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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雖然刑罰已經是保護著作權的主要工具，然而刑事處罰的主要

的對象向來只是那些從侵權行為獲利的商業盜版者，非營利性之個

人使用行為被排除在侵權與犯罪領域之外。因此，為個人使用而重

製著作並不侵害著作權人之重製權。最近以來，個人使用開始面臨

刑事處罰之威脅。本文所要研究的是數位時代下個人使用行為是否

合法，以及是否應該被處以刑罰的問題，並藉此機會對宣告出於非

營利目的而重製音樂檔案之Kuro網站會員有罪的台北地方法院判決

進行評釋。 
為了研究個人使用之刑罰問題，有必要探究著作權法上個人使

用問題的過去歷史與近期發展。本文第二部分即討論著作權法上個

人使用概念的演進歷史，以及比較分析個人使用與合理使用概念。

本文第三部分則在思考建立符合數位時代需要的個人使用規範，並

建議將個人使用概念由重製延伸至散布與改作著作。本文第四部分

從刑法理論探討個人使用之刑事不法性。本文第五部分建議對具有

刑事不法性之個人使用行為進行罪責減免。而在結論中，本文提出

對以刑法來規範個人使用行為的質疑。 

 
關鍵詞：私人重製、個人使用、合理使用、減免罪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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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前 言 

向來各國著作權法針對著作權侵權