寫紐約 South Bronx 區警察之生活，他們將很自然地僅能
描繪醉鬼、妓女、歹毒、廢棄車輛與具有愛爾蘭血統且善於飲酒之警察追
逐犯罪者之情形並列。例如在冒險動作影片或電視影集，其主題、情緒、

政 治 大

節奏均屬相似，則此種主題、情節、事件之順序太過普遍，以致於雖然相

立

似，但仍不受著作權法保護231。」並且舉例：「如果在科幻作品，在劇情

‧ 國

學

結構、事件發生之次序、劇中之角色存有無限可能之變化，故逐句抄襲或
使用意義極為接近之詞句固然明顯已構成侵害，在結構、次序或角色之相

‧

似亦構成抄襲; 反之，在寫實之作品，處理之方式極其有限，縱已逐句抄
襲，但第一作者之表達方法既係必然附隨於該構想之普通場景，故構成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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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權之侵害2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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思想與表達合併原則係指當構想與表達不可分辨、不可分離或是僅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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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h1984
e n年gLandsberg
c h i U案件中法官即使用此原則判

一種或極其有限時，則兩者之間合併，縱使作品間的表達具備實質相似仍
不構成著作權之侵害233

斷係爭的著作權，並表示：「兩種作品是否有實質近似依其作品之性質而

定，如依作品之之性質，對思想之表達方法極其有限，則縱然其表達方式
已逐句複製或兩作品有非常接近之意義亦不能謂為侵害著作權234。」
在電視節目版式的著作權法爭議案件中，相類似主題的節目通常都會
230

Schwarz v. Universal Pictures Co., 85 F. Supp. 270 (S.D. Cal. 1945).
Id.
232
判決內容引自 Neil Boorstyn, Copyright Law (New York: Clark Boardman Callaghan,
Cumulative Supplement, 1992.
233
羅明通，前揭註 183， 頁 371。
234
Landsberg v. Scrabble Crossword Game Players, Inc.,736 F. 2d 485,489 (9th Cir. 1984)(“ A
second author does not infringe even if he reproduces verbatim the first author's expression, if
that expression constitutes "stock scenes or scenes that flow necessarily from common
unprotectable ideas, because to hold otherwise would give the first author a monopoly on the
commonplace ideas behind the scenes a faire.”)
2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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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用到某些固定的元素。舉例而言，野外生存節目當中通常都會包括地圖、
飛機、地標、困苦、貧瘠地區的元素使用235。因此法院通常都會認定該些
元素的使用已經成為野外生存節目所通常使用到的元素，因而有必要場景
原則的適用，被獨立排除而不成為實質認定之客體236。
又假設相類似的節目版式中，特定元素的使用方式或是節目呈現方式
時常會因為節目類型的特定而被法院認定有思想與表達合併的適用。舉例
而言，在《Survivor》中之「參賽者間互相投票的淘汰儀式」將會因為呈
現方式的有限而在他人有其他相類似使用時阻卻實質近似認定237。
在我國唯一的著作權侵害案件中，承審法院亦認為大型的益智型節目

政 治 大

中，本來就會搭配多種不同關卡或求救方式，一般益智類型節目呈現之程

立

序或設計構想、概念，自不宜過度適用著作權法之保護，就算彼此之間有

二、我國實務認定節目版式僅為思想

‧

‧ 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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實質近似亦不構成著作權侵害238。

在版式究竟能否成為到著作權法保護下的客體，我國智慧財產局曾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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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魔術比賽以及益智遊戲節目版式僅為思想而不受到保護。又我國臺北地

er

io

方法院於民國 103 年更做出我國首件涉及電視節目及節目版式的著作權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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產業間尚屬常見，不宜過度適用著作權法來給予保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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權之判決中明確指出益智類型的問答節目所依據的進行程序或設計構想在

（ㄧ）智慧財產局見解
我國著作權主管機關經濟部智慧財產局在 2011 年 5 月 2 日智著第
10000038740 號函解釋：「著作權之保護僅保護表達，而不及於該著作所表
達之思想、程序、製程、系統、操作方法、概念、原理及發現等。亦即，
本法所保障者為觀念、構想之『表達方式』，不及於觀念、構想本身。因
此，所詢魔術比賽節目中，主持人、魔術師及觀眾人數、魔術的方法、程
235 Jessica E. Bergman, No More Format Disputes: Are Reality Television Formats the Proper
Subject of Federal Copyright Protection? 4 J. BUS. ENTREPRENEURSHIP & L. 244, 252 (2011).
236 Id.
237 Id. at 253.
238
參臺灣臺北地方法院 99 年度自字第 77 號刑事判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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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及獎金計算方式等，均屬於本法所不保護之觀念、構想，如僅係觀念之
雷同並不生著作權侵權之問題。另所錄製的節目本身則屬著作權法所保護
之視聽著作，如未經授權即利用節目之片段，會構成著作權之侵權，但如
僅係源自相同的概念而另行錄製另一魔術比賽節目，則無著作權侵權之問
題239。」
又於 2011 年 5 月 3 日智著字第 10000038730 號函認為：「製作益智節
目問答類遊戲電視節目是否有侵害他人相同類型之節目一節，由於主持人、
參賽者及觀眾人數、遊戲的方法、程序及獎金計算方式等，均屬於本法所
不保護的概念、構想、如僅係觀念之雷同並不生著作權侵權之問題240。」
持相同的見解。

立

政 治 大

智慧財產局並曾在 2012 年 4 月 10 日電子郵件 1010410 中表示：「來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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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述製作廣告模仿關鍵時刻 OOO 與專家對話的橋段，若僅係模仿該節目
橋段而非對話內容，應屬於觀念之抄襲，尚無侵害著作權之虞。惟如廣告

‧

中所模仿者包括該節目中之對話內容，若該等對話內容具原創性，且無著
作權法第 9 條不得為著作權標的之情形者，即屬於受著作權法保護之語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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著作，模仿者可能會構成抄襲而侵害他人著作財產權241。」認定模仿電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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節目的部分內容是否成立著作權法上侵權行為，須先判斷該內容本身不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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備程度上的原創性而成立語文著作下，僅屬於觀念及思想上的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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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臺灣臺北地方法院 99 年度自字第 77 號判決《挑戰 101 案》
我國臺北地方法院於民國 103 年做出國內第一件關於電視節目間抄襲
案是否有侵害自訴人對於電視節目以及電視節目版式的重製權以及改作權。

1. 節目版式無具體表達，不受著作權法所保護
承審法院先敘明我國著作權法只保護具體之表達而不及於思想：「著
作既為創作，即須具有原創性，亦即著作權法重在保護表達，而不保護表
達所含之思想、觀念，以避免造成壟斷，反而危害創作與文化之發展。換
239

參智慧財產局 2011 年 5 月 2 日智著第 10000038740 號函。
參智慧財產局 2011 年 5 月 3 日智著字第 10000038730 號函。
241
參智慧財產局 2012 年 4 月 10 日電子郵件 1010410 號。
2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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言之，著作內隱含之思想或觀念無論是否正確，均不影響其可否成為著作
權法保護標的之判斷242。」
並接續認定原告之節目授權的版式內容僅為大綱及構想，未達具體程
度而不受到著作權法保護。法院解釋：「自訴人 Endemol Nederland 授權之
內容書僅是在表達該節目如何製作之大綱及構想，至於該節目之實際演出
內容，尚須有主持人訪問參賽者及製作人題目之設計就遊戲之進行逐一具
體表達，而節目中使用的全部題目都由製作人全權決定，亦即該益智節目
之完成尚涉及主持人如何訪問參賽者、題目之計設及導演之手法、剪輯等，
故從該授權之版式尚無法直接演出，需有每集的實際競賽之情243。」

政 治 大

並且表示：「縱使『1vs100』節目之遊戲方法、參與角色設定、舞臺設

立

計係依上述『製作手冊 1vs100』所製作，但此僅為節目之大綱、構想、流

‧ 國

學

程，並無角色互動發展之具體內容，與實際鋪陳具體事件次序及角色互動
發展情節之影片，難謂在量或質方面達於實質類似之程度，亦即仍須有具

‧

體表達之主持人、參賽者、把關者之參與及具體題目設計後，始得據以製
作成上開節目之視聽著作2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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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告的節目在得以成立視聽著作下，被告為相類似的節目製作是否有可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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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案法院在表明節目所依據之藍圖版式不受到著作權法保護後，探討

侵害原告之重製權以及改作權。

法院在為實質近似的認定上，以視聽著作常採用之「整體觀念及感覺
測試法」為判斷，並未抽離其在判決理由書中所表明自訴人節目中不受保
護的部分。如益智節目的創意概念以及益智節目中常見的關卡設計或是求
救方式予以抽離，再就具體表達之部分為判斷。反之，則直接就兩節目在
整體觀念以及感覺下確實構成實質近似245。法院表明：「在判斷圖形、攝
影、美術、視聽等具有藝術性或美感性之著作是否抄襲時，如使用與文字
242

參臺灣臺北地方法院 99 年度自字第 77 號刑事判決。
同前註。
244
同前註。
245
電視節目版式實質近似之判斷方法於本節後段討論之，參頁 87 以降。
2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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著作相同之分析解構方法為細節比對，往往有其困難度或可能失其公平。
因此在為質之考量時，尤應特加注意著作間之「整體觀念與感覺測試法
246

。」
惟，法院在承認兩者間成立實質近似後，卻表明該實質近似的部分僅

係為觀念和思想上的相似，非獨立之表達。「上開節目雖節目名稱不相同，
然從勘驗之節目內容中參與該益智節目之人數相近，均是由一挑戰者對抗
100 名或 101 名之把關者、節目之遊戲規則、流程、求救之方式、舞臺之
設計、把關者之座位設計等方面綜合觀之，確實構成實質近似247。」然在
肯認兩節目間顯有實質近似後，卻又表明相互近似的內容，究係著作之

政 治 大

「表達」，抑或儘是單純表達之「思想、程序、製成、系統、操作方法、

立

概念、原理、發現」，仍有疑問248。並且最後認為該類似的部分僅為著作

‧ 國

學

權法所不保護之概念。主張：「益智類型問答節目之節目類型，於本案發
生前即非少見，此種益智類型問答節目，本常搭配多種不同關卡或求救方

‧

式，是一般益智類型節目呈現之程序或設計構想、概念，自不宜過度適用
著作權法之保護2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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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版式」仍採取保守之態度，認為其儘是思想、觀念或是程序的模仿，和
engchi U
從上述智慧財產局的兩號函示以及回信可以得知，智慧財產局針對

具體視聽著作的著作權侵害尚屬有間。此外，臺灣臺北地方法院 99 年度
自字第 77 號刑事判決亦為我國迄今唯一涉及版式抄襲之判決，其重要性
不可言喻，亦表明我國司法實務對於版式之謹慎保守態度。

法院在判決理由書中清楚區辨記載遊戲方法、角色設定及舞台設計等
之節目製作手冊僅為構想而不受到著作權法保護; 然若嗣後有結合主持人
及參賽者等依照大綱為具體內容的演出而作成得以附著於機械設備等媒介
物影像的電視節目時，方得成立視聽著作。
246

前揭註 242。
同前註。
248
同前註。
249
同前註。
2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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且在判斷該視聽著作上是否有改作權之侵害時，亦嚴格恪守思想與表
達區分原則，認定兩者節目間所相近的部分為業界通常採用之類型風格，
而僅為思想上之使用，未有改作權之侵害可能。
雖然本案是否提交上訴法院為審理尚未明朗，惟地方法院之判決尚有
些許可議之處。首先，筆者肯認單純節目版式僅為文字上的抽象架構記載，
實際的演出內容仍需待實際之演出者為具體表達。然法院卻未有單獨針對
版式的著作性為探討。基於我國著作權法對於著作類型係採取開放性的例
示規定，因此該版式假設在經過具體記載進行方式、遊戲規則、節目主持
題目、布景燈光使用等細部元素後，若經過詳加記載而具備創作性，並且

政 治 大

足以彰顯著作人獨特之人格特性後，則似未有完全不可能取得著作權保護

立

之理。本文肯認法院考量版式的抽象性，若首開對於版式之保護恐怕會因

‧ 國

學

為版式的抽象和不確定性，致使著作權法衡平權利人利益以及國家文化發
展產生偏頗，侵害大眾權益並且恐增更多法律爭議。然而，若版式在著作

‧

權爭訟時，法院實需於詳加就著作權成立要件為審核及判斷並且敘明理由，
否則恐有犧牲權利人權益之疑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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次之，法院於判決理由書當中僅有針對拍攝完成之電視節目為視聽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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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之改作權侵害為審酌。本文同意法院得依照其自由心證為權衡認為兩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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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條之 1 所不欲保護之概念。然而，承本章第一節所述，電視節目版式中
engchi U
目間所呈現實質近似的遊戲規則及進行方式等部分僅為我國著作權法第

尚可能針對音樂的使用、場景的設計、角色之造型設計、對白口號等元素
分別成立音樂著作、美術著作、語文著作不等。因此，縱使就整體之視聽

著作在創意內容及流程操作上亦落入思想之窠臼而難成立著作權侵害。然，
就節目中個別之其他類型著作亦可能會有重製權以及改作權上的侵害，法
院應為實質之審理尚屬適當。

三、外國法院判決
國際間各國法院間對於著作權之認定不一，且鑑於各國電視版式產業
之發展有高低之別，因此國際間對於版式之保護迄今尚未有一定之共識。
1980 年 Green v. Broadcasting Corp of Zealand 之版式侵權案，除了一路
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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爭訟至英國樞密院迫使英國法院開始重視「版式權」之存在，更開啟了往
後數十年間不停歇之版式爭訟。於該案結束迄今的二十餘之間，可以發現
有許多國家逐漸肯認版式之創作性而得以成為著作權法受保護之客體，如
比利時、巴西、加拿到、荷蘭以及西班牙。反之，英國和德國等國家卻仍
然對於版式之保護採取否定且保守之態度。本研究選擇八個國際間對於我
國較具啟發性的判決為介紹，期能提供相當之參考與借鏡。

（ㄧ） Green v. Broadcasting Corp of Zealand. (1989)
本案是全球電視產業快速發展下，首宗受到法院正式審查的節目版式

政 治 大

於著作權法適用爭訟案件。其重要性不只在於承審法官的見解影響了往後

立

二十時餘年間各國法院對於節目版式的態度，英國更因為本案國際間第一

‧ 國

學

個嘗試於既有之智慧財產範圍架構下增設版式權的國家。縱使我國不同於
英國對於著作權法採取封閉式的列舉規定，而係在我國著作權法第 5 條明

‧

文表示採取開放型的例式規定。惟該案中法院針對節目版式的概念、定義
上以及適用著作權法之意見仍具相當之啟發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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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案自訴人 Hughie Green 於 1956 年至 1978 年間製作了一智力競賽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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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Opportunity Knocks》，並主張被告於 1975 年至 1978 年間所製作之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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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主題、相同名稱的電視節目侵侵害其對於電視節目版式的著作財產權，

Ch

engchi

並且有仿冒之不正當競爭行為250。

承審之紐西蘭地方法院與上訴法院均認為節目之版式所表現之概念尚
不具備具體性以及完整性而得被認定成為英國著作權下之戲劇著作。本案
於在上訴至英國樞密院後，樞密院仍維持下級審相同見解並為闡釋。1.原
告所主張的創意思想以及智力競賽僅是一種概念性的想法，無法在著作權
法下受到保護。2.原告擴大了版式一詞的概念，來隱喻地描繪電視節目的
特徵，例如依照特定方式、有重複情節以及使用特殊道具等方式為呈現，
因此版式一詞難以與電視節目為清楚區別251。3.針對原告主張的戲劇著作
應該要能具備確定性以及完整性來提供完整的表演，且組成電視節目的元

250

251

本案詳細背景事實及判決介紹請參頁 20。
Green v Broadcasting Corporation of New Zealand (1989) RPC 7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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素彼此間缺乏關聯性，至多成為構成電視節目的輔助部分，不具備實質特
點252。4.許多電視節目類型，例如選秀節目、猜迷節目以及遊戲節目通常
都會依照一定的操作模式來進行，只是節目間彼此選擇的元素不同。假設
貿然地對於個別版式賦予著作權法，考量著作權法背後所存在之獨佔性效
果將會因為該本事本身根本不具備確定性而產生社會上的不公平現象253。
本案促使向來以電視節目製作與交易盛行之英國於 1990 年嘗試在英國
廣播法院（British Broadcasting Bill）修正增訂版式權（Rights in Formats）。
惟英國國會在考量「版式」一詞所涵蓋之範圍及類型過度廣泛，將無法如
同其他著作類型般具備明確性、一般人並無法明確預知一個節目版式應該

政 治 大

包含多少相關元素，以及當中究竟有多少元素可以受到保護等問題而否決

立

該項提案。

‧ 國

學

此外，國會亦考量承審法院之見解，認為現行之英國著作權法體制已
經足夠應對版式權抄襲之情況，如果冒然地增設版式權可能有鼓勵壟斷思

‧

想或是概念之餘254，並且創造更多法律上的爭議及適用之困難。而此案例
背後所體驗出來之法律精神亦被後續諸多電視節目版式爭議案件所援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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客觀亦影響了英國對於電視版的態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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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案原告 Endemol 為國際間知名節目版式製作公司，其在荷蘭所製作
engchi U

（二）Endemol Entertainment v. Antena3. (1994)

以及設計以新婚夫妻為主題得遊戲節目《Love Letter》在 1994 年時便已成
功販賣將版式至德國、比利時以及瑞士等國，並且正與和西班牙電視台
Tele5 為相關買賣授權之協商。然，於此同時，西班牙最大間的電視公司
Antena3 也同時開始製作相類似內容的節目《All You Need Is Love》255。
因此原告向西班牙法院控告 Antena3 侵害其對於該設計版式之著作權。
承審法官於審理後認為該《Love Letter》節目在創意概念外，已有智
慧之投入，節目中的之三大關鍵要素，如求婚設計、婚禮記錄以及競賽遊

252

Id.
Id.
254
521 PARL. DEB., H.L. (5th ser.) (1990) 1718-19 (U.K.).
255
The FRAPA Report 2011, supra note78.
2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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戲均為原告所精心設計。除了符合原創性外，亦得以彰顯創作者獨立的精
神人格，符合著作法之保護要件。此外，在過往的相類似節目概念間亦從
未有相類似的呈現形態。並且認為，被告所製作之高度類似節目已經抄襲
原告版式中「實質精華（key elements）」的部分侵害原告之著作權，因此
判決 Endemol 勝訴並命被告停止播出該節目256。
承審法院在判斷自訴人於該節目的原創性彰顯以及被告是否有抄襲行
為時，並非單純考兩者間的創意概念，而是針對原告節目中實質精華部分
的設計以及呈現上是否具備原創性以及具體性，再進而判斷被告之節目是
否亦有製作或使用該些精華元素而有抄襲侵害之虞。

政 治 大

各國間版式侵權爭訟案件在 Green 案首開先河後便相繼出現，然而法

立

院間通常都會考量版式不符合著作權法下的具體表達性而不受著作權法所

‧ 國

學

保護; 又或者是認為兩版式間所呈現高度相似的僅為思想及概念，因此不
構成著作權侵害。然 1994 年西班牙法院卻做出了首見承認版式著作權之

護迄今仍為一直保持高度肯定之態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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判決，其重要性不可言喻。西班牙於本判決後，法院對於版式之著作權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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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國 Castaway 電視製作公司為實鏡生存節目《Survivor》的原始創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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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ternational. (2000-2004)

團隊，該節目內容乃為一群參賽者隔絕在空無一人的荒野中。在節目的競
賽過程中，參賽者必須彼此競爭並且完成製作團隊所指定的挑戰，而節目
最後只有一名優勝者獲得高額之獎金。
Castaway 公司向荷蘭法院指稱 Endemol 國際娛樂公司於 1999 年播出
之《Big Brother》侵害其著作權。原告主張《Survivor》的節目版式係由
12 獨特的元素所具體結合而成，在具備原創性下得以受到著作權法所保護。
然而，Endemol 公司則主張版式無法受到著作權法保護而無由成立著作權
侵害257。
256

Id.
Castaway Television Productions Ltd and Planet 24 Productions Ltd v Endemol (unrep, 16
April 2004, Dutch Supreme Court).

2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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審理本案之荷蘭上訴法院肯認原告 Castaway 之主張，認為原告所提之
12 項要素包括：將不同背景的參賽者組成團體並且與世隔絕、以攝影機和
主持人每日 24 小時監視參賽者的活動、參賽者完成任務以賺取獎金、以
投票方式淘汰參賽者等 12 項元素之結合。雖然個別元素未必擁有著作權，
但是當這些元素被串連起來後而足以構成獨特的作品時，符合荷蘭著作權
對著作的要求：「具備足夠的原創性，以及被足夠地開發與執行258」。
儘管本案最後法院在判定實質近似時認定兩版式間使用之元素並未完
全相同而判決原告 Castaway 敗訴259，但是本案乃法院間首次肯認當節目
版式的內部元素在結合起來後，若能夠彰顯人類的心智投入並且具備獨特

政 治 大

性時，毋庸討論其是否落入何種著作類型時，均應該同樣得以受到著作權

立

法所保護，在電視產業中具備劃時代的意義。而 Castaway 公司在取得荷

‧ 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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蘭最高法院之肯定態度後，更陸續以《Survivor》之版式於美國及英國提
起相關訴訟。

‧

（四）Survivor Productions LLC & CBS Broadcasting Inc. v. Granad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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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BS 後，SPL 以及 CBS 公司於
ABC 電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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承上，《Survivor》的節目版式在授權予美國電視節目公司 SPL 及

台所製作之《I’m a Celebrity—Get Me Out of Here》侵害其著作權。

被告所製作之節目內容乃為八名女藝人被直升機載往澳洲的荒涼地區
來接受製作單位設計之挑戰並選出最後的優勝者260。自訴人主張此種將參
賽者置於未開發地區，要求其自給自足的完成挑戰，並且在每集淘汰最後
一名參賽者直到優勝者勝出之獨特版式內容為《Survivor》所獨創。此外，
兩節目間所呈現之風格、觀感、淘汰儀式、叢林景觀及討論場景等均呈現
高度相似因而請求法院定暫時狀態假處分命 ABC 公司停播該節目261。
258

Id.
本案實質近似討論留待本節後段詳述，參頁 92。
260
CBS Broad. Inc. v. ABC, Inc.supra note 189. 中文判決介紹請參廖沛穎，前揭註 8，頁 45。
261
CBS Broad. Inc. v. ABC, Inc., supra note 189.中文介紹請參廖沛穎，前揭註 8，頁 45。
2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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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荷蘭最高法院對於《Survivor》版式之見解，紐約地方法院亦承認
使將大量未受到保護的基本元素串聯在一起可以成為受到保護的客體，而
此種串聯必須具備充足的原創性並且為清楚之表達時，方能受到著作權法
所保護。原告對於節目版式的創意概念並不受到保護，因此「把一組人放
在一個環境中並且觀察他們的生活情況安排」並非原告所原創，而不受到
著作權法所保護，尚屬當然。然而，當原告的創意概念在經過細節性地描
述、特定的角色安排、系統性地架構順序後應該受到著作權法所保護262。
儘管最終本案法官在認定兩節目的實質近似認定時否認兩者在整體觀
念及感覺測試下有具備實質近似263，但仍係對於版式超越單純之思想而具

政 治 大

備一定之原創性採取肯定之見解264。

立

‧ 國

學

（五）TV Design v. Der Südwestrundfunk (SWR).(2003)

原告 TV Design 為法國電視節目公司，其所設計之兒童節目《L'école

‧

des fans》乃為邀請小朋友至舞台前表演歌唱，而後將有評審為演唱表演
之講評，最後將會安排原唱歌首親現場，親自獻唱外並將分送禮物予表演

sit

y

Nat

之小朋友。

er

io

TV Design 於 2003 年向德國法院指控被告 SWR 在拒絕原告版式之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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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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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h
Mic》，侵害其對於該節目版式的著作權，並申請德國法院核發禁制令
engchi U

賣協議後，又另行創作另一高度相類似的兒童節目《Kinderquatsch mit
265

。

本案一路上訴之德國最高法院，德國最高法院在判決理由書中解釋版

式只是製作節目之架構以及藍圖，同一類型的電視節目通常都會採用相似
的架構以及概念，並進而製作出相類似但是不相同的電視節目。因此只有
在依據該版式的指引而製作出具體的節目或影集時，方能受到保護。法院
並且指出，電視節目得以藉由連續情節而創造出虛構的世界，並且由各式
的元素所連結; 反之，電視節目版式僅是形塑相同類型節目的一般指南或
是架構，其與創作後的作品並沒有直接地連結266。
262

Id.

263本案實質近似之討論留待本節後段詳述，參頁

The FRAPA Report 2011, supra note 78.
Id.
266
廖沛穎，前揭註 8，頁 65。
264
26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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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見解否定了電視節目版式假設在構成特殊的創意成果時應該得以受
到著作權法所保護。此外，假設電視節目的製作上必須依照版式架構為依
據，則節目版式當然和創作的作品有當然之連結。德國最高法院之見解不
但不利於非劇本節目之他節目類型，因為當中若有涉及演出者之臨場表演
或是即興發揮部分時，則恐將無法成為德國著作權法保護之客體。
本案法院之態度似乎又背馳了其他國家間對於版式漸漸採取開放之態
度，而和先前 Green 案法院之看法類似。最高法院法院認為版式只是電視
節目製作之指引，否認版式的著作性，認為假設把對於電視節目的保護擴
章及於前階段的版式時，將會不當地壟斷許多背後的創意以及思想。此判

政 治 大

決更持續影響德國迄今對於版式著作性的否定態度267。

立

‧ 國

學

（六） TV Globo & Endemol Entertainment International v.TV SBT of
Brazil. (2004)

‧

原告 Endemol 公司為了推廣其知名節目《Big Brother》，曾與被告 TV
SBT 電視公司有買賣版式之協商，並在周旋協商間大量地揭露許多關於該

y

Nat

sit

節目版式資訊。隨後雖然兩者間並未就版式交易達成共識，然被告卻於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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製作了一部和《Big Brother》內容高度相似但是卻名為《Casa do Artista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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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 Globo 公司向巴西法院提
原告因此聯合巴西境內已經取得授權之
e n g c h i TV

(The Artist's House)》之節目。

出著作權侵害訴訟並請求法院對核發禁制令。然，被告則一如他案般地抗
辯實境節目並沒有一定之腳本且「將人們聚集在一個特定的地方，並對他
們的行為及自然反應加以觀察」僅為一般的設計概念，為著作權所不保護
之思想。
巴西承審法官在聽取原告及被告的意見後，主張：「就電視媒體產業
的特性而言，電視節目版式一詞應該具有更為寬廣的意義，其不僅只包含
節目的核心概念，還包括整個製作團隊所擁有的技術、藝術、經濟及商業
等資訊在其中。因此，電視節目版式不應只是節目的概念而已，其範圍應

267

The FRAPA Report 2011, supra note 7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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該超越概念更多268。」
於後，法院更具體指出《Big Brother》具備「節目的開場、中間過程
及結尾，將該節目的所有過程做出細膩的敘述，其不僅是一群人共同生活
一段時間所營造出的節目氣氛，甚至節目中攝影機所擺放的位置等，都是
該節目版式所構成的細節，這些細節還包含了如何在參與者的身上綁麥克
風、如何維持 24 小時的連線、節目使用的音樂風格、參與者經由何種形
式與外界接觸、活動等; 這些影音的呈現，透過每天電視節目的播出及透
過網際網路傳送所附加的商業開發，成功地捕捉到成千上萬觀眾的注意，
也是節目版式獨一無二的特徵269。」

政 治 大

本案雖然涉及電視節目公司就版式授權買賣的協商階段之創意剽竊爭

立

議，但是法院在判決理由中並未採納被告主張版式僅為創意之構想主張，

‧ 國

學

而認定節目版式在具備特定之要件及特點後，亦得成為著作權法保護客體。
且被告所製作的節目與原告之節目相近似並非偶然，反之，則是一種抄襲

‧

以及複製，為法所不允許270。

Na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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該案迄也一直對於版式之著作權認定採取肯定態度。

y

本案無疑於國際間版式之保護認定上邁進一大步，巴西法院於 2004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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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

v
i
n
Ch
本案原告 Maradentro 公司認為被告西班牙
e n g c h i USogecable 公司所製作之

（七） Maradentro Productions S.L. . Sogecable, S.A. (2009)

《Epílogo》節目侵害其於《Epitafios》節目之著作權。並且提出兩者均是
採取深度訪談的節目進行，且兩者間對於訪者的選擇上，從年齡、疾病或
病況的選擇上均呈現高度相似271。此外兩節目在受訪者過世後所呈現之墓
誌銘以及回憶錄之方式幾乎相同272。然而，被告則辯稱種節目內容設計概
念儘是思想，而不受到著作權法所保護273。
承審之西班牙法院認為本案原告所提出之節目版式尚不具備充分的細

268

Endemol v TV SBT (unrep, 2004, Brazil).
Id.中文介紹請參張瑞星，前揭註 15，頁 100-101。
270
Id.
271
The FRAPA Report 2011, supra note78.
272
Id.
273
Id.
26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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節說明，因此認定該節目版式尚無法成為著作權法下的保護客體。然，本
案之重要性在於法官在理由書中對於節目版式的著作性予以說明。法院表
示：「節目版式毋庸如同劇本一般清楚記載方能受到著作權法所保護，只
要具備一定程度的獨特性及細節性時即應可受到保護」。
更在判決理由書中指出：「既然我國著作權法保護圖畫、設計圖、模
型以及草稿等類型，亦同時保護故事大綱以及戲劇劇本。因此若是電視節
目版式得以被比擬為故事大綱以及劇本時，我們沒有不給予保護之道理。
但是，該版式必須呈現出超越一般構想以及概念的而具備一定的架構以及
細節性記載274。」

政 治 大

本案法院之見解不但承繼先前西班牙法院於 1994 年針對《Love Letter》

立

案之態度，更清楚地在理由書中肯定節目版式在經過設計後具備獨特性而

‧ 國

學

足以展現出一定的原創性時，並且經過細節性、組織性、架構性的記載後
應該肯認其著作性，此見解更被往後之西班牙法院所積極採納。

‧

（八）Meakin v. British Broadcasting Corporation （BBC）& Other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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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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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案原告 Robin George Le Strange Meakin 控告英國廣播電視台 BBC 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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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

v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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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
C h 但卻未被採納的猜謎遊戲企劃案《Cash
其於 2003 年 9 月投遞至 BBC
Call
engchi U
播出之《Come and Have a Go… If You Think You Are Smart Enough》剽竊

Millions》275。

自訴人除了主張 BBC 公司違反其於協商過程中所被賦予之保密義務外，
更指出了其企劃案和節目間的高度相似之處。例如節目中題庫題目之類型、
開放觀眾電話 call-in 的制度、參賽者得以向家人以及朋友求救方式等，
認為 BBC 在未經過其同意而使用企劃內容而侵害其對於該企劃案的著作
權。
274

“(i) copyright protects drawings, plans, models, mock-ups and sketches; (ii) copyright
protects scripts and storylines; (iii) if the format can be compared to a script or a storyline then it
must be protected as well; (iv) in order for a format to be protected there must be a qualitative
leap from a mere general concept, in a detailed and formally structured way, resulting in a
creation of some complexity.” The FRAPA Report 2011, supra note 78.
275
Meakin v British Broadcasting Corporation & Ors [2010] EWHC 2065 (Ch D). 中文介紹請
參廖沛穎，前揭註 8，頁 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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承前所述，英國對於版式之保護一貫採取較為保守之態度。法院對於
本案之事實認定時表示，原告所主張的題庫使用、開放電話及求救方式均
為抽象之概念，其他節目早已有所使用而屢見不鮮，如 1998 年所採用電
話連線累積獎金的《Who Want to be a Millionaire?》276。此外，兩者間所
重複之部分只是電視猜謎節目中的一般基本概念，又兩節目所呈現出來之
節目在細節上於整體觀念上亦未實質相似，原告於著作權法上之主張並不
成立。最後，原告未有辦法提出實質證據證明被告所製作之節目乃根據其
原告所投遞之企劃案而尚難認定有保密義務之違反，因此承審法官認為原
告之主張顯無勝訴可能，以簡易判決為駁回277。

立

四、小結

政 治 大

‧ 國

學

全球電視節目版式的發展以及商業行為迄今已有六十年許，相關的版
式爭訟案件不勝枚舉，彼此間亦有勝有敗，具備觀察實益。從上述的討論

‧

可以窺知各國間對於電視節目版式的認定以及保護容有相當程度之差別。
考量其原因，除了各國著作權法下對於創作的認定要件容有差異、於著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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類型的規範要求亦有所間之外，各國尚可能依照國家內部電視產業的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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階段為權衡及審酌，並且做出較符合國情或是未來發展的判決見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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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內對於電視節目版式的保護仍然趨於保守，似乎落後其在電視產業的發
engchi U
電視產業歷史悠久大國如英國，在 Green 案後雖然已約莫三十多年，

展速度。然而，本文認為原因除了在於英國著作權法採取列舉的封閉式規
定下，於節目版式本質上的不確定以及抽象性下，承認版式權的存在可能
會產生更多法律爭訟案件。此外，英國一直為文化發展大國，電視產業之
創新能力亦相當繁盛，因此若過度地擴張保護版式，恐怕會對創意產生排
他的效果，對於後續之創作者尚屬不公，亦不利於社會之發展。
反之，另一產業大國美國則節目版式採取相對積極的肯定態度。承認
使將大量未受到保護的基本元素串聯在一起時，假設在具備原創性並有清
楚地組合方式而得被認定為具體表達時，肯認版式於著作權法之地位。本
276
277

Id. 中文介紹同前註。
Id. 中文介紹同前註，頁 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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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亦發現諸多國內外學者乃承襲美國針對「版式乃元素串聯組合」之概
念，因而嘗試藉由著作權法下的編輯著作嘗試提供解套，尚屬合理。唯此
種編排以及組合元素的方式在嗣後進行侵權認定的實質近似判斷時，恐將
因為元素的選擇以及使用上不同，而對於實務的抄襲案件上效果有限。
又德國對於電視節目版式的保護亦較為保守，認為節目版式僅是流程
以及藍圖，難以有形、固定以及確定的方式表達出來下，僅是抽象的思想。
並且認為如果過度擴張保護至節目版式時，將容易對於創意以及思想產生
壟斷。此態度以及考量和英國較為類似。
然而，荷蘭、巴西以及西班牙卻明確地表明電視節目版式整體在經過

政 治 大

設計後具備獨特性，並足以彰顯其一定的原創性後，並且經過細節性、組

立

織性、架構性的記載後應該肯認其著作性，明確表明了節目版式的成為一

‧ 國

學

種著作權的類型。此外，巴西以及西班牙更是國際間在承認版式的著作適
格性外，亦高度肯認著作間的抄襲及侵權行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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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節目版式侵權之認定困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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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若肯認電視節目版式之著作性下，相似版式間的究竟是否有成立侵
權行為所要求接觸與實質近似亦為實務上難解之難題。 尤其在實質近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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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判斷上，實務上所採用之四項測試法對於電視節目之適用均容有疑義，

engchi

且針對元素間的近似標準亦均涉及法院的主觀認定，實屬困難。

ㄧ、接觸與實質近似

（ㄧ）接觸
依美國聯邦法院之見解，接觸不限於以直接證據證明實際閱讀，凡依
社會通常情況，被告應有合理之機會或合理可能性閱讀或聽聞原告之著作，
即足以構成接觸278。我國於接觸的證明原則上採取與美國相同之態度，由
原告負擔舉證義務證明被告有合理機會或可能接觸原告的著作，而該接觸

278

羅明通，前揭註 183，頁 38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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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證明可以為直接279或是間接280的證據。
反之，被告亦可主張獨立創作為抗辯證明其為創作時，係獨立完成而
未抄襲他人之著作281。獨立創作中包含兩層意義：第一層指著作人完成時，
是從無至有，完全未接觸他人著作而獨立創作完成。第二層意義乃指著作
人創作時，曾參考他人著作，並以他人著作為基礎再進行創作，創作後之
成果與原著作之間客觀上已可識別，而非僅細微之差異282。此外，既然著
作權法不保護思想，則表示思想或是觀念可以為自由的接觸、模仿或甚至
抄襲。因此，假設兩作品間在表達上具備實質近似，被告亦可以以獨立創
作或是思想與表達合併而不夠構成著作權法上侵權。

政 治 大

在電視節目版式的著作權抄襲案件上，通常因為電視節目一經播出後，

立

除了該地區的觀賞者外，其他地區甚至其他國家之觀賞者亦可輕易取得。

‧ 國

學

法院亦可依據原告的發行數量、通路、時間與知名度推斷被告接觸原告創
作的可能性。因此版式案件中，法院通常在認定被告於原告節目創作有接

‧

觸的事實通常未有太多質疑，如我國臺北地方法院 99 年度在判定相類似
節目內容之製作是否有接觸原告節目時指出：「原告節目係於 97 年 1 月 4

y

Nat

sit

日公開播送，而被告係在製作公司擔任製作人，從事節目工作，故對同業

n

al

er

io

所推出之新節目類型，自需保持敏感，加以留易關注，應認被告有合理機

v

會及可能見聞系爭上述節目，而曾接觸該節目內容283。」

（二）實質近似

Ch

engchi

i
n
U

判斷兩著作之是否具備實質近似必須被告著作引用原告著作中實質且
重要之表達部分，意即其內涵應包括「量」的相似與「質」的相似。量的
近似較多適用在語文著作上，另針對著作物之實質相似所要求的量亦語著

279

直接證據例如：被告公司職員購買原告有著作權之電腦軟體之統一發票或收據、被告
公司之工程師承認曾從唯讀記憶體(ROＭ)盡數列印(dumping)原告有著作權之程式，同前
註。
280
間接證據例如：原告作品如係暢銷之小說、全國性之廣播節目或排行榜上之流行樂曲、
被告以不平常之速度完成其著作、以被告之學經歷及技術是否對該系爭著作有自行創作
之能力等判斷，同前註 。
281
羅明通，前揭註 183，頁 389。
282
同前註。
283
參臺灣臺北地方法院 99 年度自字第 77 號刑事判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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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物之性質有關，舉例而言，寫實的作品比科幻、虛構或創造性之作品要
求更多的相似分量，因為其雷同可能性較高故受著作權保護之程度比較低。
我國智慧財產法院亦採取相同之看法284。又另針對電腦資料庫之編輯如具
有原創性乃得成為著作權法上之編輯著作285，惟因其係屬於事實著作，固
受著作權保護範圍較為狹窄，要求較多相似之量286。
在判斷兩作品是否成立質的侵害認定上，假設抄襲的重複內容為著作
的重要成分，縱使其分量微小，亦可能構成實質相似。而何謂重要乃指表
達的方法中，如無該部分，著作即失其精髓者，為其極重要之部分287。美
國聯邦法院判決即有稱：「所抄襲者如為原告著作中之重要（material and

政 治 大

substantial）部分，縱僅佔原告作品之小部分，亦構成重大或實質之相似
288

立

。」

‧ 國

學

我國智慧財產法院 99 年度民著訴字第 36 號民事判決曾針對「質」的
考量有所說明：「所謂質之相似者，在於是否為重要成分，倘屬重要部分，

‧

則構成實質之近似。倘抄襲部分為原告著作之重要部分，縱使僅佔原告著
作之小部分，亦構成實質之相似。有鑑於侵權態樣與技巧日益翻新，實不

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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易有與原本全盤照抄之例。有意剽竊者，會加以相當之變化，以降低或沖

er

io

淡近似之程度，避免侵權之指控，故使侵權之判斷更形困難。故認為判斷

n

al

i
n
C
hengchi U
部分屬精華或重要核心，仍會成立侵害。」

v

是否抄襲時，應同時考慮使用之質與量。即使抄襲之量非夥，然其所抄襲

二、節目版式實質近似認定方法
在實質近似的判斷標準上美國法院大多採取「一般觀察者(ordinary
observer)」為標準，尤其是在採用「整體觀念與感覺法(the total concept
284

參智慧財產法院 99 年度民著訴字第 36 號民事判決：「所謂量之相似者，係指抄襲的部
分所佔的比例為何，著作權法之實質近似所要求之量，其與著作之性質有關。故寫實或
事實作品比科幻、虛構或創作性之作品，要求更多相似分量，因其雷同可能性較高，故
受著作權法保護之程度較低。」
285 我國著作權法第 7 條第 1 項：
「就資料之選擇及編排具有創作性者為編輯著作，以獨
立之著作保護之。」
286
羅明通，前揭註 183，頁 400。
287
同前註，頁 401。
288
Miller Brewing Co. v. Carling O’ Keefe Breweries, Ltd., 452 F. Supp 429(1978, WD NY);
Henry Holt& Co. v. Liggett& Myers Tobacco Co., 23 F.Supp 302(1938, DC P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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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d feel test )」時，會特別強調應該立於一般的觀察者或是非專業人士的
立場289。然而近年美國開始嘗試針對不同的著作侵害類型調整採取「目標
閱聽大眾（target audience）」或是「意欲閱聽大眾（intended audience）」
為標準，又若涉及複雜性較高或者是涉及專業的著作，如電腦軟體程式著
作則會採取專家（specialized expertise）為標準認定之間是否有實質近似
290

。我國亦承襲美國法而以「一般理性閱聽大眾」的標準認定原告著作和

被告著作間是否有實質近似。
而基於著作權法保護表達而不及於思想，美國法院在為實質近似時須
先將思想與表達為區分而發展出四項不同之測試法，分別為減除測試法

政 治 大

（subtractive test）、 抽象測試法（abstractions test）、模式測試法（pattern

立

test）及整體觀念及感覺測試法（total concept and feel test）。然而電視節目

‧ 國

‧

（ㄧ）減除測試法

學

版式在此些測試法上的適用結果以及困境。

在判斷節目版式當中哪些元素使用僅為思想，而又哪些元素為作者

y

Nat

sit

之具體表達時，美國法院曾採用歷史悠久的減除測試法。

er

io

此項測試方法主要有三個步驟：ㄧ、解構（dissect）受著作權保護之

al

n

v
i
n
Ch
被告之著作比較。此項測試法尤其適合使用文字著作，或是其他可以逐字
engchi U

著作; 二、減除不受著作權保護之成分;三、將剩餘受著作權保護之部分與

或是逐段切割分析與比較的作品，得以藉由比較兩造作品間歸屬於表達的
部分是否構成實質近似。
然而，若欲解構個別電視節目版式中的各項元素，並且排除當中不
受到保護的部分，將剩餘的部分為保留並作為原被告間實質近似的比較則
可能會產生幾項問題：首先，若以知名實鏡節目《Survivor》為例，該節
目的特色乃為 12 項元素的具體結合，呈現具備原創性架構及流程。然而，
若將 Survivor 為元素間的解構，則該節目當中諸如「挑戰者完成艱難挑戰
來取得勝利」或者是「將參賽者獨立放置於無人的島嶼」的情節設定將僅
289
290

李治安，前揭註 206，頁 327。
同前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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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立思想而被排除。因此，在最後剩下的可能只有「特殊的部落淘汰儀式」
來進行比對291。但是此種「部落背景的淘汰儀式」卻可能被法院認定為成
立必要場景原則292。並在後續實質近似的認定上認為，縱使兩者間有高度
近似，卻可能因為在產業間或是節目類型上尚屬常見，而不夠成著作權之
侵害293。
減除測試法曾經被批評對於何者認屬應予減除之思想及何者為應受
著作權法保護之表達，並未能提出判斷之指標294，此外，假若針對電視節
目版式進行此種測試法，將會使電視節目版式完全不可能受到保護。

（二）抽象測試法

立

政 治 大

抽象測試法亦為美國著作權實務上判斷著作物間近似的部分為思想抑

‧ 國

學

或表達之方法，且普遍適用於戲劇類之作品。抽象測試由美國 Learned
Hand 法官首創，其認為所有的作品均包含大小之事件（incidents）。因此

抽象或越來越具有普遍性之模式（patterns）295。

Nat

y

‧

如將事件逐漸抽離（abstraction），則隨著抽離事件之增加，會產生越來越

sit

因此假設要判斷兩著作之間是否有著作權侵害時，必須先找出兩者間

n

al

er

io

最細微的共通模式（the most detailed patterns common to both）296。倘若相

iv
n
U 反之若該模式不具有普遍
。

同模式之處有相當之數量或有相當之意義，且已具有普遍性(generality)時，

Ch

engchi

則僅構成思想之模仿，並無著作權的侵害297
性，則屬表達之抄襲

298

，有侵害他人著作權之虞。

抽象測試法的重要性在於其認為著作權的侵害早不限於文字部分的抄
襲，更及於非文字之模仿，對於作品的某些具有一般意義的內容也提供保

291

Sharp, supra note 165 ,at184.
必要場景原則之介紹請參 69 頁。
293
CBS Broad. Inc. v. ABC, Inc., supra note189 .
294
羅明通，前揭註 183，頁 405。
295
Nicholas v. Universal Pictures Corp.et al.45 F.2d 119(2d Cir. 1930).，中文介紹參見李沛宸，
電視節目版式抄襲問題之法律研究，南台科技大學財經法律研究所碩士論文，2010 年 6
月。
296
羅明通，前揭註 183，頁 347。
297
同前註。
298
同前註，頁 347 。
29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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護299 。然而，抽象測試法卻遭曾批評留下了「普遍性界線」之難題。此
外，抽象測試法只是在判斷兩造作品之構想或表達有無近似而已，並非為
區別思想與表達之方法300。
抽象測試法普遍適用於戲劇著作的著作權侵害認定。因為通常戲劇著
作的著作性除了文字之外，亦及於其他非文字性部分，如佈局、角色背景、
角色個性、事件次序、劇本細節等，均會被認為是比較及參考的標準。假
設對於電視節目版式間的著作權抄襲認定採取抽象測試法，則必須抽離個
別版式中的事件，再來針對最終所呈現出來的模式判斷其是否具備普遍性
與近似性。

政 治 大

以《Survivor》為例，若抽離版式中的事件，諸如場景佈置以及部落

立

風格後，最後剩下的僅有「參賽者競賽來取得獎金」之模式301。因此若有

‧ 國

學

其他節目為相類似模式的節目，將只會被認定為思想上面的模仿而無從成
立侵權302。因此，若將抽象測試法運用於電視節目版式之時，困難之處將

‧

會存在於該如何判斷版式中哪些事件需要被抽離、抽離的程度、一般性模
式的範圍以及模式間究竟需要有多高的近似性才會成立實質近似等問題。

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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尤其在針對真人實鏡節目時，將會因為具體的事件將須待演員為實際的呈

er

io

現，每個人所呈現出來的方式也會有所不同，而難以在抽離的階段時便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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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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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
Ch
抽離後，剩下之模式通常會被認定具備普遍性而尚難認定有著作權之侵害。
engchi U
以比較判斷如事件次序、角色特質、角色背景以及劇本細節等，因而在被

（三）模式測試法
模式測試法303認為每一個作品都具備一種模式，而此模式應可以歸類

299

例如 Hand 法官在 Nicholas v. Universial Pictures Corp. 案中將戲劇之佈局（the setting of
action）、角色之背景（the background of characters）、事件之次序（the sequence of
events）、戲劇之細節（the details of the plot）、角色之特質（the nature of character）、
動機 （motivations） 均列為比較判斷之參考。
300
羅明通，前揭註 183，頁 350。
301
Sharp, supra note 165, at 200.
302
Id. at184.
303
模式測試法原本為 Zechariah Chafee 教授於 1945 年所提出之理論，認為創作者之構想
與寫下其構想所使用之形式（form）間確實存有一條界線，並且認為著作權法係保護作
品之模式（pattern of work）」並可全部歸類為表達之範圍。而現今的模式測試法則是美國
著作權法大師 Nimmer 教授援用 Chafee 教授的理論加以修改後提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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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兩種類型。其一為具有普遍性之抽象模式，其屬於抽象之思想而非著作
權法保護客體; 另一則為是實際模式，屬於表達並且受到著作權法保護。
模式測試法認為如果兩個作品間的模式具備有相當程度之抽象性，但若足
夠具體描述兩作品中重要之事件次序（the essential sequence of events）或
是角色之互動（character interplay）等具體呈現時，則非僅是主題或高度
抽象性之模式，應該被認定為表達304。
依據模式測試法，必須先將版式間的一系列表達元素為羅列，並且以
此認定版式之模式，再針對爭議著作間的模式是否近似為實質認定。以
《Survivor》為例，該節目版式的模式便是「將參賽者置於未開發地區，

政 治 大

要求其自給自足的完成挑戰，並且在每集淘汰最後一名參賽者直到優勝者

立

勝出305」，每一季及每一集都會依循此種模式為進行。然而實際上

‧ 國

學

《Survivor》的模式並無法具體地描述實際參賽者間的發生事件次序以及
參賽者間的互動關係，因此將會難以逸脫抽象性模式而無從成立表達306。

‧

縱使模式測試法中以「模式」為判斷的方式似乎可以針對版式具備
「針對一系列節目設定架構，核心角色得以以據以為操作，使該架構可在

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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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集中重複再現」的特性。但是若是考量節目版式本身不仰賴劇本之具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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設定，而著重於參與者的實際臨場演出時，如真人實鏡節目時，則因為節

i
n
U

v

目所依據的模式將會被認定不夠具體而承屬抽象而不構成表達，亦無法提
供完足的保護。

Ch

engchi

（四）整體觀念及感覺測試法
實務上，法院針對電視節目版式間是否有實質近似上，通常會採用整
體觀念及感覺測試法。此種測試法大多用來針對判斷圖形、攝影、美術、
試聽等具有藝術性或美感性之著作間是否成立抄襲時予以判斷是否構成侵
害。
所謂整體觀念及感覺測試，係指原告與報告之著作自然整體觀察所得
之觀感或著作所予人之意境（mood），亦是屬於表達之範圍而為著作權法
304

羅明通，前揭註 183，頁 414 。
Sharp, supra note165 , at184.
306
Sharp, supra note 165, at200.
3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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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護之標的307。
然此測試法亦受到廣大批評，有學者指出此「全部觀念及感覺」一詞
並不能自動區分思想及表達，其結果造成另一種名詞上之混亂而無補於著
作權是否被侵害之進一步分析。另有學者認為觀念本身就不在著作權之保
護範圍內，使用此一詞確實不妥當; 且感覺屬於較為模糊的法律概念，本
身並不精確，承審法官可能會因此而放棄分析308。但不可否認地，當過去
傳統之測試法無法對於像圖形著作之著作類型為公平、正確之判斷與解構
時，整體觀念及感覺測試法的確扮演了極為重要之角色309。
整體觀念及感覺測試法大多被運用在電視節目成立之視聽著作與節目

政 治 大

版式之抄襲案件，如我國於民國 103 年所針對電視節目及節目版式抄襲之

立

三、實務上否認部分元素抄襲有著作權侵害

學

‧ 國

之臺灣臺北地方法院 99 年度自第 77 號刑事判決310。

‧

縱使我國法院迄今唯一關於版式著作性保護的判決採取否認之態度，
然國外判決中亦有承認俱有特殊識別性的版式並非僅為表達，而得以成為

y

Nat

sit

著作權法保護客體。然而，考量版式乃為許多獨立元素之結合，縱使該結

er

io

合具備特殊性，只要其中元素有所轉換即難以成立著作權侵權。

al

n

v
i
n
C h 年播出之《BigUBrother》侵害其為實鏡生存
Endemol 國際娛樂公司於 1999
engchi
承本節先前所述，英國 Castaway 電視製作公司向荷蘭法院控告

節目《Survivor》之著作權案311。荷蘭上訴法院肯認原告 Castaway 之主張

並且肯認原告所提之 12 項要素在被串連起來後而足以構成獨特的作品時，
符合荷蘭著作權對著作的要求-具備足夠的原創性，以及被足夠地開發與
執行312。
然法院於侵權判斷時則表示：「一個電視節目版式是由許多未受保護
307

羅明通，前揭註 5，頁 369。
Sarah Brasherars-Macatee, Total Concept and Feel or Dissection: Approaches to the
Misappropriation Test of Substantial Similarity, 68 Chi.Kent. L. Rev.913, 914 (1992).
309
李沛宸，前揭註 295，頁 14。
310
判決介紹請參 72 頁。
311
Castaway Television Productions Ltd and Planet 24 Productions Ltd v Endemol (unrep, 16
April 2004, Dutch Supreme Court). 案件背景參 78 頁。
312
Id.
3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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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各項元素組成，只有其當其中的多數元素被另一版式以類似的方式選取
而以可辨識的方式複製時，才會有侵權的發生。若所有的元素都被複製，
無由地存在著作權侵害; 然而若僅有其中一個未受到著作權保護的元素被
複製使用，則不存在任何著作權侵害313。」否定該兩節目所依循之版式間
有著作權侵害。然在針對究竟應該有多少比例的元素受到複製始成立侵權
時，法院卻曖昧地表示：「到底需要多少元素被複製始構成著作權侵害時，
沒有一定的答案，必須視個案的情況而定314。」此案見解在原告
Castaway 持續上訴至海牙最高法院後仍然被維持。
另，在 Survivor Productions LLC & CBS Broadcasting Inc. v. Granada

政 治 大

plc, Granada Entertainment USA & ABC Inc. 案315。紐約地方法院認為使將

立

大量未受到保護的基本元素串聯在一起可以成為受到保護的客體。然而，

‧ 國

學

此種串聯必須具備充足的原創性，並且為清楚之表達方能受到著作權法所
保護，並且採用整體觀念及感覺測試法而認定兩節目間不成立實質近似316。

‧

本研究依照紐約地方法院具體比較的 12 項元素製作表一。從表一中可
以發現，縱使《Survivor》以及《Celebrity》均為「將參賽者置於未開發地

y

Nat

sit

區，要求其自給自足的完成挑戰，並且在每集淘汰最後一名參賽者直到優

er

io

勝者勝出。」的進行模式。法院把節目當中的特別和細節元素為比較，認

al

n

v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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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h
呈現和表達之間未有達到實質近似，因而仍不構成侵權
engchi U

為縱使兩者間均使用了許多真人實鏡節目的共同元素。但是該元素串聯的
317

。

例如，法院指出客觀具體不同之處，如在針對兩節目縱使均為野外生

存節目並且皆設定於澳洲之荒涼地帶，但是《Survivor》係呈現乾旱而且
充滿灌木叢，而《Celebrity》則是濃密之叢林，呈現相當不同的形象。又
在節目參賽者的參與上，《Survivor》係由一般素人為遴選而出，而
《Celebrity》則是從家喻戶曉的名人中選出，並且重點為爭奪頭銜，而非
高額獎金。
313

Id.中文介紹請參張瑞星，前揭註 15，頁 98。
Id.中文介紹同前註。
315 案件背景參 79 頁。
316
CBS Broad. Inc. v. ABC, Inc., No. 02 Civ. 8813 (LAP), 2003 U.S. Dist. LEXIS 20258, at *4–
5 (S.D.N.Y. Jan. 13, 2003) .中文介紹請參廖沛穎，前揭註 8，頁 45。
317
Id.
3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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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法院在判斷時亦運用主觀上的意識來判斷兩節目間的不同，此
亦為整體觀念及感覺測試法最常被詬病之處。如法院認為《Survivor》的
主持人持嚴肅的態度，並且扮演著裁判之角色，而《Celebrity》的主持人
則為詼諧娛樂之效果。另外在音樂的選擇及氣氛之營造上，法院認為
《Survivor》大多使用深沈的部落曲調，加以呈現大自然的殘酷面，然而
《Celebrity》則通常是歡愉輕快並且，並且營造野外生態的活潑可愛318。
法院不但否認了 CBS 公司主張「 此種獨特的版式是《Survivor》節目
最先獨創」的看法，並且表示，縱使將大量未受到保護的基本元素串聯在
一起可以成為受到保護的客體，但是該串聯必須具備充足原創的呈現與表

政 治 大

達，否則將會阻礙電視節目的創意發展，並同時駁回 CBS 公司要求對於

立

ABC 公司定暫時狀態假處分的申請。

‧ 國

學

表 2: 紐約地方法院於 Survivor Productions LLC & CBS Broadcasting Inc. v.
Granada plc, Granada Entertainment USA & ABC Inc.案之比較表
被告節目《Celebrity》

黑夜搭配部落風格

白天呈現喜劇風格

er

n

al

sit

y

原告節目《Survivor》

io

318

‧

場景佈置

Nat

表達元素

i
n
U

v

主持風格

一位嚴肅的主持人，鮮少出
現，擔任類似裁判角色

參賽人員

素人大眾

名人偶像

團隊組成

分隊競賽

沒有組成團隊

獎勵方式

優勝者獲得 100 萬美金

捐贈獎金給慈善機構

參與方式

強制參加

自由決定

任務關卡

艱難體能挑戰

有趣搞笑挑戰

食物供給

競爭來爭取有限量的食物

毋庸競爭，供給只是獎賞

Ch

engchi

Id.中文判決介紹請參廖沛穎，前揭註 8，頁 46。
94

兩位風趣主持人，時常出
現，擔任小丑角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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投票儀式

參賽者間慎重投票

觀眾依照喜好投票

音樂使用

深沈、部落曲調

歡愉、輕快曲風

攝影取景

殘困的野外生態

活潑的野外生態

製作水平

豐富又藝術的拍攝

強調簡單現場直播

資料來源：本研究參考 J. Matthew Sharp, The Reality of Reality Television:
Understanding the Unique Nature of the Reality Genre in Copyright
Infringement Cases, 8 VAND. J, ENT & TECH. L. 80, 189-190(2005).翻譯。
四、小結

立

政 治 大

如上所述，我國承襲美國著作權法對於著作物的侵權行為採取接觸與

‧ 國

學

實質近似的判斷方法。對於電視節目版式的爭議案件中，隨著網際網路的
發達，法院在接觸上的成立大多不會有所質疑。因此，爭議重心通常都會

‧

落在兩著作物間是否有質與量的高度近似。

sit

y

Nat

在實質近似的認定上，我國亦承襲美國法採取一般理性閱聽大眾的基

io

er

準為盼判斷。實務上針對實質近似所近似的究竟為思想或是表達時，有四
項不同測試法，然卻因為節目版式本身的特性而通常都會認為相似者僅為

n

al

觀念而非具體之表達。

Ch

engchi

i
n
U

v

在減除測試法、抽象測試法以及模式測試法之判斷上，均會因為版式
的呈現將依照實際演出者的不同而難具備確定性，因為最後通常均只會剩
下一個創意內容或是依循模式，並且將因為必要場景原則或抽象性而無從
被認列為具體之表達。
若採取實務上對於視聽著作以及版式侵權之整體觀念及感覺測試法時，
通常都會因為版式多由許多獨立的元素為結合組成，因此只要非全部的元
素均為相同或高度近似時，則在一般理性大眾的認知上將不會認為有高度
近似的可能。此外，基於節目版式均需要演出人員為具體之呈現，因此，
只要是不同的演出人員，所將呈現出來的事件、個性以及風格等均會大相
逕庭，因此在實務的認定上根本尚難有完全相同的內部元素使用或串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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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於節目版式的著作權保障實屬一大障礙。
然，法院在為實質近似的判斷時，似未有否認電視節目版式乃是創作
者智慧投入之結晶，其在元素間的排列組合有可能具備獨特性而具備原創
性。然而，在具體衡量節目版式本身的不確定性以及背後所將代表的創意
內容時，通常都會否認相似節目間有近似之可能，否則將會阻礙電視節目
之創意發展，不利於社會創新。

肆、節目版式抄襲與合理使用

治
政
大
以「合理使用」規定限制著作權財產權的行使。在合理使用的效果下，利
立
用人將不會構成著作財產權上的侵害，因此如果節目版式間的模仿或抄襲，

著作權法賦予創作者於完成時即取得著作權，惟又基於公益的考量，

‧ 國

學

乃是對於原節目中的元素有所利用，並且加諸許多其他的創意元素時，此
種利用行為對於社會發展有相當程度的貢獻下，是否有可能得以主張合理

‧

使用即有討論空間。

si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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ㄧ、合理使用與轉化程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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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5 條 2 項採取抽象原則的概括規定，法院得依照個案為彈性認定。該項規
engchi U
n

我國著作權法在第 44 條至 63 條對於合理使用有個別規定，並在第

定：「著作之利用是否合於第 44 條至第 6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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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觀我國著作實務之見解，著作權與合理使用之規範目的均在於鼓勵

知識與資訊之傳遞、交流與共享，促使人類智識文化資產之永續性、豐盈
化與優質化，故而著作權法第 65 條第 2 項明文規定合理使用之判斷基準
重在各種利用情狀之實質判斷319。我國最高法院 94 年度臺上字第 7127 號
319

參智慧財產法院 98 年度民著訴字第 2 號判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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刑事判決認為：「著作權法第 65 條第 2 項第 1 款所謂『利用之目的及性質，
包括係為商業目的或非營利教育目的』，應以著作權法第一條所規定之立
法精神解析其使用目的，而非單純二分為商業及非營利（或教育目的），
以符合著作權之立法宗旨。申言之，如果使用者之使用目的及性質係有助
於調和社會公共利益或國家文化發展，則即使其使用目的非屬於教育目的，
亦應予以正面之評價；反之，若其使用目的及性質，對於社會公益或國家
文化發展毫無助益，即使使用者並未以之作為營利之手段，亦因該重製行
為並未有利於其他更重 要之利益，以致於必須犧牲著作財產權人之利益
去容許該重製行為，而應給予負面之評價。」最高法院之判決明確揚棄商

政 治 大

業營利與非商業營利利用二分法之適用，改從能否有助於調和社會公共利

立

益或國家文化發展為斷，意即應該以 65 條第 2 項所明定的四項基準為一

‧ 國

學

併審酌。

而我國合理使用之規定乃參酌美國著作權法第 107 條為制定320，一

‧

般來說法院在判斷是否有符合合理使用時，都會真斟酌上述的四個要素，
然而近年美國著作權實務逐漸以是否構成第一要素的「轉化利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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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o

「轉化」，其他合理使用要素的重要性就降低322。

sit

（transformation use）」為判斷主軸321。一旦構成合理使用第一要素中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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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創作而提升文學科學；轉化性越高越能淡化商業使用目的
engchi U

所謂轉化程度，意即已經加入新的表達、訊息及其他目的，藉由轉
323

。美國聯邦

最高法院在 Campell v. Acuff-Rose 案中，表明在四項標準檢驗下，認為新
著作越接近原作在著作權保護的核心，越會使合理使用難以主張324。此外，

320

美國著作權法第 107 條訂有合理使用規定，一個著作利用行為只要符合該規定，就算
不經過原著作財產權人的授權，亦不會構成侵權行為。依據該條規定，合理使用須考量
的有以下四個要素：（1）利用之目的及性質，包括係為商業目的或非營利教育之目的、
（2）著作之性質、（3）所利用之質量及其在整個著作所占之比例、（4）利用結果對著作
潛在市場與現在價值之影響。
321
高家鴻，從 Cariou v. Prince 案看美國合理使用第一要素中「轉化利用（transformative
use）
」的判斷，智慧財產權月刊，第 192 期，頁 73，2014 年 12 月。
322
同前註，頁 75。
323
張瑞星，從美國法院案例談著作權合理使用的轉化利用測試，網址：
http://www.google.com.tw/url?sa=t&rct=j&q=&esrc=s&source=web&cd=3&ved=0CC4QFjAC
&url=http%3A%2F%2Feshare.stust.edu.tw%2FEshareFile%2F2010_5%2F2010_5_7934f666.p
pt&ei=TU6bVY24LMaOmwWDwLzIBQ&usg=AFQjCNEZsbfcb3_jO85xr_O_d43NHFQbHg
&sig2=JjfUB3Zze7vpbeHxVONP2A (最後瀏覽日：2015 年 7 月 7 日。)
324
Campbell v. Acuff-Rose Music (92-1292), 510 U.S. 569 (199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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若利用的質量太多、缺少質量上的變化，就有可能不具轉化性，必須達到
轉化以後，利用質量的多寡便不是那麼重要325。最後，當仿作作品的利用
具轉化的性質時，市場替代的效果比較不會顯現，市場傷害的結果也就比
較不易發生326。美國上訴審聯邦第二巡迴法院在 2012 年在 Carious v.
Prince 案中，對於轉化性使用採取較寬鬆的標準，認為只要該第二次創作
可以「被理性地覺知（reasonably be perceived）」有所轉化時，即可能得以
構成合理使用327。
從上觀察可以得知，轉化作品本身也是一個衍生著作，然而因為其
已經有加入新的元素，也有不同的使用目的，因此在構成要件上阻著作權

政 治 大

侵權，而得主張合理使用。二次利用的作品必須加入原著作中所不存在的

立

新元素，在經過轉化後，產生新的價值、新的意義、新的美感、新的觀察

表 3：改作與轉化使用比較表

改作（衍生著作）

‧

‧ 國

學

或是新的理解即可以轉化成為新的著作，而不得只是替代原作品328。

合理使用（轉化利用）

sit

y

Nat

二次利用的作品加入令社會豐富

io

er

二次利用的作品加入一獨立表達

的新元素

al

n

v
i
n
二次利用的作品與原作可作不同
二次利用的作品與原作有不同的
Ch
engchi U
市場區隔

樣貌和目的

改作是作者的權利，衍生著作受

轉化利用可以主張合理使用

著作權法保護
資料來源：本文參考張瑞星，從美國法院案例談著作權合理使用的轉化利
用測試，網址：
http://www.google.com.tw/url?sa=t&rct=j&q=&esrc=s&source=web&cd=3&ve
d=0CC4QFjAC&url=http%3A%2F%2Feshare.stust.edu.tw%2FEshareFile%2F
325

Id.
Id.
327
Patrick Cariouo v. Richard Prince, Gagosian Gallery, Inc., Lawrence Gagosian（2013）, 4,
Docket No.11-1197-cv, United States Court of Appeals, Second Circuit.
328
張瑞星，前揭註 323。
3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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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0_5%2F2010_5_7934f666.ppt&ei=TU6bVY24LMaOmwWDwLzIBQ&usg
=AFQjCNEZsbfcb3_jO85xr_O_d43NHFQbHg&sig2=JjfUB3Zze7vpbeHxVO
NP2A (最後瀏覽日：2015 年 7 月 7 日。)製作。

二、節目版式之轉化性使用
如果針對既有之電視節目內容，為改作、編輯等利用而創作出新的
節目內容時，如果要求所有的新創作均需要得到原始節目設計團隊之同意
時，則幾乎不太可能有後續創作的產生。然而在上述合理使用的要素權衡

政 治 大

考量下，本文認為節目版式間的抄襲者若欲主張合理使用為免責抗辯時，
亦有以下需加考量之處。

立

首先，抄襲者在轉化性使用的標準下，或有可能有融合其他新的創

‧ 國

學

意元素內容，而產生新的價值、意義、美感以及表達方式，而成為另一著
作。其只要可以被「理性地覺知（reasonably be perceived）」有所轉化，便

‧

可能得以構成合理使用。在電視節目觀賞上，抄襲者時常會援引原創作節

sit

y

Nat

目的創意內容以及表現方式，有時候甚至使用高度類似的節目特徵，如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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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r

台設計、道具使用、造型穿著或是台詞口號。然而，通常後續抄襲者會再
增加融入其他元素，或是稍作改編，而得被認定為理性地區別兩者之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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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至於混淆。然而基於此種藝術性創作下的轉化的標準是否應該提高，否

engchi

則任何取用他人創作的新作品只要能添加極小的變化到原作中就能主張轉
化，對原作者的權利保護恐怕會有不利之影響。
然於合理使用的判斷，必須綜合判斷利用的型態以及內容。基於電
視節目公司通常都會有商業性質的利用，因此成立合理使用的成立空間恐
怕較小，然仍需就個案討論之。此外，就著作的性質討論，通常節目版式
抄襲者所模仿的乃是原著作中的核心創意提案在經過元素連結以及細節規
劃後的表達方式，更是原創作團隊在著作權保護的核心，因此在合理使用
的主張上面恐怕較難成立。
第三款就利用的質量討論，如果已經達到高度具體之轉化，則利用
的質量可能較不具關鍵效果。然而，假設利用原始版式的質量太多，缺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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變化時，則可能除了對原創作者的市場產生影響外，亦加深了成立合理使
用的困難度。最後，通常電視節目版式的抄襲行為下，彼此間的內容在主
旨相同下，在節目類型、觀賞客群以及市場區隔下亦高度重疊，因此在市
場的替代效果容易成立下，在司法上亦難被認列成立合理使用。
因此，電視節目版式的設計者，假設欲參考他人之節目為創作時，
如已經難以認定為單純思想之援用時，又欲逸脫改作權和重製權的侵害認
定時，則假設其已經具備高度的轉化性，而產生出新的價值、意義、美感。
在其轉化的程度越高，而成為社會文化豐富所欲保護的對象時，則較無須
考量其他對其較為不利的要素，例如商業性使用等，而有可能得主張合理
使用為抗辯。

立

三、小結

政 治 大

‧ 國

學

如果電視節目版式抄襲案件中，抄襲人的抄襲仿作行為在著作權法
下的認定，依照個案可能會有單純思想上之援用、元素轉化利用之合理使

‧

用、改作權侵害、重製權侵害的四種類型。如果依照抄襲程度由高至低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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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at

以繪製成為以下圖 5 之軸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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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利用他人著作創意概念，而為不同的表達型態時，則在著作權
侵害的認定下可能會被認為只是單純思想上之抄襲而不構成侵權。單純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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想上的抄襲可能大多會是抄襲人所為之抗辯，認為近似的表現方式有必要

engchi

場景原則或是思想與表達合併。

次之，如果相近似的型態已經超越單純之思想而恐及於具體之表達
時，若權利人針對該些具體元素的使用有轉化性的使用，而有新的概念、
美感或是意義等創意行為所投入時，則亦尚有可能得以主張合理使用而阻
卻其侵權可能。
然，因為合理使用之轉化程度具備高度不確定性，亦需要綜合考量
其他要素為綜合之判斷，因此假設將他人所設計的電視節目版式內容為修
改並且自行製作成為新的節目內容時，視其改作的程度可能會有改作權和
重製權上的侵害。如果修改增修之部分不大時，而未有增加任何的創意時，
則較有可能成立著作權法下認列之「重製」行為; 然而若是改作的幅度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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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則在創作性較高的情況下，即應得單獨受到著作權法所保護，然而仍
需得到原著作者改作之授權方為適法。改作權以及重製權的侵害亦大多為
原版式設計者於抄襲爭議上大多主張的侵權類型。
最後基於著作權乃在平衡著作權利人權利、科技永續發展以及公眾
利益所制定，因此針對電視節目版式以及電視節目內容類型之藝術創作，
有其特殊性與促進文化發展的正當性，因此未來假設版式抄襲者主張對於
原著作是否已經有「轉化之利用」而是否可以主張合理使用亦為值得觀察
之方向。

政 治 大

圖 5：節目版式抄襲可能被認列之型態

立

合理使用

思想

‧

‧ 國

改作

學

重製

資料來源：本研究自行製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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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節 節目版式於我國著作權法架構下之檢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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針對電視節目版式於著作權法下的適用以及困境上，本節欲先就美國

engchi

著作權法下對於故事中的角色保護之判斷方式為介紹，並且嘗試將其背後
所依據之法理為援用，視得否在電視節目版式的著作性下提供另外之解套。
於後，考量隨著節目版式的爭議受到重視，我國對於版式之智慧財產
權定位亦受到高度討論。本研究欲探討我國現行著作權制度下，針對著作
權侵害的責任，是否將會影響我國實務上於版式侵權前階段的認定，期能
具備啟示作用。

壹、美國故事角色保護於節目版式之援用
ㄧ、電視節目版式之保護難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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電視節目版式可能是作者用心為節目主軸的設定、場景的安排、音樂
的挑選、燈光之配置及演出者之選擇等均為其所用心創造出來並成為該節
目各季每ㄧ集的主軸及依循模式。因此，假設觀眾會對於該特定類型的節
目所進行之方式、場景佈置、規則設定、淘汰評分方式等特徵留下深刻的
印象時，製作團隊對於版式所具備的原創性投入便可能是著作權法所欲保
護的對象。
然而，誠如本節所述，電視節目版式會因為類型不同而在內容上有抽
象及具體的差異，並進而衍生出著作權法上保障程度之不同。若為戲劇型
節目則因為演員乃依據編劇規劃好之劇本為演出，在具備清楚及具體地記

政 治 大

載下，戲劇節目之版式較容易受到著作權法所保護。然而產業間大多的爭

立

議均涉及真人即興演出的實鏡秀節目。實鏡節目依據其特性，節目版式所

‧ 國

學

記載的內容僅為節目的設定架構，使戲劇中的角色可以據以操作，使該架
構可以在各集當中重複再現329。實際的呈現結果必須仰賴參與者的參與以

‧

及即時互動始能成立。因此實鏡節目之版式的著作性可謂版式爭議中最難
解決之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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鑑於電視節目版式提供過度的保護將可能會限制基於相類似概念所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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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之其他不同的版式。因此對於版式提供過多的保護可能會對於潛在的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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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每一個版式背後的創意對於其他創作人而言都是一
engchi U

用者所得使用的創意元素造成傷害，進而阻礙著作權法促進國家文化發展
的終極政策330

個可以發展出另一節目的基礎或是表達素材。不同的製作團隊在使用相同
的概念，例如答題闖關節目中通常都會出現累積獎金賽制、求救制度; 而
野外生存節目則通常都會伴隨艱困的環境以及淘汰儀式等內容。這些創意
內涵及具體元素的使用可以使娛樂產業更加多元，避免受到著作權法之壟
斷而對於往後之利用者產生傷害，並對國家文化發展的終極目標發有所阻
礙。
承本章第一節所言，版式內部的元素通常得以分別成立音樂著作、美

術著作、語文著作等著作權類型，此外，若依據版式所錄製而成之電視節

329
330

Meadow, supra note 13, at1170.
李治安，前揭註，頁 107，2013 年 1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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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亦得成立著作權法下的視聽著作，因此通常節目中的版式僅為判斷上述
類型著作間是否有著作權侵害的審酌元素，甚少為其獨立著作性之探討。
鑑於電視節目版式乃是許多元素之結合體，並且似乎儘是為提供實際演出
者所得為依循之架構或操作模式，因此在不同的人員間縱使採用相同的版
式所製作出來的電視節目也將會大不相同。
因此在主張電視節目版式間的模仿是否成立著作權侵害時會遇到幾項
難題：首先，一個版式究竟應該達到何種具體程度才能認定符合我國著作
權法下之原創性認定？其次，版式當中的所包含各項元素是否能一併受到
保護？若採肯定見解，則最後必須討論當中的哪些元素是得成為嗣後實質

政 治 大

近似的審酌標的？不同類型著作間元素的近似範圍或程度又該如何界定？

立

‧ 國

學

二、美國著作權實務對故事角色之保護

針對上述諸多難題，各國法院間通常都會依據個案而有不同的認定方

‧

式以及處理態度。而本文認為美國著作權實務在針對「故事中的抽象角色」
得否獨立於故事本身而受到著作權法之問題，法院所採用之「清晰描繪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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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及「角色即故事標準模式」背後的法理似乎可以提供電視節目版式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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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理以為援用331。

（ㄧ）清晰描繪標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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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清晰描繪標準乃認為：「當一個發展越完整的故事角色，包含越多
的描述以及表達成分與越少的思想時，越能夠取得著作權法所保護332。」
因此，假設一個電視節目版式在針對節目構想、場景設定、內容規則、音
樂選擇、攝影技巧、氣氛營造、演出者等元素選擇有越清楚的記載及敘述
時，則有較高的機會得以主張著作權法保護。
上述之「清晰描繪標準」適用在能為具體記載的節目尚無疑義，例如
電視連續劇或是其他得為清楚記載的節目，然似乎無法針對實鏡節目之特
性提供相對應之保護。實鏡節目的賣點特色便是節目當中的「真實」及
331

同前註，頁 112。
此標準源自於美國 Nichols v. Universal Pictures Corporation, 45 F.2d 119 (2d Cir. 1930)
Learned Hand 在第二審上訴法院之判決論述; 同前註，頁 112-113。
3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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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興」效果。通常實鏡節目在情節的策劃上面都會設定角色間的衝突
（characters conflict）以及環境衝突（situational conflicts）的對立效果來凸
顯節目張力進而吸引觀眾333。
因此設計團隊通常都會安排數種不同個性之參賽者，隨著節目的發展，
彼此之間在互動下因為個性、文化、價值觀的差異下而於遵守節目設定的
規則中產生合作或是衝突。實鏡節目之賣點便存在於觀眾易和個別的參賽
者產生文化背景、生活環境、人格個性之連結，並且隨著該連結而與參與
者在面對人際互動及困苦環境時有所共鳴334。因此選擇與觀眾連接程度高
的參賽者，藉由真實的反應互動是節目受歡迎的關鍵也是製作團隊所精心
設計的結果。

立

政 治 大

如果將節目版式當中製作團隊刻意保留的即興元素獨立於具體描繪標

‧ 國

學

準的判斷時，似乎可以作為實鏡節目解套之方法。考量這些即興元素在本
質的設定上便是著作團隊刻意留下無法掌控之部分，則既然著作權所欲保

‧

護的對象為創作人智慧投入的成果時，我們針對創作性的判斷便應該限縮
於該些可以掌控的部分，例如版式中的所設定之流程順序、節目裝置設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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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持人講稿台詞、舞台美術布景等規劃之元素是否已達具體及清楚程度3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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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若依照清晰描繪方法法理，假設製作團隊對於刻意保留真實呈現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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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分「以外」之可掌控元素，在選擇及呈現上有越多具體的描繪時，則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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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較高的機率肯認該版式之著作性。

（二）角色即故事模式
針對故事中的角色保護，美國實務上亦提出了第二個判斷標準，即
「角色即故事模式336」。認為若故事角色已成故事本身，則可獨立取的著
作權法保護，但若該角色只是說故事遊戲中的一顆棋子，則無法取得著作
權保護337。此標準適用最為知名的案例便是美國知名英雄系列電影 007 主
J. Matthew Sharp, supra note, at 202.
Id. at 202-203.
335
J. Matthew Sharp, supra note, at 202.
336
此標準源自於美國第九巡迴上訴法院於 Warner Bros. Pictures, Inc. v. Columbia
Broadcasting System, Inc., 216 F.2d 945 (9th Cir. 1954).一案所建立的標準。
337
Warner Bros. Pictures, Inc. v. Columbia Broadcasting System, Inc., 216 F.2d 945 (9th Cir.
1954).
333

3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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角「詹姆士龐德（James Bond）」的著作性討論338。該案之受命法官肯認
詹姆士龐德這個角色擁有幾項特別的特質，例如獨特的男性魅力、神準的
槍法、優越的體能等339。每一集所拍攝的 007 電影均是藉由不同的故事背
景來呈現詹姆士龐德的角色特質，且都會與每一部 007 系列電影享有共同
的關聯：都有危險追逐的場景、都有與女性調情的戲碼與機制的談話等340。
法院更提出一項有趣的見解認為：「詹姆士龐德這個角色並非說故事的一
個工具，反倒是 007 系列電影的故事才是呈現詹姆士龐德角色特質的工具
341

。」
倘若承此法理，假設一件電視節目版式本身所設計的節目內容已經具

政 治 大

備獨特之特殊性並且在版式內容的描繪上已經呈現高度之具體性，而觀眾

立

所欲觀看的只是演員或是參與者於性格、過往經驗以及人格特質下將會如

‧ 國

學

何呈現此版式所設定好的情境時，則版式本身所具備的原創性才是著作權
法本身所欲保護的客體，播放出來的電視節目亦只是版式呈現下的結果而

‧

已，藉由視聽著作予以保護便已為足。因此，本文認為假設一個版式所包

er

io

sit

Nat

則該版式應該亦可以獨立受到著作權法所保護。

y

含的形象以及元素具備較鮮明、較特殊的特色並使觀眾留下深刻的印象時，

al

n

v
i
n
Ch
不論採取清晰描繪標準或是角色本身即故事標準，電視節目版式均需
engchi U

三、於節目版式之啟示

要達到「具體清晰描繪程度」始能受到著作權法所保護。國內外亦有論者
援用編輯著作之「選擇及編排」具備原創性時得亦受到著作權法所保護342。
下一步則仍需要比對被指控抄襲的版式是否對於對於原創作版式有著作權
侵害的判斷。因此究竟版式內部的元素是否一併受到保護？並得成為實質
近似下的判斷標準？元素間的近似程度及範圍又應該如何劃分？
承本節前段所述，國際間有國家如西班牙、巴西以及荷蘭之法院已逐
338

Metro-Goldwyn-Mayer, Inc. v. Am. Honda Motor Co., Inc.,. 900 F. Supp. 1287 (C.D. Cal.
1995); 李治安，同前註，頁 122。
339
Id.
340
Id.; 同前註。
341
Id.;同前註，頁 123。
342

張瑞星，前揭註，頁 75。詳參本章第二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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漸肯認版式的著作權保護適格，然後其所面臨的下一問題便是相類似版式
間因為其中元素的置換，如主持人主持風格、氣氛營造效果、音樂選擇或
場景變更等，或是因為涉及真人之參與而在實質近似的判斷時通常得以輕
易分辨兩節目間的不同，而難以成立實質近似上的困境。
針對版式於實質近似上的判斷困境，紐約地方法院於 2003 年在
Survivor Productions LLC & CBS Broadcasting Inc. v. Granada plc, Granada
Entertainment USA & ABC Inc. 343案時曾將原告與被告間版式所呈現的 12
項特色元素為比對，並嗣後判決兩者間不具備實質近似而駁回原告之訴。
該案有趣的地方在於原告所主張之「爐邊談話、淘汰儀式、空拍鏡頭、叢

政 治 大

林背景」等特徵亦同樣出現被告所製播的節目版式中344。然而針對該些原

立

告所列舉主張的元素為具體之比對，美國法院認為只是用來評斷版式抄襲

‧ 國

學

的判斷標準345。此外，對於元素間的近似程度也採取較為嚴格的審酌態度，
例如在針對二者均具備「淘汰機制」此項元素，法院卻細部區分認為：

‧

「
《Survivor》的淘汰場面偏向高度儀式化，黑夜場景搭配火把和部落風格
配樂 ;而《I ‘m a Celebrity, Get Me Out of Here》則將淘汰場景設定在白天，

y

Nat

sit

參賽者隨意或站或坐並啜飲咖啡，被淘汰者則被送到派對當中呈現喜劇的

n

a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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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o

風格346。」法院採用整體觀念及感覺測試法去判斷兩著作間內部元素的近

i
n
U

v

似性，但是卻受到該測試法最常受到之批評，認為法院主觀的判斷過多，

Ch

engchi

因此於客觀公正性上尚嫌不足。

此外，若欲採用編輯著作之概念，認為電視節目版式在元素的選擇及
編排上具備原創性時，應當得以受到著作權法所保護。然而，誠如本章第
二節所述，其於嗣後於實質近似判定時亦會碰到相同的問題。在版式間元
素「認定」、「挑選」以及「近似性範圍」和「程度」上都高度依賴著法院
之主觀價值判斷。
最後，鑑於著作權法之立法目的便是促進國家文化發展的政策目標，
該如何衡平著作人和利用人間的利益，適當限制電視節目版式受著作權法
343

CBS Broadcasting, Inc. v. American Broadcasting Companies, Inc., 2012 WL (C.D. Cal.
2012).
344 Id.
345 Id.
346
I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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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護的範圍，在保護創作人的權利同時，防免公共領域的不當限縮，阻礙
後續他著作人得以利用對於整體文化發展所能帶來之貢獻347，則法院間憑
藉此主觀選擇及認定之優勢，來防免擴大版式保護將對於產業可能產生的
負面疑慮，亦尚屬合於情理。

貳、我國著作權刑罰制度對版式侵權認定之影響
ㄧ、我國著作權法之刑事責任

政 治 大
民事部分規範於著作權法第
立 84 條以降 ; 刑事責任則依照其不同態樣之侵
依照我國現行之著作權法，侵害著作權的責任包括民事與刑事部分。
348

‧ 國

學

害，分別有不同刑責之規範349。我國著作權侵害的刑事責任範圍相當廣泛，
舉凡任一類型著作財產權及著作人格權之侵害，均有刑事責任350。站在刑

‧

事的政策目標，可以幫助確保民事求償之成功351，對於侵害者施加刑事壓

sit

Nat

告有脫產的機會來加以確保賠償金的請求352。

y

力，除了於蒐證程序上較具備優勢之外，防止因為曠日費時的訴訟而讓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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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o

然我國著作權法之刑事責任被廣泛詬病之處在於因為於民事責任之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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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求對於無營利意圖的侵害著作權行為除罪化之主要原因。此外，著作權
engchi U
n

不問侵害情節的輕重、是否具營利意圖，均應負刑事責任353，此亦為各界

347

李治安，前揭註 164，頁 127。
我國著作權法第 84 條：
「著作權人或製版權人對於侵害其權利者，得請求排除之，有
侵害之虞者，得請求防止之。」
349
如侵害著作權人對於創作之重製權者，依照第 91 條第 1 項的規定，處三年以下有期徒
刑、拘役，或科或併科新臺幣七十五萬元以下罰金; 然若主觀上有意圖銷售或出租時，則
依照同條第 2 項將被科處六月以上五年以下有期徒刑，得併科新臺幣二十萬元以上二百
萬元以下罰金。然若侵害者乃是重製權以外之其他財產權時，依照同法第 92 條，處三年
以下有期徒刑，得併科新臺幣十五萬元以下罰金。
350
李治安，失衡的承諾：著作權法責任避風港規範之立法政策評析，臺大法學論叢，第
43 卷第 1 期，頁 160-161，2014 年 3 月。
351
章忠信，著作權侵害行為之刑事政策檢討，萬國法律第 125 期，頁 96，2002 年 10 月。
352
參見劉孔中教授於國家政策研究基金會舉辦「著作權法修正草案擴大公訴罪」座談會
之發言記錄，2002 年 7 月 15 日。
353
章忠信，前揭註 351，頁 97。
3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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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之刑責過於嚴苛亦為批評之所在354355。不乏有論者認為實務操作上，時
常因為刑罰權之告訴乃論效果及舉證責任上的優勢，導致極不合理的鉅額
損害賠償數額來彌補損害，反而致使市井小民無力對抗巨型唱片公司所要
求之高額賠償金，於情於理均容有疑慮。
雖然民、刑事責任的成立在訴訟舉證及心證程度上有相當差別，但是
我國現行實務對於著作權侵害的民事與刑事責任並未區別處理356。在著作
權侵害案件中，法院對於民、刑事責任成立與否的認定幾乎完全一致。考
量刑事責任的最後手段性以及箝制性，在著作權法於保障著作權人私權的
面向時，如果需要公權力為介入時，應當為必要性、社會成本以及實質效

政 治 大

益等考量357。因此刑罰權所被要求成立的心證程度亦應同較高，司法機關

立

為了避免以刑逼民的情況，通常最後都會做出免刑或是無罪之判決358，致

‧ 國

學

使侵害者完全不用負擔刑事責任，連帶影響著作權人於民事訴訟法上的勝
訴可能性。

‧

二、 對於商業規模之認定

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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執法者在適用著作權之刑事責任時，討論重點通常會坐落於應如何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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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o

「對著作權人造成重大損害之侵害」之標準或 WTO/ TRIPs 所定的「商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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侵害」，規約中並未規範。惟並不以直接或間接營利目的或行為為限，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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規模（commercial scale）359」為規範360。關於何謂「具有商業規模而故意

354

如著作權法第 91 條第 1 項的重製權侵害之刑責即重於我國刑法第 277 之普通傷害罪;
同條第 2 項的意圖銷售或出租的侵害，更重於我國刑法第 320 條的普通竊盜罪，刑責已
經接近於第 327 條之搶奪罪。
355
章忠信，前揭註 351，頁 97。
356
李治安，前揭註 350，頁 161，
357
如我國智慧財產法院 97 年度附民上字第一號刑事附帶民事訴訟判決理由書：「著作權
之保護應僅是著作權法之刑事目標之附帶效果，不應是刑事訴訟之主要目標，著作權人
對於輕微、無重大惡行之侵害行為，應以民事訴訟進行損害賠償之救濟，而不應完全依
賴刑罰規定，以免扭曲著作權法之刑事政策。」
358
章忠信，前揭註 351，頁 98。
359
國際間普遍均以世界貿組織（World Trade Organization） 之附錄「與貿易有關之智慧財
產權協定（Trade-Related Aspects of Intellectual Property Rights）
」第 61 條為圭臬。該條文
規定：「會員至少應對具有商業規模而故意仿冒商標或侵害著作權之案件，訂定刑事程序
及罰則。救濟措施應包括足可產生嚇阻作用之徒刑及（或）罰金，並應和同等程度之其
他刑事案件之量刑一致。」
360
章忠信，前揭註 351，頁 1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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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問行為人個人、法人或其他組織，凡其侵害行為之結果達到企業經營之
型式，使公眾得以接觸或取得者，均屬之361。因此其實際適用情形則由司
法機關依比例原則個案認定之362。
然而針對商業規模之認定，會遇到以下幾項難題：首先，現行執法機
關在判斷商業規模時，通常都是以結果去討論是不是應當給予處罰，此種
以結果為判斷的原則除了導致行為人難以在行為的當時便為結果之預測363，
恐變相違反法律明確性原則。此外，TRIPs 當出於 1994 年所制定，正值衛
星、數位影像技術、數位傳播系統之發展時期，因此當今的數位時代可能
涉及智慧財產權爭議，可能已逾越當初 TRIPs 制定下的認知364。因此如何

政 治 大

在「保障著作人著作權益」以及「調和社會公共利益」達成平衡，將持續

立

三、刑事責任對於版式案件恐生之影響

學

‧ 國

為實務上待解決之難題。

‧

承本研究於第二章及本章第一、二節之討論，電視節目版式不同於電
視節目，得以藉由視聽著作予以保護，其定義上之不確定性、涵蓋範圍過

y

Nat

sit

廣等特性導致節目版式之定義不明，亦連帶影響其法律定位不明。更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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司法實務上對於思想與表達區分原則之恪守適用，導致節目版式一直為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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又基於本章第三節針對電視節目版式抄襲究竟係侵害版式創作者之重
engchi U

於著作權法上模糊地帶。

製權抑或改作權之討論。在實際案操作上，版式的製作上通常都不會是完
全相同地重製，尤其在涉及真人實鏡節目，會因為高度仰賴真實性以及即
時性的特色下，將幾乎不會有元素間完全相同的可能，故多會被認定為改
作權之侵害認定。然改作權之本質為一種間接的重製權，若該改作行為中
有原創性或獨創性的行為時，改作作品亦同受著作權法所保護。既然在著
作權法下重製權與改作權的侵害已異其處罰，實有區別之必要，通常區別

361

同前註。
同前註。
363
參見劉靜怡教授於國家政策研究基金會舉辦「著作權法修正草案擴大公訴罪」座談會
之發言記錄，2002 年 7 月 15 日。
364
同前註。
36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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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標準都會以有無變更表現形態為準。
假設在考量節目版式間的抄襲行為是否有重製權侵害之慮時，應該考
量在節目版式的製作以及設計上，並非如同傳統認知的複製技術所代表之
低成本重製行為，節目版式的重製行為成本並非為零，有時甚至會比原創
版式的製作成本更加高昂。
此外，在相關的爭議案件中，基於節目版式的特性，兩者之間幾乎難
有可能為會有完全相同的重製可能。且後續模仿者通常會有內部元素上的
變更、融入新增元素等變更外部形態之行為，因此實務上應該要區分究竟
為重製的成分居多抑或改作的部分居多。

政 治 大

另外，本文第二章所述，電視節目版式產業通常都會高度仰賴內部風

立

潮的建立，因此內部通常都會容許他人一定程度的模仿來藉以營造趨勢。

‧ 國

學

此外，產業內部亦重視元素的循環使用以及累積創新365。因此，在我國著
作權法仍然採取民事及刑事的法律制度下，若太過輕易地認定版式間的侵

‧

害行為，除了恐因為製作版式的業者大多均具備一定之商業規模，亦多以
銷售及營利為其目標需求，因此若輕易地賦予其著作性，恐怕將會產生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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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法律適用及執行上面的問題外，更有可能會破壞產業的內部機制，扼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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產業創新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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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於我國著作權實務對於著作權侵害的民事與刑事責任並未區別處理下，
engchi U
最後，過往之國際版式爭訟案件大多均以民事法為情求權依據，然而

因此在侵害案件中，法院對於民、刑事責任成立與否的認定幾乎完全一致
366

。法院可能會在舉證程度不足等心證認定下為無罪之判決。如我國臺灣

北地方法院 99 年度自字第 77 號刑事判決，法院即在依照我國刑事訴法第
301 條第 1 項下以「罪證有疑，利於被告」的原則367，認定原告既無從證
明被告有實際參與原告的節目企劃、製作過程以及被告的節目內容確實涉
犯著作權法第 92 條、第 91 條第 1 項等罪，而判命被告無罪368。

365

參本研究第二章第二節介紹，頁 33。
李治安，前揭註 350，頁 161，
367
我國刑事訴訟法第 301 條 1 項：
「不能證明被告犯罪或其行為不罰者應諭知無罪之判
決。 」
368
參臺灣臺北地方法院 99 年度自字第 77 號刑事判決。
3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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畢竟刑罰之功能在於懲奸罰惡，而非在於遏止利用著作369。在著作權
的保護大傘下，也應該留空間與潛在的競爭者，來促進社會發展370，因此
在利益權衡的範圍下，國際間以及我國實務傾向不給予保護，尚屬贊同。

第五節 其他保護模式
在著作權法之外，電視節目版式之製作團隊亦可以藉由其他智慧財產
權或是法律規範為保護。諸如商標權、契約法上的保密義務、營業秘密法、

政 治 大

公平交易法。本節欲探討其他保護規範於產業下的適用要件、具體效果以
及主張上所將面臨的困境。

立

壹、契約法上的保密義務

‧ 國

學

一個成功的電視節目最重要的便是該原創節目的創意構想、知識技術
以及相關經驗。因此不論從第二章所介紹的抽象創意提案（program idea）、

‧

節目版式（program idea）或者是最後所公開播出的電視節目(episod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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y

電視公司在為交易協商以及商業行為時，通常都會以契約法的方法，要求

io

al

n

不履行或是不完全給付之損害賠償請求權。

ㄧ、適用

Ch

engchi

er

他造負擔保密義務，並於他方違反規定時，享有基於契約關係所生的債務

i
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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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ㄧ）節目版式交易與無名契約
本文欲先釐清當電視節目版式無法被認列成著作類型時，導致其在
法律上未有法定權利時，電視節目公司間針對節目版式交易的契約性質為
何。筆者認為基於智慧財產契約乃在經濟發展過程中，隨著交易所發展出
來心的獨特契約類型，和民法既存之二十四種有名契約類型不相同，應該

369

章忠信，前揭註 351，頁 105。
參見黃鎮台教授於國家政策研究基金會舉辦「著作權法修正草案擴大公訴罪」座談會
之發言記錄，2002 年 7 月 15 日。

37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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屬於無名契約371。
在討論智慧財權之授權或是交易契約時，考量智慧財產權契約涵蓋
之類型廣泛，個別之授權契約亦有相當獨特的特徵，可能會依照內容、時
間以及地區從智慧財產權中暫時分離，以專屬或是非專屬授權的方式，讓
與給被授權人所使用372。因此該「授權」概念，本身可能即為一開放性的
要件，只要權利人將智慧財產權得用益權創設移轉予他人，在契約自由下，
即應可認列成為一個授權行為373。因此涉及智慧財產權授權契約其實本身
如同一個開放性的契約類型，型態可能從單純的知識技術（know-how）
移轉，到接近財產權之移轉契約374。

政 治 大

在電視節目版式之相關交易上，前階段的創意提案剽竊通常都會使

立

用保密協議之義務違反加以解決; 而在討論節目版式交易的契約性質，本

‧ 國

學

文認為電視節目公司間所欲取得者乃為針對該版式之技術知識、設計內容
以及操作流程的「實際使用以及收益」的能力。因為被授權者所欲取得者

‧

除了創意內容的使用外，更是該如何具體加以利用該創意內容使用以及製
作，並進而收益之權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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儘管該創意內容可能可以藉由觀賞來習得而知，在著作權法下甚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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無從有受保護之空間。此外，在節目版式於著作權法下認列困難，因此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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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仍得為交易客體，然既然該標的尚難合於民法之既有契約類型，則本文
engchi U

難有相關的法律上權利，然而在契約自由下，該知識以及技術的使用權仍

認為以無名契約為定性，尚屬可行之解釋方式。

（二）契約法上之保密義務
契約法上的保密義務普遍存在於所以相關的交易活動，不論是前階段
節目的創意提案之剽竊使用，或者是已經公開播出的節目在尋求授權以及
買賣的過程，雙方通常都會藉由加諸保密條款（non-disclosure agreement）

371

賴文智，智慧財產權與民法的互動--以專利授權契約為主，國立臺灣大學法律學系碩
士論文，頁 104，2000 年。
372
同前註。
373
賴文智，前揭註 371，頁 113。
374
同前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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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以保障自己的權利，始為放心地揭露及主張，以避免談判不成後，他方
又利用於協商過程中所習之的創意內容或機密資訊為使用。
實務運作下，保密義務的違反最常發生在以下兩種種情況。首先，乃
為創意提案者將其認為俱有價值的創意構想告電視節目公司，期望能夠將
其創意為採用並且編寫製作成節目。然而假設雙方在協商過程當中無法取
得共識而未有進一步的合作計劃時，該電視節目公司在未採取得原提案人
的同意錢，便又製作了相同或是高度類似概念的節目。
因此，當創意提案人欲將節目的構想以及資訊提供給電視節目公司之
際，彼此之間通常都會有契約義務。當嗣後談判不成，除非得到原始提案

政 治 大

人的同意或是支付相關酬金，否則公司仍不得使用該資訊的契約。有些提

立

案人甚至會要求與電視公司簽訂保密條款，來針對創意提案內容為保護375。

‧ 國

責任（breach of contract/ confidence）。

學

假設電視公司在嗣後卻仍為該創意內容的使用時，將可能產生契約法上的

‧

另外，契約上法上的保密義務違反亦時常出現在電視公司間在為電視
節目販賣或是節目版式授權的企業對企業交易時，嗣後交易未果而未有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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節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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得授權時，他公司卻利用在協商過程中所得知的資訊來製作極度相類似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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節目公司在授權交易和談判協商時的機密資訊。該些資訊在符合特定要見
engchi U
考量知名的電視節目在螢光幕背後的關鍵知識及技術經驗乃為是電視

下雖然可能可以以營業秘密法保護，然而通常交易雙方都會想要藉由私人
契約的條款來為多加一層的保護376。
此種以契約法上債務不履行及保密義務作為創意保護的方式有別於一
般智慧財產法必須劃定類型再予區辨侵權行為是否存在，或者是依據損害
情形判定賠償金額的方式有所不同。毋庸受限於智慧財產權法上的限制要
件以及排除適用。例如使用契約法上的保密義務可以規避創意提案究竟為
著作權法下的思想或是表達。交易雙方得以依照需求為簽訂以及制約，在
國際間亦多有相關的勝訴判決。
375

The FRAPA Report 2011, supra note 78.
Id.

37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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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困難
然實務上主張違反契約保密義務的情況，多與本文所探討之「節目播
出後的版式上的抄襲」有所不同，需予以區辨。此外，主張契約法下的保
密義務通常會遇到以下兩項困難之處。首先，提案者或是製作團隊必須證
明剽竊者所使用的資訊係源自於「談判協商之時」機密資訊。因此，假設
該節目版式的創意內容已經經過製作並且為公開播出後，則該「談判交易
時的機密資訊」的認定及成立上將會有相當的舉證困難377。此外，基於契
約上的保密義務目的在保障節目設計背後的創意概念或是構思想法。假設

政 治 大

在其本身仍處於屬於抽象的想法時，在歸屬權上本容存有一定爭議、契約

立

義務的違反行為以及時點認定，更是具備相當的爭訟空間。

‧ 國

學

又，因為創意提案因為尚未進入節目的製作階段錢，除非企劃已經既
具體詳盡至可以開發的程度，否則大多只會被認定成為創意及概念而不受

‧

到著作權法所保護378。因此，假設欲在美國境內主張契約法上的保密義務
時，尚有可能因為州法下的契約義務和聯邦著作權法有衝突和扞格時，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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邦著作權法有優先適用的效力。因此如果美國州法中對著作權的規定的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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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過多或是違反其意旨時，將可能會有著作權濫用或者法律適用上的疑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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創作者主張契約法上的債務不履行或是不完全給付之請求權。惟，其僅具
engchi U
縱上所述，此種保密義務的違反雖然時常出現在實務交易上可以幫助

契約法上的相對效力，相當受限於抄襲者與原創者之間有實際的協商行為
或是契約關係。因此，縱使其仍提供創意提案者於有別於著作權法下之保
障，仍非針對電視版式抄襲案件之良好解藥。

貳、營業秘密法
假設電視節目版式的創意內容或是其所涉及的關鍵技術，具備秘密性、
經濟價值性，並且受到合理保密措施時，營業秘密法亦可能成為保障節目

377
378

Id.
廖培穎，前揭註 8，頁 7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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版式之有效方式。

ㄧ、適用
我國營業秘密法依照通說採取三要件式，分別為秘密性、價值性以及
合理保密性379。秘密性乃依照營業秘密法第 2 條第 1 款「非一般涉及該類
資訊之人所知者」; 價值性則規定於第 2 款「因其秘密性而具有實際或潛
在之經濟價值者」，最後第 3 款則規範合理保密性，必須「所有人已採取
合理之保密措施者」380。此種三要件的立法例乃依據「與貿易相關之智慧
財產權協定（Trade-related Aspects of Intellectual Property，簡稱 TRIPs）」

政 治 大

所要求，因此亦存在於日本以及韓國。而美國雖然採取二要件式，但實質

立

保護要件上亦沒有太大的不同381。

‧ 國

學

我國營業秘密法第一條即明文其立法目的為，維護產業倫理與競爭秩
序，調和社會公共利益382。因此假設電視節目版式的創意構想、相關內容

‧

資料、關鍵技術、知識經驗、架構流程細節等，假設符合上述營業秘密法
的秘密性、價值性以及合理保密性，則亦可嘗試尋求保障，此外，我國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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業秘密法下亦有刑責相繩，實質效果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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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於我國針對秘密性的保護採取相對新穎性，因此電視節目的構想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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果具備創意以及特殊性，從未出現過，業界的人難以得知或構思時，可能
具備秘密性。

Ch

engchi

此外，假設該創意概念已經發展至節目藍圖或者是節目版式架構時，
通常都會包括較為細節的技術操作、演員台詞記載、布景裝置設計以及相
關指導準則時，對於電視公司而言亦具備高度價值性，持有該資訊對於事
業的競爭具備重要的意義，如果遭公開會對競爭力造成影響。又，假設該
379

林州富，智慧財產權法案例式，頁 109，2011 年 8 月 5 版。
參我國營業秘密法第 2 條：「本法所稱營業秘密，係指方法、技術、製程、配方、程式、
設計或其他可 用於生產、銷售或經營之資訊，而符合左列要件者：
一、非一般涉及該類資訊之人所知者。
二、因其秘密性而具有實際或潛在之經濟價值者。
三、所有人已採取合理之保密措施者。」
381
張靜，營業秘密法及相關智慧財產問題，頁 109，2009 年 1 月; 楊雅竹，營業秘密合理
保密措施之研究，國立政治大學智慧財產研究所碩士論文，頁 9，2013 年 1 月。
382
參我國營業秘密法第 1 條：「為保障營業秘密，維護產業倫理與競爭秩序，調和社會公
共利益，特制定 本法。本法未規定者，適用其他法律之規定。」
3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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節目在市場上已經為播出，享有一定的收視率以及觀賞族群時，亦應該肯
認其價值性。更甚者，如果該節目版式在設計上具備高度的特殊性以及辨
識性時，若其已成功建立品牌、註冊商標或者是享有商譽效果時，製作該
節目的版式更在市場上具備競爭優勢，而應該認定具備經濟價值。因此，
假設該節目藍圖或是版式架構有經過簽署保密契約或是標封機密內容的文
字時，將可能被認定為具成立合理保密措施而符合合理保密性。
在電視節目版式產業當中，營業秘密除了會出現類似契約保密義務的
協商交易情況下，亦常出現在內部員工跳槽以及競爭者挖角的行為。依照
我國營業秘密法第 10 條第 1 項383對於營業秘密的侵害態樣，離職的內部

政 治 大

員工假設竊有不當泄露原本公司在製作節目上的關鍵技術或者是知識經驗

立

時，除了可能有上述雇傭契約的後契約義務違反以及保密條款之違反，亦

‧ 國

學

有可能會有第 10 條 1 項第 5 款的引「依法令有守營業秘密之義務，而使
用過或是無故洩漏者」。而利誘之公司將可能成為該項第 1 款「以不正當

‧

方法取得營業密密者。

又，假設是在雙方當事人在協商後的資訊使用，假設雙方有簽訂保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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款時認定雙方之間有第 4 款所認定的「法律行為」而取得營業秘密者，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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屬無疑。然而假設當事人間未有明示的規定，則依照產業慣例，將可能認

v

定當事人之間有默示契約，亦可成立 10 條 1 項 4 款。並且依照 12 條 1 項
請求損害賠償38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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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困難
承上所述，節目版式製作團隊亦可以將版式的關鍵技術以營業秘密為
383

參我國營業秘密法第 10 條 1 項：「有左列情形之一者，為侵害營業秘密：
一、以不正當方法取得營業秘密者。
二、知悉或因重大過失而不知其為前款之營業秘密，而取得、使用或洩漏者。
三、取得營業秘密後，知悉或因重大過失而不知其為第一款之營業秘密，而使用或洩漏
者。
四、因法律行為取得營業秘密，而以不正當方法使用或洩漏者。
五、依法令有守營業秘密之義務，而使用或無故洩漏者。 前項所稱之不正當方法，係指
竊盜、詐欺、脅迫、賄賂、擅自重製、違反 保密義務、引誘他人違反其保密義務或其他
類似方法。」
384
參我國營業秘密法第 12 條 1 項：「因故意或過失不法侵害他人之營業秘密者，負損害
賠償責任。數人共同不 法侵害者，連帶負賠償責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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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張。然，因為營業秘密法相較於專利法的公開要求，主要是保護公司內
部不欲公開的創作或發明。因此一旦電視節目播出後，該節目的創意內容
及節目流程在秘密性的主張上難度提升，抑或是容易由一般業界人士得為
想像與連結，則此時較難向抄襲者主張營業秘密之侵害。
又，在合理保密措施的認定下，通常都會認定只有雙方間有契約關係
或是義務責任時才較容易主張。因此實務上大多用來處理員工的挖角跳槽
事件，或者針對協商階段的資訊揭露。在構成要件的要求原則上較為嚴格，
適用情況亦較為限縮。

立

參、商標法

政 治 大

‧ 國

學

商標權乃是廠商或個人在使用任何具備顯著性標誌，足以表彰其產品
或服務之來源，並與其他相同或相似產業有所區隔。電視節目版式本身

‧

為一架構，其辨識性需待經過具體演出及播出始得呈現，因此就其本身尚
難直接註冊為商標權。然，假設該節目結合品牌後，似乎得以名稱、特殊

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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標示來申請商標權，並進而間接防止他人為相類似版式內容的抄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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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照我國商標法第 2C
條，商標權之取得採取註冊主義。雖然我國現在
hengchi U

ㄧ、適用

已經廢除列舉規定，但對於商標權之申請客體，依照第 18 條的規定需能

得以「文字、圖形、記號、顏色、立體形狀、動態、全像圖、聲音等，或
其聯合式所組成。」因此，縱是電視節目版式在其內容創意，結合內部的
流程方式、故事情節、美術布景、音樂配置、攝影角度、演員對白等，在
其經過具體演出及拍攝後的呈現對於觀眾而言具備識別性，得使相關的消
費者為認識其來源並且相區隔。
在電視節目版式當中，版式本身並不僅止於視覺上面的追求385。假設
當中如果有美術佈景、舞台設計等或許可以申請立體商標、節目名稱、口

385

廖培穎，前揭註 8， 頁 114。
117

電視產業發展與智慧財產權之互動
——以節目版式為中心

第三章 電視節目版式法律保護分析

號以及配樂亦可能成立文字、圖形、聲音商標386。然而尚包括內部其他節
目流程、故事情節、人物角色等，尚難被認定包括在商標之範圍當中。因
此就版式本身而言因為通常難單純就外觀、稱呼或概念來成立識別性，因
此尚難成為商標法上的保護客體。
然而，承上所述，一個成功的電視節目通常都會以節目名稱或者節目
中的特殊標識、口號等來申請商標以保護其所累積及創造的品牌價值。例
如英國歌唱節目《The Idols》便將其節目當中的名稱及特殊標識申請為商
標，縱使該節目在各國家之間有不同的名稱，但都是使用相同的標識為呈
現。並且延續其品牌優勢，將該商標權授權至其他諸如遊戲、衣服、香水

政 治 大

甚至是汽車等多項週邊產品387。在保護其商標下，亦間接地保護了該品牌

立

背後的電視節目內容和版式架構。

‧ 國

學

二、困難

‧

承上所述，電視節目本身尚難成為我國商標法所保護之客體。此外，
縱使其嗣後結合特殊標示而符合識別性為商標之申請後，考量商標權之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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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在於保護市場中的企業對於市場之投入，避免其他競爭者為搭便車的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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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因此，商標權除了各國之間有採取註冊主義或是使用主義的差異之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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後， 一個知名節目若須至每一個網絡所將傳播或者是的地區為商標之註
engchi U

更具備在地化的限制。因此在電視節目隨著網際網絡發達而突破國界限制

冊，將有執行上的困難度以及手續上的繁複。

另外，一個知名電視節目在進入其他國家市場地域之前，都會考量當
地語言、風俗、民情，來為為名稱上的翻譯或者是標識上的修正。因此，
假設欲於目標市場為商標之註冊時，必須同時考量原始及翻譯後的節目名
稱或標識，恐怕始其於識別性的認定上生削弱的效果。
最後，鑑於商標權係欲保護他人為「特定」名稱或是標示的使用，然
而卻未有禁止他人使用該節目創意及內容並進而製作相同或高度類似的節
目。因此只要他人使用不同的節目名稱，使用不同的標示而不致使市場上
386

同前註。
Kretschmer & Singh, supra note 111, at 4.

38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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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消費者間產生混淆誤認時，則已溢脫商標法所保護的之範圍而無從為主
張。

三、商標反向混淆

（ㄧ）反向混淆
所謂商標反向混淆，係相對於一般常見的正向混淆，指商品/服務之消
費者誤認先註冊（或使用）商標之商品/服務係源自於後商標使用人，或
是先註冊（或使用）商標之使用有侵害後商標之商標權的行為388。可能因

政 治 大

為後商標在特定區具備較高的知名度或是在市場上為較為強勢之企業，而

立

使先商標的使用人因為其規模較小，而使商品/服務相關消費者誤認先商

‧ 國

學

標與後商標為同一來源，或是誤認兩者之間有子公司、被授權人、加盟於
後商標使用人之加盟企業或與後商標使用人存其他類似關係者389。

‧

承上所述，我國商標法既採取註冊主義，假設涉及反向混淆之時，先
註冊之商標權人尚可能得以提起異議或申請評定撤銷後商標之註冊; 或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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張後商標權侵害其商標權390391。我國智慧財產法院以及最高行政法院均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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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承認反向混淆之判決，認為審判重心在於兩商標間的混淆誤認之餘，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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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商標權人的知名度縱使尚無法讓廣大消費者認知或是聯想與商品或企業，
engchi U

非正向混淆或是逆向混淆之方向392，並且認為縱使商標權人的知名度就算

然而不能因而否認其商標所具有之發展機能，商標權人仍然可以經由不斷

努力行銷推廣或是因為市場有利變化而達成商標應有之功能393。因此若是
其他比較資力或是強大行銷手段之企業就該商標大量使用，先註冊商標之

388

陳昭華、曾禎祥，商標反向混淆之探討，智慧財產權月刊，第 182 期，頁 5，2014 年 12

月。
同前註，頁 7。
390
我國商標法中涉及混淆誤認最主要之規範可歸納為下列二
大類：一、不得註冊事項（第30條第1項第10、11、14款）及構成提起異議或評定之事由
（第48條第1項、第57條第1項）。二、商標權之效力（第36條第2項）以及侵害商標權
（第68條、第70條第1項第2款及第95條）。
391
陳昭華、曾禎祥，前揭註 388，頁 23。
392
參最高行政法院 100 年度判字第 2262 號判決。
393
參最高行政法院 101 年度判字第 1048 號判決。
3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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發展機能將受到剝奪與限制394。
若在某一地區出現反向混淆的情形，不僅可能侵害先商標之商標權，
亦可能有損該地區消費者的利益，而無法維護市場間的公平競爭、促進工
商企業之正常發展395，因此有列入規範之必要。
（二）節目版式與反向混淆
承前所述，電視節目公司在成功推出一款節目並且在特定地區受到
歡迎後，通常都會將該版式打造成為具備識別性的品牌，來幫助建立識別
性、拓展周邊商品、維護品質，並且進而防止後續他人之抄襲。
然而，縱使各國間對於商標有採取使用主義抑或註冊主義而有所不

政 治 大

同，然假設某地區之其他電視公司業已抄襲或模仿相類似的節目並且亦使

立

用高度類似的商標，並且憑藉其在地的優勢而享有較高的商業力量或是知

‧ 國

學

名度，致使壓倒其先註冊，惟在該特定地區規模較小之原創版式公司的節
目間有一定之關係。致使該地區之觀眾在遇到原創節目之商標時，誤認其

‧

商品來源是後使用者；雖然後使用者並無要攀附先商標權人之信譽，但它
將使得商標權人的商標價值喪失，並且影響該商標進入新市場的能力3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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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譽與品質失去控制權，進而難以保留消費者。

sit

此外，更有可能妨礙先商標之品質保障以及投資功能，使商標權人對於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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註冊時可能會有幾項問題：首先，假設該商標已經在該地區具備一定之知
engchi U
然而，若先註冊之節目公司欲藉由異議程序或是申請撤銷後商標的

名度而得被認列成為著名商標時，則未有構成反向混淆之可能。次之，最
重要之判准仍為「混淆誤認之餘」，然而，通常節目之抄襲者都會在標示
的設計上有所改變，因此一般理性枝觀眾通常不會有誤認之餘。此外，在
反向混淆的主張上，先商標權人的蕭銷售量未必減少，反之可能將有所增
加，因此加深認定其受有損害之困難程度397。於整體適用上仍尚屬困難。

394

同前註。

395陳昭華、曾禎祥，前揭註

388，頁 39。
陳昭華、曾禎祥，前揭註 388，頁 26。
397
同前註，頁 39。
3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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肆、公平交易法
電視節目版式的抄襲，亦可能會影響市場上的競爭秩序而有我國 104
年新修正之公平交易法第 22 條的仿冒行為以及第 25 條的其他欺罔或顯失
公平的行為，得以向惡意的抄襲者主張結果除去以及損害賠償請求權。然
而，該二條的規定於電視節目版式的抄襲認定上卻仍具備一定程度上的適
用難度。

ㄧ、適用

（ㄧ）仿冒行為

立

政 治 大

依照我國公平交易法第 1 條，該法之立法目的為維護交易秩序與消費

‧ 國

學

者利益，確保自由與公平競爭，促進經濟之安定與繁榮 。因此不公平競
爭法可以適用電視節目播出後於一國區域內，其他電視公司製作其他相類

‧

似節目的抄襲競爭行為，可以藉以保護事業的投資，如創作版式所耗費之
時間、金錢以及努力398。在以市場為保護客體及公平競爭為保護目的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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毋庸拘泥於版式製作上的原創性、思想與表達劃分等限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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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照民國 104 年新修正公平交易法第 22 條第 1 項關於商品仿冒的規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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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公司名稱、商標、商品容器、包裝、外觀或其他顯示他人商品之表徵，
engchi U
行：「事業就其營業所提供之商品或服務，不得以著名之他人姓名、商號

於同一或類似之商品，為相同或近似之使用，致與他人商品混淆，或販賣、
運送、輸出或輸入使用該項表徵之商品者。
不同於商標法之規定，公平交易法對於「表徵」的認定範圍比較寬。
依照修正前第 20 條的處理原則，表徵係指某項具識別力或次要意義之特
徵，其得以表彰商品或服務來源，使相關事業或消費者用以區別不同之商
品或服務。在強調使用主義下，並不以受有登記者為限。惟表徵的保護尚
不及於功能性或技術性的安排。因此電視節目版式上，假如是業界常見的
呈現方式，或是因為特定目的的功能性、技術性安排時，則應該難以認定

398

廖培穎，前揭註 8，頁 79-8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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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備標示的功能。例如歌唱節目通常會搭配舞台、觀眾席、樂隊、音響設
備399。反之，其他例如特殊的場景設計、道具使用、服裝、音樂搭配等，
在經過串聯之後可以達到使大眾可以感知的整體形象時，則應該可以認定
具備營業標示，得以成為公平交易法上的表徵400。
又關於「相關事業或消費者所普遍共知」，依照處理原則的第 2 點及第
3 點，係指與該商品或服務有可能發生銷售、購買等交易關係者而言；所
稱相關事業或消費者所普遍認知，指具有相當知名度，為相關事業或消費
者多數所周知。因此，在電視節目版式產業當中，事業或者是消費者應該
指產業下的電視台、製作公司以及收視習慣的觀眾。「普遍認知」乃指該

政 治 大

表徵足以使相關交易對象見到該表徵時，得與特定主體產生聯想。假設該

立

節目版式本身在其創意內容已經結合相關的流程程序、布景設計、對白口

‧ 國

學

號或者是音樂道具等，得以在地區內部的觀眾為周知，或是在電視節目公
司間的實際交易市場具備識別性及知名度時，應認已符合。

‧

至於「相同或類似使用」，依照處理原則第 5 點，相同乃指文字、圖形、
記號、商品容器、包裝、形狀、或其聯合式之外觀、排列、設色完全相同

y

Nat

sit

而言；類似則指因襲主要部分，使相關事業或消費者於購買時施以普通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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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猶有混同誤認之虞者而言; 使用的認定上，雖然過往有認為應該限制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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節目版式的抄襲案件當中，通常不會有完全相同的可能。然而卻有可能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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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同的商品或服務類別401，然近年的判決中有擴大適用的趨勢402。在電視

高度相似下，有使消費者誤認該高度類似的節目有取得正版之授權或是乃
合作開發的可能。又，在使用的範圍認定上，通常抄襲者所仿效而為的乃
另一電視節目，為相同的商品類別尚少生爭議。
規範意指下較為特殊的乃是針對「混淆」的界定。我國針對混淆的認
定採取廣義的看法，因此只要是對事業的關聯性產生錯誤，也就是說相關
大眾雖然知道系爭事業與表徵所標示的事業為不同，但是誤認他們之間有

399

同前註，頁 118 。
同前註，頁 119 。
401
公平會(85) 公訴字第 069 號決定書，劉孔中、薛景文，仿冒表徵及欺罔或顯失公平行
為之執法檢討與展望，公平交易季刊第 21 卷第 1 期，頁 76，2013 年 1 月。
402
公平會(85) 公處字第 044 號處分書; 同前註。
4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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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濟上、組織上或法律上（例如授權或贊助）的關聯403。在電視實務上，
混淆誤認可能會出現在類似國外得知名節目，不同地區下，以為該節目是
國外節目所授權或是合作的在地版本。假設是相同地區所播出的版式高度
相似，惟觀眾通常不會有誤認之虞，於後在適用困境上討論之。

（二）其他欺罔或顯失公平的行為
依照新修正公平交易法第 25 條規定事業不得為其他足以影響交易秩序
之欺罔或顯失公平的行為，乃為一概括條文，目的在於維護市場交易秩序、
確保自由的市場競爭，且並不以實際上產生損害為必要。實務上大多依照

政 治 大

個案判斷是否有「足以影響交易秩序」為適用門檻。

立

所謂欺罔，依照修正前 24 條的處理原則第 6 點，係指「行為於交易相

‧ 國

學

對人，以積極欺瞞或消極隱匿重要交易資訊致引人錯誤之方式，從事交易
之行為」; 在顯失公平的認定上，則依照第 7 點，為「以顯失公平之方法

‧

從事競爭或商業交易」，如不符合商業競爭倫理之不公平競爭行為、以不
符合社會倫理手段從事交易之行為，以及濫用市場相對優勢地位，從事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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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平交易行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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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電視節目版式的實務操作下，版式的抄襲行為可能會構成不符合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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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譽。在此種認定下，只要其給人整體印象是與他人事業有授權合作關係
engchi U
業競爭倫理的不公平競爭行為。如以「榨取他人努力成果」下的攀附他人

時即可成立404，毋庸證明「混淆誤認」。 此外，亦有可能會被認定是利用
他人的努力。
在電視節目版式上，節目間的抄襲，假如已經在我國具備相當的知名

度實，除了視聽大眾對於節目品質有相當的聯想之外，攀附者借用他人辛
苦經營商譽的行為所創造的競爭優勢，可能會導致原始公司喪失市場上的
收視率以及電視節目或版式的交易機會。此外，當攀附者並非以自己的努
力，對於其他競爭者而言也難以認定為公平405。因此縱使沒有達到攀附的
403

劉孔中、薛景文，同前註 401，頁 76。
如公平會(93) 公處字第 093122 號處分書，(99) 公處字第 099030 號處分書。 劉孔中、
薛景文，同前註 401，頁 91。
405
廖培穎，同前註 8，頁 128 。
4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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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度，但是抄襲者剽竊完全一致或是幾乎一致的版式內容來取得競爭優勢，
也可能有第 25 條的適用。

二、困難
針對節目版式主張公平交易法尋求保護時，恐將會碰到幾項困難。首
先在 22 條的仿冒行為上，必須舉證證明構使消費者產生「混淆
(confusion)」。惟在實務上，縱使兩個節目概念及內容十分相似，只要名稱
不同、主持人不同或是甚至設定上的些微不同，消費者之間在正常的情況
下並不會有混淆誤認之虞。一般識別力的觀眾在觀賞時都可以分辨出兩者

政 治 大

來源上的不同。在頻道不同、時段不同時更難被認定構成有混淆誤認。

立

此外公平交易法的目的在於維護市場上的競爭活中，因此原則上應該

‧ 國

學

以境內的消費者是否有混淆誤認為判斷。當外國的節目在國際間或是他國
具備普遍任之時，假設在我國未曾播放或是進入市場的時間尚短時，則恐

‧

怕難以被認定在觀賞市場上具備相當知名度，更毋得以判斷是否有混淆誤
認之可能。然，此種情形在網際網路以及報章媒體發達的當代，比較具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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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立上面的可能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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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第 25 條概括條款的認定上，「顯失公平」必須達到重大及顯主才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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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名度以及商譽，而且有被積極攀附的情況，否則在考量公平交易法有行
engchi U

符合該條的意旨。 此外，除非該電視節目的版式在我國已經達到相當的

政責任下，可能會造成創意壟斷，過度限制產業的自由競爭秩序與發展，
反而成為不公平的現象。

伍、小結
綜合上述，於著作權法之外，其他法律規範以及智慧財產權亦在電視
節目版式產業下提供相當程度之保護，為亦有其適用上的困境。
在製作前階段時，可以利用違反保密契約協議、營業秘密法來針對未
公開的節目構想為保護。惟該如何證明抽象的創意內容為「談判交易的機
密資訊」將為困難，此外一有可能會被認定有規避著作權法適用而有濫權
1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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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可能，此外更必須限縮在雙方之間有實際的契約交易行為。在營業秘密
法時，除了需符合秘密性、價值性以及合理保密性外，主張者之間亦必須
確實存有契約關係或是權利義務。
在節目公開後，亦仍得藉由保密契約協議或是營業秘密法對於嗣後談
判協商過程後，他人剽竊創意的使用。此外，假設製作團隊得以將節目結
合品牌，符合商標法之要件時，亦尚以藉由商標法為保護。然針對節目版
式整體而言非商標權的保護客體外，商標採取地區得註冊主義，將會有手
續以及執行上的困難度。最後，假設他人採用相類似內容，但卻為不同的
標示則保障效果有限。

政 治 大

最後，公平交易法亦可以在電視節目版式播出後，市場上有其他侵害

立

公平交易市場的抄襲仿效行為時為適用。在公平交易法 22 條上，必須證

‧ 國

學

明有混淆誤認，但是通常一般識別力的觀眾在觀賞時都可以分辨出兩者來
源上的不同，實務上難被認定構成有混淆誤認。此外，在 25 條的適用上

‧

亦多採取嚴格適用以避免過去侵害市場競爭秩序。最後，公平交易法所保
障者乃是該國地區市場，限縮於該國境內的消費者認知為判斷，因此假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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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有適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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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曾在市場上出現，或是出現時間過短時，將難被認定具備市場知名度而

al

n

v
i
n
Ch
定之窠臼。然而，其對於節目版式的保護亦有諸多限制，適用情況有限。
engchi U
上述利用毋庸受到著作權法下原創性、思想表達區分原則以及侵害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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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電視節目版式與智慧財產負領域
承三章所探討，電視節目版式在其定義上之不確定性及涵蓋範圍過廣
等問題，導致難以突破思想與表達區分原則之窠臼而處於著作權法之模糊
地帶。縱使過往國際間曾而有主張提倡應該擴大其智慧財產權的保護，例
如英國曾嘗試立法增加版式權（Format Rights），實務上亦曾有主張應將
其列入戲劇著作和視聽著作，近年更有學者開始討論得否將版式列入編輯
著作予以保護，莫衷一是。
然而近年亦有外國學者逐漸主張，認為過度的主張智慧財產權反而會

政 治 大

阻礙產業的發展創新，並且發現在許多產業當中仿冒行為非但不會阻止創

立

新，實際上產業內部所發展出的規範機制可以提供比法律更有效的規範效

‧ 國

學

果，提供創誘因，幫助產業進步406。並且同時主張智慧財產權的排他權只
是刺激創新的其一方法，而非唯一或是最適切的方式。

‧

在許多產業，例如時尚產業（fashion industry）、美食廚藝產業
（culinary industry）以及脫口秀（stand-up comedy）等407，可能因為法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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構成要件之不適格或權利人本身消極放棄等原因而導致產下呈現低度智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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財產保護現象。然而，產業卻得憑藉內部的社會規範（social norms）來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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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章欲先介紹智慧財產負領域定義、特色及其成因，並後續援引第二
engchi U

平抄襲仿冒問題，並且提供創新誘因來引領產業發展，繁盛。

章針針對電視節目版式產業之分析以及第三章法律保護困境為前提，探討
電視節目版式產業亦屬於低密度智慧財產法的創作領域，然現實上卻仍有
源源不絕的節目版式以及電視節目推出之原因。並進而討論法律之外的社
會規範及產業機制在制衡模仿抄襲以及提供創作誘因所扮演的角色。
並且討論成因是否符合學理上對於智慧財產負領域之解釋，期望能提
供有別於傳統認知，認為唯有智慧財產法律方能提供創新誘因並促進產業
發展的思考脈絡，動態的產業下的社會規範及產業機制，亦得提供有效制
406

Raustiala & Springman, supra note7 at. 1764.
Elizabeth L. Rosenblatt, A Theory of IP’s Negative Space, 34 COLUM. J.L. & ARTS, 317, 317
(2011).
4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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衡抄襲及並提高創作之結果。

第一節 智慧財產負領域
在探討電視節目版式是否為學理上討論之智慧財產負領域之前，本節
欲先智慧財產負領域一詞為介紹。除了介紹其定義內涵以及其與傳統智慧
財產法所依據之誘因理論的不同之處外，亦將同時介紹在不同智慧財產負
領域中取代法律，扮演制衡抄襲、提供誘因並且引導產業繁盛的主要機制。

立

壹、定義

政 治 大

‧ 國

學

智慧財產負領域（negative space）乃針對特定類型的產業，因為特性、
公益或是立法考量等原因而致使產業當中智慧財產權法律保護並不周延408。

‧

然而特別的是，這些產業的內部創新並沒有因為抄襲或是市場失靈而受到

y

Nat

壓抑，反之卻呈現高度的創新能力409。日常生活中呈現此特性的產業包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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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尚產業、美食廚藝產業、脫口秀產業及字型產業等4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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傳統智慧財產權法以誘因理論（the incentive theory）為主流理論，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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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

智慧財產視為創作或發明的誘因，維持知識經濟市場運作411。此外，美國

Ch

engchi

以及我國之著作權法在立法的過程中，亦均以誘因理論作為主流理論412認
為著作權法保障創作者對於其作品的掌控權，保護他們的作品不被他人任
意利用，讓他們不必擔心自己作品未來會被剽竊，而可以安心創作413。同
時，著作權法也維繫著知識經濟市場的運作，確保創作者的投入會有相當
之回報414。
408

Raustiala &Springman, surpa note7, at 1764.
Id.
410
Rosenblatt, surpa note 407, at 317.
411
戴雅彣，著作權為創作誘因？以台灣獨立音樂人為對象的實證研究，國立政治大學智
慧財產研究所碩士論文，頁 41，2014 年 1 月。
412
參我國著作權法第 1 條：
「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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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制定本法。」
413
戴雅彣，前揭註 411，頁 1。
414
同前註。
4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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針對以上見解，有學者便開始研究在例如時尚、美食廚藝、脫口秀、
魔術等產業的研究結果發現，在該些類型的領域中，智慧財產法提供相當
有限之保護，然而產業卻依靠內部的規範機制達到與受智慧財權相同之效
果，並且逐漸開始質疑且挑戰傳統智慧財產權法之思考脈絡。近年更有學
者逐漸研究此些領域特性並且賦予具備該種特性的產業為智慧財產負領域，
並定性其乃：「未有受到智慧財產權的明顯廣泛保護，但是創新以及發明
卻仍十分興盛的領域415。」
然，智慧財產負領域理論並非否認法律是有效促進產業發展的手段，
其認為既然當今社會是由法律(law)及社會規範（social norms）所共同建制

政 治 大

而成416，因此當法律在某些領域執行效果不彰時，社會規範便會扮演起相

立

當於法律的角色，來維繫產業的運作。因此智慧財產負領域概念的提出並

‧ 國

學

非欲將特定的產業或創作完全化歸於「無智慧財產權保護」範圍，反之，
則是考量動態的產業活動運作下，該些產業為「低智慧財產權密度保護
。」

‧

4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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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探究為何在該些產業下，創作者同樣投入心智活動所產生具經濟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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值的作品，卻難以或排除得以取得法律所創設的權利。鑑於智慧財產法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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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定本身即在衡平權利人之私益以及社會公益，並進而促進國家科技及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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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之發展。因此，在涉及某些特定領域的發明或創作時，於利益衡量下，

Ch

engchi

將在法律構成要件的適格性，抑或另外立法明文而遭排除，例如我國著作
權法第 44 條以下之合理使用限制或是專利法第 24 條明文不賦予專利權之
發明418。此外，然當中亦有可能是創作人在自我利益衡量後，對於其創作
不欲主張智慧財產權利; 亦有可能是創作者將智慧財產的經濟價值移轉至
其他經濟或非經濟上的利益，或是經濟誘因本身即非發明或創作本身之目

415

Rosenblatt, surpa note 407, at 317.
Id. at 321.
417
Id. at 324.
418
參我國專利法第 24 條：「 下列各款，不予發明專利：
一、動、植物及生產動、植物之主要生物學方法。但微生物學之生產方法
，不在此限。
二、人類或動物之診斷、治療或外科手術方法。
三、妨害公共秩序或善良風俗者。」
4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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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419等原因，致使產業下呈現一個法律保護或是效果較為薄弱或不彰的情
況420。
然而，產業內部所自我發展出的產業規範便扮演起法律之角色，來加
以制約創作所可能生的外部效果或公共財特性所導致之市場失靈現象。縱
使該些社會規範和內部機制社並未有如同法律效果具備公權力或司法強制
性，然而經過研究發現，這些些機制有時可以達到相同或甚至比法律更好
的結果421，挑戰了傳統智慧財產權為發明及創作誘因的立法政策。
在動態產業下，依據個別產業特性所發展出的交易慣例、倫理文化、

政 治 大

產業組織、商業策略或利益衡量等因素所共同建制出來的平衡體系，亦可
以解決公共財特性所生的市場失靈現象，並且提供創作者創作誘因，或是

立

提高其創作意願422。

‧ 國

學

承本文第三章所探討，電視節目版式在其定義上之不確定性、涵蓋範
圍過廣導致其難以突破思想與表達區分原則以及侵權判定下的實質近似原

‧

則，連帶導致實務上鮮少承認節目版式的著作性。然而，版式產業卻依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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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產業特性，衍生發展出符合產業特性的內部機制和文化規範，衡平抄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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現象、提供創新誘因，並且引導產業繁盛。或許可以符合學理上針對智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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財產負領域之概念及解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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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成因及特性
既然一個動態的產業是由法律制度、社會規範和商業經濟所共同架構
而成。因此，當這個共架的平衡體系下，法律制度所扮演的角色較為薄弱
時，社會規範及商業經濟將如何因應產業特性來擔任法律所應該扮演的角
色即成為學理及實務的關注焦點。有論者曾針對負領域之成因為研究，並
歸類為以下幾種可能之原因423，並將於後續探討該些成因在電視節目版式
產業中扮演的角色。
419

Rosenblatt, surpa note 407, at 330.
Id. at323.
421
Id. at321.
422
Id.
423
Id. at 336.
4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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ㄧ、社會規範
社會規範（social norms）和法律，是現代社會中共同形塑人類文化生
活的重要指標，通常為人民共同認可及遵守的行為標準。在法律制度相對
不彰顯的產業下，社會規範便會取代法律成為產業內部共同認可及遵守的
行為標準。社會規範乃是團體中，為了共同活動需要，在互動過程中所衍
生出來的，相習成風，約定俗成，或是內部群眾共同制定並且確實被遵守
的準則。破壞社會規範的成員往往會受到不成文的懲罰，例如汙名或是遭

政 治 大

受群體孤立等制裁來維持社會秩序。

而社會規範可能而個別產業下也會依照產業特性發展成為特殊的產業

立

規範。社會及產業規範不但可以建立符合個別產業特性的行為模式與價值，

‧ 國

學

並且有助於維繫產業內部的秩序與發展。

在特定的產業領域當中，基於法律的最後手段性及最低規範下，產業

‧

規範對於內部成員的制約效果有時甚至將超越法律所能提供的制約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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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會規範所涉及之內容廣泛，可能如產業間的風俗習慣、倫理道德、交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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慣例、產業組織、紛爭解決平台，抑或是其他產業文化等原因，不一而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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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涉及智慧財產效果不彰的產業中，內部的產業規範效果時常伴隨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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聲效果(reputational effect )424。原因除了在失去法律制度下，產業成員將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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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加依賴內部彼此制衡的效果，因此呈現高度的以人為本的產業特性。因
此，假設有成員脫離產業群體期待或偏離眾人所依循之慣例、文化抑和規
則時，縱使不會受有法律之公權力制裁效果，卻可能會受到潛在群體中的
非難、譴責以及排擠，整體不利效果反而更加顯著。
舉例而言，在法國的美食廚藝產業當中，因為「料理」本身無法成為
著作權法下的「著作」客體，但是個別的食譜可能符合語文著作或是編輯
著作425。惟因為食譜所記載的烹飪方法是一種製作菜餚之「製成」或「操
作方法」，而著作權法的保護只有針對表達，故假使單獨記錄烹飪方法而

424
425

Rosenblatt, surpa note 407, at 343.
林利芝，著作權決戰料理台，台灣法學雜誌，149 期，頁 9-31，2010 年 3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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沒有任何創作性表達則不能成為著作權法保障之著作426。此外，關於菜餚
的名稱也會因為著作權法不保護「通用名詞」而不得成為著作權法之標的
427

。因此，料理產業當中多倚賴強烈的產業機制為制裁。
根據美食廚藝界的規範，廚師成員不可以完全地複製其他廚師創作的

配方，不能在沒有經過允許的情況下泄露相關的秘密資訊給他人，且使用
他人作品也必須要明示出處428。如果有任何未經他人同意的使用或是抄襲
的行為發生，將會受到非常嚴重的名聲制裁效果，除了廚師本身名聲將受
到影響外，更有可能會間接影響至餐廳的名譽，藉例如廚師或餐廳的名聲

政 治 大

效果來作為料理創作抄襲的防免及抵制機制。

另外，在脫口秀產業（stand-up comedy）中，鑑於美國著作權法要求

立

創作必須附著於有型的固體上，然而脫口秀通常是藉由表演者臨場的反應

‧ 國

學

為演出，因此大多不會有劇本。此外，鑑於思想與表達區分原則的限制下，
同一個創意笑梗或主題只要以不同的方式呈現出來，均得以受到著作權法

‧

的保護。然而，脫口秀產業是一個高度以人為本的產業，內部高度倚賴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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業規範來防止抄襲及維持運作429。任何一名新加入脫口秀產業的成員都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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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表演聖經的第一條便載明：「產業內部的任何成員都不可以抄襲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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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進入之時被要求閱讀一本內含十條聖旨的「表演聖經（comedy bib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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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之創意來為表演431。」縱使該聖經不具有任何法律上的強制力或是實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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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裁效果，但因為脫口秀產業中內部成員時常藉由互動交流來共同構思新
的創意，並且以共同創作之方式為演出，因此彼此間的拘束力大，成員間
的名聲評價非常重要，也讓產業中鮮少有抄襲的情況發生432。
平心論之，社會規範本即是人民共同認可及遵守的行為標準，有些具
備高度公益性或是重要性的規範將會逐漸被制定成為法律。而其他的社會
426

同前註。
同前註。
428
葉咨甫，從智慧財產權的觀點看台灣設計公司面臨的問題，國立政治大學智慧財產研
究所碩士論文，頁 47，2012 年 7 月。
429
Rosenblatt, surpa note 407, at 332.
430
羅方妤，Law-Based v. Norm-Based IP: Intellectual Production with Limited IP Producti,42,
National Chengchi University, Graduate Institute of Law and Interdisciplinary Studies, June
2014
431
Id.
432
Rosenblatt, surpa note 407, at 332.
4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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規範，當中包含風俗習慣、倫理道德以及文化特色亦將持續影響社會成員，
並且成為不成文的規範效果。而社會規範在在同樣低度智慧財產權保護的
電視節目版式產業是否亦同如美食廚藝產業以及脫口秀產業，扮演著取代
法律的制衡效果，加以防止創作之剽竊，將於第二節探討之。

二、市場先進優勢
市場先占優勢（first mover advantage）以及網路效應（network effects）
是知名學者 Dan L. Burk 教授以及 Mark A. Lemley 教授主張專利產業下持
續提供發明誘因之原因433。市場先進優勢通常除了可以取得市場先機、產

政 治 大

品先機、供應體系先機以及配銷通路先機外。在電視傳播媒體產業，通常

立

都會配合網路效應為一併考量，一旦公司產品率先進入市場並且取得市占

‧ 國

學

率後，其所得以享有的利益及效果，如規格化的推動，將不受後續的抄襲
者所影響434。另外，市場上先進者可以藉由鎖定既有顧客來穩固資訊的外

‧

部性，當市場上其他的消費者欲開始選購產品時通常都會參考既有消費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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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選擇以及經驗為相同或相類似之選購4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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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種市場先佔優勢效果在規模較小或是生命週期較短的市場中效果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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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顯著，例如在電子資料庫產業(electronic database)下，因為其市場規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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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只要一旦建立起市場占有率，其他相類似的系統便難以再為進入4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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又例如在時尚產業當中，首先發表的設計作品除了將被視為正統原創外，
基於時尚產業下，個別流行的生存週期相當短，後續抄襲者其所能取得的
利益恐已被下一波流行所趕上，而不至於在抄襲的行為上獲得比原創者更
高的利益437。
市場上的先進者優勢更可以在消費者心中建立以公司形象以及正版聲
譽，並且隨著智慧財產權保護及正版的意識提升來加以培養消費者的忠誠

433

Dan L. Burk& Mark A. Lemley, Policy Levers in Patent Law, 89 VA. L. REV, 1575,15841586 (2003).
434
Carroll, Michael W., One Size Does Not Fit All: A Framework for Tailoring Intellectual
Property Rights, 70 OHIO ST. L.J. 1361,1414-1415(2009).
Id.
436
Rosenblatt, surpa note 407, at 347.
437
Raustiala & Springman, surpa note 7, at 1718-1719.
4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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度。一但某間公司率先成功建立起正版意識時，消費者通常會傾向在眾多
仿冒或是盜版的產品當中選擇正版及原創的產品438。
市場先進優勢所能得到之資訊外部效果以及網路效應一直都是主導資
本主義市場下廠商間競爭行為的重要原因。此種先佔先贏的優勢策略在具
備電視節目類型循環風潮的版式產業中亦擔任重要的角色。

三、價值移轉
當權利人投入心智活動所完成具有經濟價值的作品卻難以藉由現存的

政 治 大

智慧財產權制度取得相對應的權利或是保護時，創作者有時候會將該創作
所能得到之經濟價值移轉到至其他可以主張的權利或產生的價值上。

立

以時尚產業為例，縱使設計師所設計投入的創作價值沒有辦法藉由專

‧ 國

學

利權或是著作權而為展現。惟，設計師通常仍然可以在符合商標法的要件
下嘗試申請商標權來進行保護439。原因除了考量商標權為一不受到時間限

‧

制的權利外，商標本身更是每一件作品意境的延伸，其一系列作品所形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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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風格在消費者心中所代表的價值440。因此，時尚產業裡面的產品價值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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終都會移轉到品牌上面，並將「品牌的經營」視為首要之務4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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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了將智慧投入的成果移轉至其他權利價值下，創新者亦可能是基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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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內部本身的創作動機而為創作，是否取得經濟利益或是受到他人剽竊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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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非其所在意之事項。其創作動機可能有如分享經濟(sharing economy)、
個人成就感、聲望名譽或是累積創新442。
「開放原始碼軟體運動（open source software movement）」便是發明人
所創作的內部動機超越金錢報酬的最佳例證443。分享者通常都是自動自發
的行為並進而促成分享經濟的誕生，而他們的動機通常儘是因為：「就是
想這麼做。」運動推動者 Rishab Ghosh 便曾解釋：「把已經創造出來的無
438

Rosenblatt, surpa note 407, at 347.
葉咨甫，前揭註 428，頁 50。
440
同前註。
441
同前註。
442
Yochai Benkler, Sharing Nicely: On Shareable Goods and the Emergence of Sharing as a
Modality of Economic Production, 114, YALE. LJ. 273,321-323 (2004).
443
勞倫斯・雷席格（Lawrence Lessig）
，REMIX,將別人的作品重混成賺錢生意，大是文
化，2011 年 1 月 20 日，頁 176。
4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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形物分送給他人，對你沒有任何損失; 尤其是你已經因為創造結果獲得到
報酬，這就是把結果跟別人分享的充分理由444。」; 另加州大學社會學系
副教授 Peter Kollock445也曾提出此種分享經濟的動機源自於「互惠的期
望」，並且認為：「特定與全面性的互惠，便是提供他人有價值東西的報酬
446

。」其他相類似於原始碼軟體運動的分享經濟也出現在維基百科

(Wikipedia) 447以及網站部落客之間。此外，創新發明者亦可能重視產業內
個人的聲望名譽，原因除了我實現外，一旦在產業中建立名望後，對於未
來的創作發明便會享有較高的機會取得合作以及競爭優勢448。

政 治 大

本文認為價值移轉普遍存在於低密度智慧財產權保護的產業，然因為
其涵蓋範圍廣泛，依照各產業特性之不同亦會有極大的差異下，將會以不

立

同的形態出現。而在電視節目版式產業當中 「品牌之經營」為主要之呈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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現方式，於本章第二節探討之。

四、利益衡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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造成產業中智慧財產保護密度低的原因尚有可能是因為發明人或創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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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消極地選擇不行使其於法律上所得享有之權利449。縱使其所投入的創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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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果符合法律上受保護的要件並得以主張相關權利保護，但創作人可能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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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內在創作動機有其他的目的或是利弊衡量下，認為主張智慧財產權所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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投入的成本將會比行使智慧財產權所能得之利益更高450。
在仔細衡量智慧財產的所需投入的成本及其所能得之效果通常是權利
人消極不行使智慧財產權的原因。如在魔術表演產業中，縱使魔術師研發
出的道具得以申請專利權，但考量申請專利權時必須在申請書當中揭開該

444

同前住，頁 177。
Peter Kollock 為美國社會學家，生前擔任加州大學社會學系副教授，並且致力於研究
人類在網路虛擬空間(Cyberspace)之活動以及線上社群（online community)行為。
446
勞倫斯・雷席格（Lawrence Lessig）前揭註 443，頁 178。
447
Jon Garon, Wiki Authorship, Social Media, and the Curatorial Audience, 1 HARV.J. SPORTS&
ENT. L. 95,101(2010).
448
Rosenblatt, surpa note 407, at 354.
449
Id. at 330
450
Id.at 355.
4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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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具的秘密，此舉將會導致其魔術的秘密性喪失，價值便不覆存在451。此
外，在思想與表達區分的原則之下，「變出一隻兔子」的把戲將被歸類於
思想而無法受到著作權法的保護，縱使該技巧通常會融合戲劇或是舞蹈來
呈現並得主張戲劇著作或是舞蹈著作，但是魔術師通常在考量思想與表達
界線難以劃分之困境下而不願意大興訴訟452。知名魔術大師大衛考伯菲便
曾經說過：「與其浪費力氣在法庭爭輸贏，不如花同樣的時間和精力在創
造嶄新的作品453。」因此，魔術產業下對於抄襲行為的發生大多倚賴嚴格
的產業規範予以制裁，當魔術師任意泄露他人魔術機密或是抄襲他人技巧

政 治 大

時便會相對地失去業界聲望、遭受同業鄙棄，並且難以繼續在產業內參與
相關的比賽或活動4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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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外在如刺青藝術及髮型設計產業當中，該些刺青或是設計創作均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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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美術著作及藝術著作而受到著作權法保護455。然而因為產業中的侵權者
太過眾多，針對個案為侵權主張根本不會產生實質上的效益456，且訴訟成

‧

本將高於能得之利益而致產業下鮮少有設計師願意藉由訴訟來保障自己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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權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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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了上述之利益衡量外，維持智慧財產權的費用以及訴訟程序的不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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益均同時為權利人意願放棄主張智慧財產權之的原因考量457。如在生存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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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較短的時尚產業當中，縱使主張智慧財產權保護將可以有效對抗抄襲者
4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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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acob Loshin, Secrets Revealed: How Magicians Protect Intellectual Property without Law,
in LAW AND MAGIC: A COLLECTION OF ESSAYS 130-134 (Christine A, Corcos ed., 2010),
available at: http://dx.doi.org/10.2139/ssrn.1005564 (last visited: 2015/6/18).
452
Rosenblatt, surpa note 407, at 332.
453
“ I believe it’s possible to achieve justice in the American court system, but it takes a lot of
time, energy, and money. It’s not always worth focusing important bandwidth on that when you
can apply the same time and energy to creating something new and different.” By David
Cooperfield. The Tricky Business of Innovation: Can you patent a Magic Trick? By Rick Lax on
July 8, 2013, available at :http://www.wired.com/2013/07/the-tricky-business-of-innovationcan-you-patent-a-magic-trick/ (last visited: 2015/6/10).
454
The Tricky Business of Innovation: Can you patent a Magic Trick? By Rick Lax on July 8,
2013, available at :http://www.wired.com/2013/07/the-tricky-business-of-innovation-can-youpatent-a-magic-trick/ (last visited: 2015/6/10).
455
Thomas F. Cotter & Angela M. Mirabole, Written on the Body: Intellectual Property Rights
in Tattoos, Makeup, and Other Body Art, 10 UCLA ENT. L. REV. 97,103(2003).
456
此種現象又可稱為「打地鼠現象（whack-a-male）
」。該名詞係源自於一款美國的打地
鼠遊戲，當玩家打擊坑洞冒出來的地鼠後，其他坑洞又將冒出更多的地鼠讓玩家措手不
及，因此以打地鼠現象比喻產業內部的侵權者數量過多，針對個案為侵權之主張效果不
大。Rosenblatt, surpa note 407, at 355.
457
Id.at 3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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並且具備殺雞儆猴的效果，但是考量申請設計專利的審理時間長，提起侵
權訴訟亦曠日廢時，待專利審理結果出爐或是法院判決定讞時該時尚風潮
早已被下一波流行所取代，已投入之時間及金錢恐將付之一炬458。
承上所述，假設行使智慧財產權所可能產生的成本以及風險將會高過
於所能取得之效益時，一位理性的決策者在衡量下通常不會主張智慧財產
權，轉而尋求其他的產業機制或是價值移轉。在電視節目版式產業當中，
基於考量法院鮮少肯認版式具備著作權適格性，亦或者難認定抄襲版兼有
著作權侵害的實質近似下，版式業者通常不會藉由主張著作權，而傾向轉

政 治 大

而藉由商業策略來制衡抄襲行為。

立

五、循環風潮

‧ 國

學

在特定產業當中，風潮的創造(fashion cycle)是產業內部容許適度抄襲
存在之原因。在時尚產業當中，服裝設計因為著作權法下的原創性原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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實用性要求以及思想表達區分原則而無法取得著作權法保護459; 就商標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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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言，鑑於商標只保護品牌而不保護設計，因而縱使是抄襲他人之作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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仍然得以庇蔭在不同品牌名稱下而不成立商標權侵害。最後就專利權以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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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進步性」的要求460。從上述分析來看，時尚產業的設計似乎無法藉由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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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的智慧財產權類型來提供保護461，因而將飽受抄襲之苦並進而導致產業
創新的誘因降低。
然而特別的是，縱使時尚產業缺少智慧財產權保護，該領域仍呈現高
度的創新能力。探究其原因，發現產業中的仿製品反而是幫助原創設計師
及推波時尚風潮的助力462。因為要引領時尚，光靠設計師一人是不會成功
458

Raustiala & Springman, surpa note 7, at 1704-1705.
林利芝，著作權決戰伸展台（上），台灣法學雜誌，129 期，頁 80，2009 年 6 月。
460
同上註，頁 81。
461
有學者此種產業為「無主地理論(doctrinal no mans’ land)」
，係指該領內的創作或發明
被排除於智慧財產權法的保護，而無法受到保護。其原因可能如保護期間的屆滿或是未
能滿足智慧財產權法律要件或是便被立法明文排除適用。Rosenblatt, surpa note407 , at
325.
462
林利芝，決戰伸展台-時尚的元素是周而復始的循環，其實是在創新與訪襲間輪流替換
的，台灣法學雜誌，第 149 期，頁 98，2009 年 6 月。
4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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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需要設計師之間互相模仿彼此的設計，並且藉助大量製造之廉價仿製
品的推波助瀾，才能聚出一股驅動時尚的風潮463。此種風潮特性讓產業內
部會適度地容許抄襲來追求流行的建立以及未來創新的基礎，並且大多會
藉由其他手段如品牌和商標之經營來提升整體產品價值。
產業內部的循環風潮現象並非普遍存在於每一個產業，因此時尚產業
下的流行風格風潮便時常被援引和電視節目的風潮為比較464。上述的循環
風潮可以促使市場出現新的誘因以及壓力來促使內部成員為創作，並且藉
由階段時期的循環風潮來減弱產業下因為抄襲行為所產生的不利益。

六、累積創新

立

政 治 大

智慧財產的利用涉及人民的心智作用，可以使利用者學習到心的知識

‧ 國

學

或是被激發靈感，並且進而利用這些收獲去創作更多的發明以及創作465。
智慧財產權之遭人詬病之理由之一便是排他權的賦予將影響未來產業的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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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能力並提高將來創新的成本。 例如增加搜索成本、訴訟費用及權利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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支出。此外，知識和資訊具備累積性（cumulation）其外部性不僅讓消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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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或許額外利益，更促進知識的累積，產生「站在巨人肩膀上」之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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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升社會發明以及創造力4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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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種知識和資訊的累積特性，在智慧財產權領域亦為顯著。創作人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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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自我的創新及發明的能力均多源自於過往發明的累積，此外，未來產業
界的發明亦須奠基於現存之創作467。
近年亦有學者提出「模仿是創新的原動力」的概念，認為抄襲有時候
不只不會傷害創新，反而有利於創新468。傳統誘因理論似乎忽略了許多創
意元素均是在模仿和抄襲下所誕生，不可能有完全獨立的創作產生。著作

463

同前註。
Bechtold, supra note 22, at 456.
465
Niva Elkin- Koren & Eli Salzberger, The Law and Economics of Intellectual Property in the
Digital Age: The Limits of Analysis 61 (2012).
466
參張清溪、許嘉棟、劉鷹釧、吳聰敏合著，經濟學：理論與實際，頁 119，翰蘆圖書
出版有限公司，2004 年 8 月五版。
467
Rosenblatt, surpa note 407, at 356.
468
Kal Raustiala & Christopher Sprigman, Hot The Knockoff Economy: How Imitation Sparks
Innovation (2012). ; 戴雅彣，前揭註 411，頁 65。
46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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權本身即為創作新作品的成本，因此如果過度的提高智慧財產權的保護，
在創意活動上的成本將會大幅增加，導致交易成本提升，反而不利於產業
下的創作活動469。
例如在美食廚藝產業當中，因為廚師的創意料理往往都需要參考其他
廚師的料理，藉以啟發新的創作靈感。因此，料理界通常都會允許廚師自
由組合食材或是調味料，針對過往的料理再為研發及創新並且模仿其他廚
師的料理與食譜470。此種知識累積的現象在電視節目版式產業當中，基於
產業下的循環風潮以及流行元素循環下，情況更為顯著，若當中有人壟斷

政 治 大

該些元素的使用，將會阻礙產業的創新能力。

立

第二節 電視節目版式與智慧財產負領域

‧ 國

學

承第一節所介紹之智慧財產負領域定義及其成因，本節欲以本文第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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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對於電視節目和節目版式產業面的分析為架構，輔以第三章所關注之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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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版式於法律適用下的問題及其困境，探討節目版式產業下社會規範以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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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為若立基於傳統智慧財產權的誘因理論概念，電視節目版式將會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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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具備不可排他性、流通性、複製成本低、流通成本低以及搜尋抄襲者困

engchi

難等特性，產生市場上的搭便車效應（free-rider）現象。進而導致市場上
願意支付代價從事消費的人數減少，版式供應者無法獲得應有之報酬，降
低電視節目版式的創作誘因471。
然而相反地，現實生活中電視節目卻持續推陳出新，態樣和數量持續
上升，進而導致產業交易制成熟、熱絡，整體商業價值持續擴大。此種現
象似乎有別於傳統智慧財產之誘因理論立論基礎，因此本節欲探究電視節
目在消費觀眾因為經驗性商品及消費慣性下呈現的羊群效應，和節目版式
供給面上因為資訊不確定性、抄襲者同時為創新者、風潮及元素循環出現
469

戴雅彣，前揭註 411，頁 66。
林利芝，前揭註 425，頁 27。
471 參考中華百科全書，http://ap6.pccu.tw/Encyclopedia_media/main-soc.asp?id=5957，最後瀏
覽日：2015/6/10。
47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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導致供給面亦呈現羊群效應下，產業內部發展出哪些產業機制以及社會規
範來制衡內部的抄襲行為、提供創新誘因，並進而促使產業繁盛。

壹、社會規範
承本章第一節所述，社會規範乃為一種因應內部成員共同活動所需要，
因此在互動過程中所逐漸衍生、相習成風、約定俗成，或是共同制定出來
的行為模式與價值，有助於維繫產業內部的秩序與發展。因此在解釋上為
一種廣泛概念，只要是內部成員共同認可及遵守的行標準均屬之。

政 治 大

在電視節目版式產業當中，產業規範提高製作團隊對於版式的控制力，

立

降低抄襲風險，相當程度地減少電視節目版式在製作成為電視節目而播出

‧ 國

學

後，因為具備不可排他性而流通性等特性，而產生市場上大量出現搭便車
現象，導致願意支付代價購買版式的人數下降，降低創作誘因。

‧

然，電視節目版式產業之社會規範涉及層面廣泛，不一而足，本文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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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有別於著作權法外，維繫產業運作之重要成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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產業下的社會規範區分成文化規範、商業展覽會及產業組織為介紹，其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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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觀察及學習彼此的節目，因此信任關係對我們而言非常重要，
而君子協議更是我們拘束彼此最好的方式472。」
-Global Entertainment Corporation 區域導播473

產業文化規範在電視節目版式業中扮演非常重要的角色，內部成員通
常都會藉由商業手法取代法律上的智慧財產爭訟來處理內部於交易或抄襲
的爭議。探究其原因，除了考量法院間對於版式權的保護採取較為保守的
態度外，內部成員亦認為產業行之有年的潛規則更能提供符合產業特性以
472

Kretschmer &Singh, supra note 111, at12.
Global Entertainment Corporation, http://www.globalentertainment2000.com/(last visited:
2015/6/10).

47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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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交易模式的依循方法474。相較於法律，內部規範更具備彈性，且其效果
亦不亞法律所能提供之保護。
承第二章第二節對於電視節目的分析，電視節目本質上為一種資訊性
及經驗性產品。因此節目前身的版式於供給面上呈現高度的樂隊花車效應，
各製作團隊均參考過往成功之經驗並且仿效其他競爭者的行為。此外，對
於設計節目版式的創新能力，產業內部成員的創新能力難有優劣之分。且
產業內部普遍肯定抄襲及模仿為創新的動力，因此都會容忍後續他人一定
程度的模仿及抄襲，產業中的創新者亦同時為抄襲者475。

政 治 大

基於以上原因，節目版式產業基本上亦為一個高度以人為本的產業。
創作團隊間在彼此競爭又合作; 創新又模仿的循環互動下，共同營造出產

立

業下電視節目在類型、階段和元素的風潮。而近年產業交易運作下的版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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聖經和聯合開發制度更加深了內部成員彼此既競爭又合作的緊密關係。
援其理，在此種競爭又合作的產業當中，個別參與者在業界的名聲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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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常重要。因此雙方除了在協商交易的過程中應該秉持誠信原則，遵守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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密原則以其後契約義務外，雙方之間亦多倚賴君子協議(gentlemen’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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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greement)為拘束476。且隨著全球版式市場成型、傳播技術發達以及網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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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波助瀾，節目版式創意之流動無遠弗屆。因此產業內部一旦發現有人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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竊他人之創意或者抄襲是其他人之作品時，不但馬上便會被發現並且遭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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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業所鄙視及排擠，更有可能因而喪失未來相關的買賣合作或聯合製作機
會477。
此外，在版式發展重點國家，例如美國、澳洲及英國都會有在地的
「秘密觀察員（secretive spotter network）478」。觀察員除了可以在各地了
解各國電視節目的發展情況、維持和當地電視公司良好的合作關係外，同
時擔任監督者的角色479。一旦在當地發現有未經過買賣交易的節目抄襲行
為或是未得同意而擅自援用節目創意的情形時也都會立馬回報給本國公司。
474

Id.
Bechtold, supra note22, at 494.
476
Id.
477
Id.
478
Kretschmer & Singh, surpa note 111, at 10.
479
Id.
4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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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產業實際運作下，若真的有抄襲節目版式的情形發生時，製作公司
通常都會先移請公司內部的法務專員為寄發警告信函予抄襲者480。內容除
了重申對於該節目版式的原創所有權外，並且提出相關事證為立論。最重
要的是，通常都會在警告信函中會要求該抄襲者停止該節目的播出或是促
使其尋求商業上的交易或授權。
並將同時在警告信函為告知，若不願意為協商合作或是後續談判未果，
不全然放棄尋求司法上的救濟481。根據產業內部人員的表示，通常該寄發
警告信函的行為即足以達成相當的威嚇效果並且解決後續的爭議482。

二、商業展覽會

立

政 治 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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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業展覽會教導產業內部的參與者產業規範、文化習慣、運作規則
以及交易慣例48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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承第二章第一節所述電視節目版式之發展，在 1950 年時，國際間便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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現了第一次的跨國界的電視版式交易活動，並於 1960 年前後陸續出現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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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多樣化的電視和電影交流活動，藉以增加影視界公司於創意、製作、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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術及銷售上的互動交流機會，提供更高效率的媒合平台48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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電視產業內部的第一個商業展覽會（trade fairs）乃為 1963 年於法國
所舉辦的「坎城電視展（World Market for Television Programmes），簡稱
MIPTV」。至今仍為業界間最具指標性的商業展覽會，每年之舉行都會吸
引超過 10000 名與會者485。又其他相關商展亦扮演重要的角色，如拉斯維
加斯的 NATPE、布達佩斯的 Disco 以及新加坡的 ATF 亦為盛大486。展覽

480

Id.at 27.
Id.at 25.
482
Id.
483
“Trade fairs establish identities of participants, instruct them in the business culture, & foster
common-sense assumptions about how the industry functions.” Kretschmer & Singh, supra note
105, at 20.
484
MORAN AND MALBON, surpa note11, at 73.
485
Id. at 74.
486
Kretschmer & Singh, supra note111, at 27.
481

141

電視產業發展與智慧財產權之互動
——以節目版式為中心

第四章 電視節目版式與智慧財產負領域

會之參與者來自全球各地之傳播公司、行銷公司、有線電視公司、製作商、
發行商及節目買家和賣家等，藉由彼此齊聚來相互了解產業趨勢、建立合
作夥伴關係、知悉彼此發展動向、宣誓原創正版產品、推廣各地影音內容
487

。並進行相關電視節目、電影、記錄片、動畫片、電視版式等影音產品

之交易和買賣488。
基於以上之功能和正面效益，商業展覽會在版式產業中亦扮演著非常
重要的規範機制及文化維護平台，參與者藉由參與上述之商展來學習業界
內的淺規則及文化規範。又鑑於電視節目於本質上即為一種以人為本的產

政 治 大

業，因此商展通常都會採取寄發邀請函的方式邀請各家公司為參與而不另
外對外公開489。在業界的過往慣例中，彼此之間通常亦多習慣採取面對面

立

地互動，取代電子書信或是網路上之溝通490。在彼此的互動頻繁下，良好

‧ 國

學

的名聲的效果及合作夥伴關係的重要性更加彰顯。

另外，商業展覽會之功能除了提供上述之交流互動機會外，更有宣誓

‧

正版效果，藉以防免他人之抄襲。實務運作上，多數節目製作公司願意在

y

Nat

商展中大方秀出其所設計的新型節目內容、新的技術突破或是未來市場版

io

sit

圖之擴張計劃。目的除了意在吸引其他公司為相關的合作和交易機會外，

al

n

人抄襲491。

er

最重要地是得以在公開的展覽會中宣誓正版、建立品牌意識，並且防免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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隨著影藝產業的市場規模擴大及商業價值快速上升，現今的商業展覽
會或是電視節已經從傳統之電視、電影、動畫等擴張至數位內容及 3D 影
視技術等多項產業492。此外，與會者亦擴張至衛星與通訊傳播業者及媒體
產業。展覽會的重要性與日俱增下，其約束內部成員之約束力亦漸增強。
表 4：產業間之展覽會一覽表
時間

商業展覽會

487

MORAN AND MALBON, surpa note11, at 74.
Id.
489 Id.
490 Id.
491 Kretschmer & Singh, surpa note 105, at 41.
492
MORAN AND MALBON, supra note11, at 73.
4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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ㄧ月

NAPTE

美國拉斯維加斯

二月

BC showcase

英國布萊頓

三月

MIPDOC

法國坎城

四月

MIPTV

法國坎城

五月

Rose d’Or

瑞士琉森

六月

Los Angeles TV Screenings

洛杉磯

政
DISCOP治
大

七月

立Monte Carlo TV Festival
MIPCOM

十月

Junior MIPCOM

法國坎城

‧

九月

摩納哥蒙地卡羅

學

‧ 國

法國坎城

Nat

MIPASTIA/TV Asia

新加坡

sit

y

八月

十二月

匈牙利布達佩斯

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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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產業組織

73, Intellect Ltd (20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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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來源：ALBERT MORAN AND JUSTIN MALBON, UNDERSTANDING THE GLOBAL TV FORMA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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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電視節目版式產業是一個創作性產業，而為了確保觀眾有持續不斷
的節目創意可以觀賞，並且保障創意投資者有持續創作的誘因，FRAPA 擔
任起產業內部糾察隊的角色，管理以及監督產業中的互動行為493。」
-Michel Rodrigue494
493

“Because of the creative nature of the business, it rapidly became necessary to ensure that the
great new ideas reached the screens. Therefore, the industry created its own self-regulatory body,
FRAPA, whose member represents the vast majority of all formats transactions worldwide.”MORAN AND MALBON, supra note 11,at 102.
494
Michel Rodrigue, FRAPA 的創立成員，又被稱作 The Father of Formats，
http://theformatpeople.com/formatbroker/最後瀏覽日期:2015/6/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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產業中的組織亦是解決產業內部爭議的重要機制。在版式產業當中最
大也最具公信力的便是 2000 年創立於德國之「模板認證暨保護協會
（Format Recognition and Protection Association，簡稱 FRAPA）」。FRAPA
於成立宗旨便明確表示：「提供全球電視節目版式保護以保障其智慧財產，
並且促使產業中於創意提案、電視製作及廣播行銷中尊重及重視電視節目
版式權利495。」並且提出三項主張認為電視節目版式應享有和其他著作相
同保護的權利。

政 治 大

首先，一個電視節目版式的製作與其他智慧財產權間未有不同，均為
創作者運用智慧所投入之結果。因此，假設有第三人在未經原創者的同意

立

而使用時，將會侵害原創者對於該智慧成果之所有權496。再者，完成一個

‧ 國

學

節目版式需要投入大量的時間以及金錢，因而應當要保障創作者人得以藉
由版式來獲取相當之報酬以回饋其投資497。最後，節目版式的擁有者應該

‧

要可以從公平的市場機制運作下確認其所製作版式之經濟價值4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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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RAPA 提供產業內部成員「腳本登記註冊制度( script registry syste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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來幫助相關版式爭議認定。只要為該組織之成員，便得以其依據申請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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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登記的版式時間順序為原創歸屬之認定。此種登記制度不但提供了版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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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公開對世效果， 亦在相關爭議產生或是訴訟舉證時提供重要的判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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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 2000 年至今，已經有超過 1200 個版式為此制度下的登記499。
此外，FRAPA 考量產業規模擴大、內部成員增加，以及交易互動日趨
頻繁下，亦提供產業間進行電視節目版式交易的「契約範本(contract
generator)」及「聖經模板（bible generator）500」。契約範本不但幫助內部
成員於交易上的便利性和保障性，交易雙方更可以在契約的必要支點外為
個案的修改及談判。不但幫助國際間版式的流通，減少跨國間於交易和談
判上的程序及實質上的障礙。此外，聖經模板更提供組織內部版式交易之
495

Format Recognition and Protection Association, https://www.frapa.org/(last visited:
2015/6/11).
496 Id.
497 Id.
498
Id.
499
FRAPA Annual Report 2013, supra note 3.
500
I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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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礎範本，成員可以依據所交易的節目類型，例如遊戲節目、闖關節目抑
或是改造節目為下載相關範本501，幫助國際間進行高效率和高品質的節目
版式授權、買賣以及聯合開發制度。
此外，鑑於電視節目版式位處全球交易市場，各國間管轄權之差異便
時常成為加劇版式爭議困難的原因。因此，FRAPA 便提供公開調解制度
(mediation)並積極與聯合國(United Nations)以及國際智慧財產權組織
（World Intellectual Property Organization，簡稱 WIPO）為合作，制定
WIPO Film and Media Panel 以及 Model Contract 標準502，並在 2010 年開始
提供產業內部的紛爭仲裁制度(attribution)503。此種內部的調解及仲裁機制

政 治 大

不但可以幫助降低版式遲延所可能而生的不利益、減輕訴訟成本、幫助協

立

商損害賠償金額。根據統計，產業間有百分之八十的爭議可以在 FRAPA

‧ 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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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被解決，並且相較於進入正式的訴訟程序，將可以幫助省下百分之五十
的訴訟以及行政手續費用504。

‧

從過往的爭議案件可以發現，電視節目版式持有者通常比較願意採行

y

Nat

調解的方式而非採取仲裁之方式505。探究其原因可以發現，除了因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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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RAPA 對於所提供的調解機制採取保密非公開的方式之外，於調解進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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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產業公司以及內部成員對於程序的掌握度比較高。此外，最重要得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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雖然作成調解之拘束力較仲裁以及訴訟判決為低，然而正因次約束力較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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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而有助於維持產業下公司之間的長期關係維護506。
FRAPA 自 2000 年創立至今仍然為產業內部最重要的組織，擔任產業
內部的制度建立和管理角色。迄今已有超過 150 間國際巨型公司為其組織
內部成員，並業已協助完成 445 件跨國界的版式交易507。組織所創造的產
業價值亦從 2004 年所統計而得之 64 億歐元攀升至 2008 年的 93 億歐元508。
FRAPA 在近期所公佈的目標中表示，期望未來能多施加壓力於各國政
501

Id.
Id.
503
MORAN AND MALBON, surpa note11, at 103-104.
504
FRAPA Annual Report 2013, surpa note 3.
505
MORAN AND MALBON, surpa note11, at 104.
506
Id.
507
FRAPA Annual Report 2013, supra note 3.
508
Id.
5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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府，督促各國間可以對於電視節目版式提供一個清楚的定義出並且賦予其
著作權法保護509，並且期望於未來能提供線上版的節目版式註冊制度，冀
望擴大使用。然而隨著版式產業持續發展，商業規模持續擴大下，
FRAPA 亦面臨著許多新進難題，除了歐美各國間對於版式的著作權法承
認與否採取保守之態度外，許多亞洲國家，例如大陸以及印度幾乎從來沒
有參加過組織內部的活動亦不可能被組織所規範510。此外，隨著內部參與
的國家成員數量上昇，FRAPA 所能提供的拘束力以及執行力將會相顯下，
其必定需要抱有長期奮戰的決心。
於 FRAPA 外，產業間亦有其他組織亦擔任協助電視節目產業內部的

政 治 大

法律紛爭解決的角色。如 2004 年由一群國際律師所創設之「國際模板律

立

師協會（International Format Lawyer Association，簡稱 IFLA）」 所協助的

‧ 國

學

項目如著作權法、商標法、版式淡化、不公平競爭等法律之適用爭議外，
亦提供版式授權所生的相關爭議511。在 2007 至 2008 年間，「美國編劇協

‧

會（The Writers’ Guild of America），簡稱 WGA」亦提供了針對電視節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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版式的識別鑑定、管理、仲裁提供平台512。然而上述二組織亦和 FRAP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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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入協會的會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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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相同之弊病在於其權威性亦顯不足，執行效果亦多大多只及於願意自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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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市場先進優勢
「觀眾將會對第一個播出的節目建立起正版意識，因此，後續的相
類似節目都難以打破此觀念，更不可能具備相同之優勢513。」

MORAN AND MALBON, surpa note11, at 104.
Id. at 103.
511
International Format Lawyer Association, http://www.ifla.tv/about.html (last visited
2015/6/10).
512
Writers Guild of America,West, http://www.wga.org/(last visited: 2015/6/11).
513
“Basically the first in the market is seen as the standard. So it's the same with the Big
Brother- once you have had it in a market, there is no point doing a reality show such as that in
the same market. Viewers will not accept it and will take the first as the original.” Kretschmer &
Singh, surpa note 105, at 28.
509
5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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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remantlemedia 經理514

在電視版式產業中，誠如第二章所言，創意發想者及電視製作團隊在
資訊的不確定性下無法清楚地預知觀眾的喜好，又鑑於消費者間的資訊外
部效果強及經驗性商品之特性，競爭者之間進行著類似首播比賽的壓力。
每一個製作團隊都想要比其他人更早提出新穎的創意或是或融合舊元素發
展成嶄新的概念。
在全球化的市場整合下，製作團隊必須更捷足宣傳或授權至其他國家

政 治 大

來加以避免後續可能之抄襲。根據產業統計，一個成功的版式要能夠授權
至二十到三十個國家，因此製作團隊通常都會想盡辦法進入版式大國，如

立

英國、美國及澳洲來建立起市場知名度515。

‧ 國

學

然而考量電視節目為一個結合文化以及經驗的商品，製作團隊除了要
考量進入他國市場的時機外，更需要了解當地的風土民情以及文化特色才

‧

有可能成功地移植版式。除了在初期版式的設計上採納較多能因地制宜的

y

Nat

可變性元素外，更會藉由各地區的研究基地和秘密觀察專員來建構內部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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樣性的資料庫來幫助版式進軍他國5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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實務上多數的製作團隊公司都會先藉由販賣已經製作完成的節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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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ideo tapes)來達到幾項效果。首先，站在原創公司的立場，販賣已經製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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完成的節目可以先進了解該地區市場接受度並且預先針對在地化節目擴張
為需求上的刺激、更可以利用已經存在的節目享有風潮以及資訊外部效果，
最後更可以由市場先進者優勢來幫助觀眾建立起正版意識和忠誠。
另就買方之角度，在市場針對某類型節目的接受度尚未明朗化之餘，
藉由成本較低的版權買賣交易取代成本較高的自行製作來進行市場測試。
如果市場接受度高，更可以進而考量並且評估是否繼續購買或尋求聯合開
發制度來製作本土化節目517。
514

FremantleMedia, surpa note 106.
Bechtold, surpa note 22, at 481.
516
Kretschmer & Singh, supra note 105, at24.
517
例如英國知名選秀節目《Idols》在製作加拿大的《Canada's Next Top Model》以及墨西
哥的《Mexico's Next Top Model》前，便先藉由販售美國版的節目《American Idols》來刺
激市場需求。 Kretschmer & Singh, supra note 105, at 33.
5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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承第二章所述，在電視節目的觀賞上，觀眾因為經驗性商品的特性而
呈現羊群效應。進而影響電視版式供給製作上出現樂隊花車效應而呈現電
視節目的階段性風潮。然而相似於時尚產業的流行趨勢，電視節目版式會
因為觀賞上的消費倦怠，因此市場上將會出現新的誘因來吸引廠商創新。
此外，基於供給面判斷上的資訊不確定性，致使電視公司在設計及製作節
目版式的能力相似，未有高低優劣之分518。因此一旦市場上特定類型的節
目收視率逐漸下滑後，該流行風潮逐漸褪去時，電視節目版式供給上將會
出現逃離競爭效果（escape of competition effect）519來促使內部成員構思

政 治 大

新的節目創憶， 取得下一波市場先進者優勢，率先建立起新的市場風潮。

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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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價值移轉

‧

「商品化策略以及品牌的建立除了為公司帶來額外的收益，更可以將
節目深入觀眾的生活中，並進而建立觀眾對於節目的忠誠度5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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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remantlemedia 執行副總裁5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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節目版式，但是卻難以藉由智慧財產權來在一定期間範圍內取得排他權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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承第三章所述，電視節目公司在投入心智活動所製作具備經濟價值的

確保其實質上的經濟利益。 此外，基於電視節目的價值乃存在於電視節

目的創意內容以及架構設計上，本質上亦具備流通性、不可排他性及重製
成本低等特性。 因此通常電視節目製作團隊除了會想要先進入市場並且
快速取得先進優勢外，亦會嘗試將受歡迎的節目內容結合品牌建立行銷策

518

Bechtold, surpa note 21, at 496.
逃脫競爭效果（escape of competition effect）係指廠商間水準相近的市場(neck-andneck market)，若市場上競爭增加，會加入這些技術水準相信的廠商投入創新活動，而得
到新產品來逃離市場上的強烈競爭。PHILIPPE AGHION AND RACHEL GRIFFITH, COMPETITION
AND GROWTH. RECONCILING THEORY AND EVIDENCE , The MIT Press (2005).
520
“A strong brand has several benefits- it can leverage a whole host of products. Not only
opens various revenue opportunities but also embeds the products in people’s lives and feeds
back to make audiences loyal to the show audiences loyal to the TV show.” Kretschmer &
Singh, surpa note 105, at 39.
521
FremantleMedia, surpa note 106
5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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略(merchandising)來獲得品牌效果，並進而獲取後續可得之收益522。
舉例而言，一個成功受到歡迎的節目，公司便會開始嘗試藉由 DVD
的販賣、遊戲的合作以及其他相關產品授權來擴張其品牌。ㄧ旦品牌的印
象深入觀眾的生活後，便得培養觀眾的忠實度和「正版優越感」，進而鄙
視抄襲者。誠如前所討論，電視節目牽繫於整體社會風潮以及社群影響力，
因此如何將節目結合品牌深入觀眾生活，並且善用資訊效果來增加收視率
來創造風潮便是節目成敗之關鍵。
《Who Wants to be a Millionaire 》節目除了透過節目創意內容在短短
10 年間便將版式授權至全球 108 個地區之外523，其亦是迄今最成功結合品

政 治 大

牌意識和商標使用的實例。《Who Wants to be a Millionaire》的製作公司認

立

為其背後所品牌價值除了存在於節目的內容創意外，尚及於開場詞、主持

‧ 國

學

風格、燈光使用、拍攝角度等，均具備品質以及特色524。縱使該節目在各
個國家間有不同的名稱，但是都使用相同的標識來建立識別性525。並在成

y

Nat

整體收益。

‧

功建立起品牌後將其延伸到其他相關 140 個週邊商品，占製作團隊 40%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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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英國知名選唱節目《The Idols》更品牌化節目當中所有的關鍵元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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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如標識、音樂、開場白以及節目順序，並延續品牌優勢而利用銷售規劃

i
n
U

v

授權至其他諸如遊戲、衣服、香水甚至是汽車等多項產品526。該節目之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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蘭版本成為荷蘭史上觀眾評價最高的電視節目，並被授權至全球 40 餘國。
美國版本更成為境內收視率最高之節目。
一旦品牌被成功地被建立後，不但可以吸引他國公司的爭相授權更可
以提升原始製作團隊的議價能立及空間。跨國間的品牌合作不但可以幫助
監督及維持原始節目的品質，還可有效的防止抄襲或是相似節目間的同質
性。 最後，一個成功的品牌尚得以尋求商標法來予以保護。在諸多的版
式侵權案例中，商品淡化以及混淆誤認均是版式持有者所主張的權利之一，

522

Bechtold, surpa note22 , at 482.
Chalaby, surpa note20 , at 299.
524 Id.
525 Id.
526 Kretschmer & Singh, surpa note 105, at 38-39.
5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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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是法院在不願意認定著作權侵害下可能同意的救濟管道。

肆、利益衡量
承本文第二章及第三章所述，電視節目版式在其定義範圍過廣、需待
真人實際演出的特性，在著作性的認定上，難以突破著作權法下思想與表
達區分原則的限制。此外，考量電視節目版式仍需待真人為實際之呈現，
在司法爭訟實務上，也通常難被認定具備實質近似。此外，承第三章第四
節所述之其他法律如契約法、商標法、營業秘密法以及營業秘密法，亦僅

政 治 大

得於特定情況下始能提供保護之效，實際效果不顯著。因此，在節目版式

立

產業當中，假設有出現抄襲的情況，主張版式所有人通常都會因為法院不

‧ 國

學

太願意給予保護的態度並且考量訴訟的曠日費時程序。此外，因為電視節
目具備趨勢性的風潮特性，縱使在爭訟最後取得勝訴判決，也恐怕因為該

‧

節目內容創意已經逐漸退出流行而不具實際效益，因此通常均會以和解收
場，或是仰賴 FRAPA 下的公開調解及紛爭仲裁制度為解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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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電視節目版式產業中亦會如同刺青產業出現打地鼠效果效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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鑑於電視節目的經濟價值存在於節目背後的創意概念及架構設計，依此在

i
n
U

v

其具備不可排他性、使用不衝突性以及流動性等特性下，一旦電視節目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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開播出後，他人似得藉由單純觀看而得援用相類似概念或是抄襲版式架構
來製作出高度相似的節目。因此，假設某一原創團隊欲針對後續仿效的抄
襲者為侵權之主張時，將會因為產業供給面的樂隊花車效應，導致抄襲者
眾多，對單一侵權人提起訴訟不具備實益。
重要的是，基於產業下仰賴風潮之建立，因此產業下普遍會容忍後續
相仿的節目出現。因為相同類型的電視節目大量出現在將會成為推波節目
類型風潮的助力。然而，縱使風潮特性讓產業內部會適度地容許抄襲來追
求流行的，製作團隊仍會藉由其他的商業方法或策略手段，如提升關鍵技
術、提製作成本、發展特殊素材來增強其競爭力及識別性，提高他人模仿
的難度和成本。
舉例而言，公司可能會增加版式上設計的複雜程度、提升相關技術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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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準，更有公司開始嘗試在製作技術或元素上如同專利組合般，嘗試建構
電視版式組合。期望公司可以掌握關鍵製作技術而取得市場上的優勢地位，
並可以藉由停止合作來對抗未來可能的抄襲者或是市場上的競爭者527。更
甚者，國際上較具規模性的大公司更會嘗試進行產業下的垂直整合，除了
可以降低製作以及交易程序上的成本，更可以壓縮其他競爭對手的生存空
間。
除了在技術上的突破之外，電視公司亦多藉由商業上的策略來抬升競
爭優勢，吸引他製作團隊以授權購買正版版式，取代模仿抄襲。如同國際
電視媒體公司 Fremantlemedia 公司的副執行總裁所言：「版式產業下的互

政 治 大

動和是否有受到法律的保護沒有太大的關聯，我們之所以會購買其他人成

立

功節目的理由很簡單，那便只是基於我們想知道節目背後到底藏了什麼法

‧ 國

學

寶來吸引觀眾，只要掌握該關鍵元素，我們也可以在自己國家製作出相同
或是更成功的節目528。」

‧

此外，產業下亦多利用企業對企業的經營形態，販賣電視節目版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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承第二章第二節所介紹之版式聖經以及聯合開發制度。就原創者的角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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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種機制有監督和維持品牌價值的功能，更可以從與當地團隊的合作過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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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習知當地的市場特色及需求。另於授買方之角度，除了可以習之原創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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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團隊在節目背後的關鍵知識以及技術操作外，更可以延續授權團隊已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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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立起的品牌效果及風潮，更可以規避抄襲行為恐產生的訴訟風險以及名
聲效果。又在此種交易契約及合作制度下，雙方均可以藉由契約法上的保
密條款來主張債務不履行或是不完全給付來拘束彼此之行為，具保障實益
529

。
最後，縱使電視節目版式整體而言，難以被肯認為著作權法下的保護

客體，然而既有的法律制度仍在產業當中扮演一定程度的保護角色。承第
527

Bechtold, surpa note 22, at 483.

528

“What drives the format industry is not what is legally protectable or the rights-it is traced
back to what is the initial impulse for a television commissioning editor or buyer someone else’s
TV formats-because that impulse is as simple as ‘ since it worked over there therefore it has a
fairly decent chance that it is going to work here as well. It must be some chemistry in the show
that' works with the audience’.“ Kretschmer & Singh, supra note105 ,at 26.
529 MORAN AND MALBON, surpa note 11, at 6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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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章第一節針對版式著作性的討論，電視節目版式通常都是由許多個別元
素加以組成，而當中的個別元素通常只要符合著作權法下的創作要件，亦
將受到著作權法所保護，如個別仍立音樂著作、美術著作、文字著作或是
語文著作不等。

伍、循環風潮
承第二章第二節所討論，電視節目本質上為一經驗性商品，因此消費
者通常受到其他人過去的使用經驗影響，進而產生從眾心裡以及羊群效應。

政 治 大

因為選擇跟從群體的決定除了可以幫助減少行為決策上的時間成本，降低

立

選擇錯誤之風險外，選擇觀看他人大眾所觀賞的節目，更可以幫助個人融

‧ 國

學

入群體，建立歸屬感。同時，基於節目供給面上的資訊不確定性，節目版
式製作團隊通常都會參考市場上其他競爭者的行為來作決定。因此導致節

‧

目供給面上亦出現樂隊花車效應及羊群效應。

在兩相互動之下，特定類型或特殊主題的節目將會於短時間內大量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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現。相似於時尚產業下，仿製品有時候會有推波助瀾的效果，幫助設計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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集結出一股驅動時尚的風潮530。電視節目版式產業內部亦會適度地容許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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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的創意概念和類型模式被模仿以及抄襲，藉以引領市場上的流行和風潮
的建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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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之所以稱其為「風潮」即在於此種流行具備時效性和階段性。原因
在於，長期下來，觀眾通常都會對於特定類型的節目感到厭倦。此外，
基於資訊的不確定性，產業下各製作團隊的創新能力相當，難有高低之分
因此，在脫離競爭者效應以及市場先進優勢等策略考量下，將會促使市場
上出現新的誘因以及競爭壓力來促使各內部成員為創作，並且藉由階段的
循環風潮來減弱產業下因為抄襲行為所產生的不利益。
然當今隨著產業的發展，電視節目公司通常多會藉由版式聖經以及聯
合開發制度取代仿效抄襲來共同營造風潮。除了因為產業規範及文化慣例
等潛規則之外，電視公司間亦投注於技術的精進、成本的提升、跨國市場
530

林利芝，前揭註 462，頁 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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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進入、品牌的建立均是提高抄襲成本，讓選擇購買或是授權節目版式的
效益將高過單純抄襲所能得之利益。

陸、累積創新
在推出一個新的電視節目過程當中，「創新」是電視節目的製作指標，
可以區分成為幾個步驟，分別為：觀察、體驗、思考、選擇、組合、表現
531

。在針對電視節目設計研究發現，節目的構想（idea）是創作節目的根

本，並且通常藉由靈感、聯想、模仿及創造而來532。

政 治 大

靈感被視為創作的來源，在電視創作的領域中，靈感必須豐富的嘗試

立

和不斷的努力來取得。其方式可能包括產業當中的資料組合及運用、分析

‧ 國

學

研究產業下成功失敗節目的關鍵因素，並且將相類節目進行比較，找出其
相同或相異之處533。而聯想則涉及具體物項所經驗的一種意識境界，並且

‧

加以創新。簡言之，便是根據觀察及體驗的經驗來加以發揮534。通常而言，
聯想及靈感涉及想像力的發揮，不但是電視創作的泉源也是人類文明進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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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引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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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靈感及聯想外，「模仿」也是節目產業中非常重要及便捷的構思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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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須先敘明，本文於此討論的模仿並非是單純的抄襲，反之，則是一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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需要涵蓋消化、吸收及再發揮的能耐，並且和欣賞、選擇、判斷的能力有
緊密的關聯性535。
觀看當今的電視節目，不乏可以發現許多相類似的節目，縱使其沒有
明顯抄襲的痕跡，但是卻是援用相同的創意或是概念所製作的模仿節目。
模仿的元素可能源自於國內外。如果取材自國內易失新鮮感，且將有明顯
之比較; 然若模仿自國外，則因為節目的構想並無版權，所以只要名稱不
相同，觀眾尚有興趣，則任何製作團隊都可以製作同一類型節目。

531

謝章富，前揭註 9，頁 43。
同前註。
533
同前註。
534
同前註。
535
同前註，頁 52。
5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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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如我國早期的《紅白勝利》、《台灣紅不讓》均源自於日本朝日電視
台所製作的《火焰挑戰者》536，現今的《超級星光大道》概念和早年之
《五燈獎》和《美國偶像 American Idol》相同。然而不可否認地，如果只
是單純地移植節目的內容至國內卻忽略各國民俗國情及社會大眾習性，則
不一定能複製成功經驗。因此，在版式產業下，盲目地模仿並非常見，成
功地關鍵在於如何適應國內市場的生活習性，創造出符合當地需求之節目。
此外承前所述，縱使不同類型、不同內容或是不同演出者所表達出來
的電視節目間將會大相徑庭。然而，通常可以發現當中有許多的元素均為

政 治 大

環環相扣並且重複出現。而隨著版式製作下的循環風潮將會幫助這些元素
重複被使用，因此不應該被少數人所壟斷或限制。

立

靈感的啟發、聯想的導引或是經由模仿而為更多形式上的創新突破均

‧ 國

學

是電視節目創作的來源。產業中每一項創作都是奠基在他人之先前創作上，
而未來亦都將成為他人創作之基礎。電視節目版式產業的市場樂見此種借

‧

用行為，與著作權法誘因理論下對於剽竊、侵權行為採取強硬態度的形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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形成強烈對比。累積創新的結果促進創意發展，文化進步，乃為著作權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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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欲達成之目標。

5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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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沛宸，前揭註 295，頁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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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5：電視節目版式產業產業內部機制
產業機制

內涵

制約效果

產業規範/君子協議
社會規範

名聲效果/減少合作

強/強
產業制裁

強/強

產業商展/正版意識建立

弱/中/強

市場先進優勢/節目國際化

強/強

政 治 大
商標權/設計

品牌創新/品牌擴張週邊產品

立品牌形象/風格建立
節目販售刺激需求

中/強
中/強
低/中/強
中/強

節目聯合開發制度

強

er

io

保密契約/後
契約義務

sit

Nat

y

‧

元素創新/技術提升

著作

學

‧ 國

商業策略

製作階段

保護強度

n

a 版式聖經/關鍵技術
低/中/強
iv
l C
n
hengchi U
資料來源：本研究參考 Sukhpreet Sigh, Observations from TV format rights
disputes database, Exploitation of Television Formats, (2009), available at:
http://tvformats.bournemouth.ac.uk/Downloads/TVFormatRightsDisputesO
bservations%28c%29SukhpreetSingh1.pdf. (last visited: 2015/6/15.)製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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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節 小結
「當今的法律已經提供足夠的保護，更多的保護將會對產業產生不
利的影響537」
-

BBC538
-

壹、電視節目版式之產業機制
電視節目版式在其涵蓋範圍過廣、難以清楚定義以及需待演員嗣後具

政 治 大
概念而不具著作適格性; 又或因為仰賴演員之真實演出，所以在著作權侵
立
權認定上亦難成立實質近似。又考量電視節目版式原則上具備流通性、不
體呈現等特性下，導致其在著作權法的適用上容易被認定為抽象之思想或

‧ 國

學

可排他性、複製及流通成本低的特性，將會導致市場上搭便車現象頻現，
市場上願意支付對價取得授權或是購買版式的人數減少，進而導致產業內

‧

創新誘因降低，產業逐漸沒落。 然不全然，電視節目版式的內部機制和

sit

y

Nat

產業特性讓產業呈現穩定的平衡，在有效地防止抄襲，提供創新誘因下，

io

er

更適當地保留元素容予抄襲，為風潮營造及累積創新。

在社會規範面下，版式為一以人為本之產業，各團隊公司間彼此競爭

n

al

Ch

i
n
U

v

又合作，因此產業內的文化規範、交易慣例扮演非常重要的角色。產業內

engchi

部每個月舉辦的商業展覽除了提供交流機會外，更是文化和規範傳承的平
台。因此」，一旦違反眾人所遵循之淺規則時，市場上之他人將會快速知
悉，連帶導致名聲效果以及排擠效應非常顯著。抄襲者除了可能被冠上抄
襲頭銜，更可能喪失未來相關的合作機會。另外，縱使沒有法律強硬的公
權力手段，產業內部的中介組織，例版式認證暨保護協會以及國際版式律
師協會等，亦扮演著聯絡文化、紛爭解決以及促進交易等角色。所制定和
設計的制度亦屬成熟，幫助維繫產業內部穩定。

537

“The current laws provide adequate protection and that a more prescriptive approach will
create difficulties. ” Kretschmer & Singh, supra note 105,at 18.
538
BBC, http://www.bbc-asia.com/ (last visited: 2015/6/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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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社會規範面之外，各公司亦順應著產業特性發展出不同的商業策略。
市場先進優勢是更是全球化下，刺激各製作團隊創新的動力。公司間致力
於將節目融入異國元素來吸引全球觀眾外，更會與各地公司合作來共為創
作出符合當地風土民情的節目來率先進入各地區市場。取得市場先機下，
幫助建立正版意識和培養觀眾忠誠度。此外，基於產業呈現階段性風潮的
特性，逃離競爭效果亦會促使各公司間加速創新，人人都想成為風潮建立
的領頭羊。
另外，基於智慧投入的版式難以藉由法律來保障經濟上的利益，各公

政 治 大

司通常會將節目結合品牌，並且藉由商品化的行銷策略，從週邊商品、影
音影帶等商品授權來快速回收經濟收益。在品牌成功被建立後，除了可以

立

幫助維護品質、產生嚇阻抄襲、增加交易上的議價能力，更可以藉由商標

‧ 國

學

法保護品牌，間接地達到保障節目版式之目的。

基於電視節目為經驗性商品，並隨著資訊外部效果以及網路效應，在

‧

電視節目的觀賞需求面上呈現羊群效應; 又節目的製作和設計上因為資訊

y

Nat

的不確定性導致競爭者間均會參考過往經驗和他人之行為策略參考。因此，

io

sit

在版式設計的供給面上亦出現樂隊花車效應和從眾心裏。在兩相互動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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短時間內相類似概念的節目將在市場上大量出現，形成風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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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產業高度仰賴風潮的建立下，內部普遍都會容任他人一定程度的模

Ch

engchi

仿和抄襲，使得共同引領產業上的風潮。然同時間又藉由提升技術、增加
製作成本、發展特殊元素、垂直整合等手段來保持競爭優勢，打壓競爭者
的生存空間。並且多嘗試以企業對企業的方式授權版式聖經，並且推崇聯
合開發制度，藉以吸引他製作公司為授權，取代仿效抄襲。而市場上抄襲
所恐生的不利益，亦將隨著循環風潮的時間限制下受到減弱。
最後，產業內部元素的重複使用以及累積創新之重視，產業市場下的
借用行為亦屬常見。除了因為循環風潮下所將重複出現的元素不應受到少
數所掌控或限制，更是因為產業中每一項創作的累積亦都將成為未來創新
的基礎，幫助產業發展與進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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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電視節目版式之負領域特性
智慧財產負領域係指：「未有受到智慧財產權的明顯廣泛保護，但是
創新以及發明卻仍十分興盛的領域539。」而此概念並非否定傳統誘因理論
之存在目的為維繫知識經濟市場的運作，確保創作者的投入會有回報並且
提供創新誘因。反之，則是主張動態的產業乃由法律、社會規範以及商業
經濟所共組而成。因此，縱使法律手段的效果不明顯時，產業內部仍會依
照特性發展出維繫產業運作的機制和手段。
電視節目版式產業並非為一個法律真空，完全不受到法律保護的領域。

政 治 大

反之，應該是一個受到有限度保護的產業。版式本身在具備相當程度的具

立

體性及確定性時，亦有可能受到著作權法保護。此外，隨著國際間，甚至

‧ 國

學

各國間的寬鬆標準不同，更不可一概而論。另外，商標法、營業秘密法、
契約義務、公平交易法等，亦可能在個案中提供一定程度的衡平作用。

‧

節目版式產業特別之處在於，有限的法律與非法律的互動，共同建制
出產業內部平衡抄襲、提供創新誘因，促進產業繁盛，並且幫助累積創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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抄襲所生的負面效果將會因為流行趨勢的循環而被削弱，產業之間適當地

n

al

er

io

保留抄襲及模仿空間可以促進產業更加繁盛，並倚賴並發展出特別的商業
策略來攫取經濟上之效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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鑑於智慧財產權本身即為公益色彩濃厚的財產權以及法律的最後手段
性，著作權法似不應過度擴張，否則有恐破壞既已維持的平衡，並且不利
於社會之累積創新。惟不可否認地，隨著版式市場擴大、跨國互動頻繁、
產業人數增加等因素，產業現存的內部機制是否足夠仍屬未知，留待下一
章為討論及建議。

539

“Areas in which creation and innovation thrice without significant protection form intellectual
property law.” Rosenblatt, surpa note407, at 3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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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 結語
第一節 研究結論
本研究係在探討電視節目版式在持續發展下，其與智慧財產權，尤其
是著作權之互動。並從法律以及商業思維重新審視擴大節目版式保護之必
要性，提供不同之思維與見解，期能對於後續立法以及研究有所助益。
本節將研究結論整合為三大主題：節目版式與著作權法之關係、節目
版式於我國著作權法之啟示以及節目版式擴大保護之必要。

政 治 大
壹、節目版式與著作權法之關係
立
在過往關於電視節目版式的抄襲案件中，著作權法下之思想與表達區

‧ 國

學

分原則乃為爭訟重心。原因除了在於節目版式一詞在其涵蓋範圍過廣、難
以清楚定義以及需待演員真實呈現等特質，導致其在通常會被認定為抽象

‧

之思想而不具備創作適格性。此外，基於電視節目版式通常均由許多獨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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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元素為結合組成，此外只要是不同的參與人員，所呈現出來的次序事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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個性背景以及氛圍風格等均會大相逕庭。因此，只要版式之間未有全部元
素的抄襲使用時，在一般理性大眾的認知下將難有成立實質近似的可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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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於節目版式的著作權保障實屬一大障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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雖曾有論者主張以編輯著作提供保護，然而本文參諸過往著作實務上
否認單純的連結行為具備編輯原創性的認定下，認為既然電視節目版式之
元素之組合行為非如傳統的編輯著作重視其物理結構性質而為視覺所可以
感知，亦非如資料庫重視內部邏輯架構或體系結構的編排設計540。電視節
目版式之設計者在資料元素的選擇或編排上，恐被認為儘是單純的元素之
連結和組合行為。因此尚難認定版式之設計足以彰顯著作人獨特之精神內
涵，不符合編輯著作所要求之選擇或編排上的創作性。此外，縱使藉由編
輯著作之主張亦未有解決實質近似上的困難，恐不具備實益。

540

黃銘傑，前揭註 180，頁 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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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節目版式於我國著作權法之啟示
臺灣臺北地方法院 99 年度字第 77 號刑事判決乃我國司法實務上迄今
唯一針對電視節目版式抄襲提起之爭訟案件。雖然該案本案是否提交上訴
法院為審理尚未明朗，惟地方法院之判決尚有些許可議之處。除了因為法
院忽略我國著作權法對於著作類型係採取開放性的例示規定，而未有單獨
針對版式的著作性為探討外。假設該版式在經過具體記載進行方式、遊戲
規則、節目主持題目、布景燈光使用等細部元素後，若經過記錄而具備創
作性，且足以彰顯著作人獨特之人格特性後，則似未有完全不可能取得著

政 治 大
本文肯認法院考量版式的抽象性，若首開予以版式之保護恐怕會因為
立

作權保護之理。

‧ 國

學

版式的抽象和不確定性，侵害大眾權益並且恐增更多法律爭議。然而，若
版式在著作權爭訟時，法院實需於詳加就著作權成立要件為審核及判斷並

‧

且敘明理由，否則恐有犧牲權利人權益之疑義。

此外，於我國著作權法乃採取民事及刑事併行制度，在著作權侵害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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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a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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件中，法院對於民、刑事責任成立與否的認定幾乎完全一致。然而考量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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罰權所被要求成立的心證程度亦應同較高，司法機關為了避免以刑逼民的

al

情況，通常最後都會做出免刑或是無罪之判決5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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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電視產業當中，版式之抄襲通常都不會是完全相同地重製，後續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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仿者通常會有內部元素上的變更、融入新增元素等變更外部形態之行為。
更非如同傳統認知下對於複製行為所代表之低成本、零投入的重製行為，
節目版式的再創作行為有時甚至會比原創版式的製作成本更加高昂。既然
在著作權法下重製權與改作權的侵害已異其處罰，實有必要區分究竟為重
製的成分居多抑或改作的部分居多再為近似之判斷。
且基於節目版式產業高度仰賴內部風潮之建立及內部元素的循環使用
及累積創新。因此，產業內部亦容許一定程度的模仿抄襲行為。在我國著
作權法仍然採取民事及刑事的法律制度下，若太過輕易地認定版式間的侵
害行為，除了恐因為製作版式的業者大多具備一定之商業規模，亦多以銷
541

章忠信，前揭註 351，頁 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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售及營利為其目標需求。若輕易地肯認版式之著作性恐將致生更多法律爭
議及執行問題，更有可能會破壞產業的內部機制，扼殺產業創新能力。

參、節目版式之擴大保護必要
電視節目產業在觀賞以及製作上均因為資訊的不確定性而呈現高度的
從眾效應，導致產業內部彼此間模仿行為顯著，並進而導致產業下產生節
目類型化的風潮，此風潮並將隨著觀賞倦怠、先進者優勢以及脫離競爭者
壓力而具備時效階段性。此種階段性的風潮可以幫助削弱抄襲所生的負面

政 治 大

效果，並且幫助產業內部適度地保留模仿空間，促使產業更加繁盛，幫助
元素累積創新。

立

基於動態的產業乃由法律制度、社會規範以及商業經濟所共同建制而

‧ 國

學

成，因此電視節目版式產業並非一個法律真空，完全不受到保護的領域。
反之，則是一個受到有限度的保護的產業。在法律提供有限的保障下，產

‧

業成員在利益衡量後，許多人會放棄尋求法律上的救濟，而轉而將價值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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轉至其他面向來，如建立品牌、提升技術、擴增規模或是垂直整合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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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產業發展過程中所共同培養之文化規範，例如誠信原則以及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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子協議的拘束效力有時後甚至會比法律更具制裁效果。產業間的產業組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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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及紛爭解決機制亦提供更具彈性的管道。產業內部在仰賴風潮建立以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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累積創新下，法律與非法律的互動之下共同衡平產業內部的抄襲現象、保
障創作人利益、提供創新誘因，並且促進版式產業繁盛。

第二節 對後續研究之建議
承本文第一章在研究限制所述，本文在文獻選擇、版式名詞定義以及
產業範圍的限制下提供之見解難具代表性，僅係嘗試在傳統著作權法依循
之誘因理論下，提供擴大版式必要性的反思以及借鏡。
本研究認為既然科技會持續不斷地進步並且變化，著作權產業會一直
呈現出一個受到威脅的態勢，然而，既然著作權法乃在調和著作權人權益
以及社會公共利益，來加以鼓勵創作、累積知識，並進而促進國家文化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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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 結語

展。如何適當限制電視節目版式受著作權法保護的範圍，在保護創作人的
權利之餘，同時防免公共領域的不當限縮，避免阻礙後續他著作人之再利
用。
假設吾人尚難得知藉由更強的保護方式是否能幫住產業發展出更具質
量的創作、提供更多創新誘因抑或鼓勵更多後續創作時，則似可重新審酌
擴張法律保護之必要性。當今法院間，憑藉其主觀選擇及認定優勢，來防
免擴大版式保護恐對於產業可能產生的負面疑慮，尚屬合於情理。
惟，隨著版式交易市場的擴張，產業參與者人數增加，加上交易形態的複
雜化。過往產業所依循的文化規範以及產業機制是否仍能持續提供相當效

政 治 大

果尚屬未知，縱上所述，本研究認為值得後續探討之方向有二。

立

首先，本研究強調節目版式產業下的流行風潮特性乃是產業得以在低

‧ 國

學

智慧財產保護下，衡平原創者與抄襲者利益之重要關鍵，然而此種風潮特
性並非適用於其他產業。此外，未來著作權法之立法方向上是否得有可能

‧

依照產業特性、參與者策略而有不同程度之著保護，以更具彈性和多樣的
方式提供保護，藉以面對科技發展下未知的挑戰，值得後續探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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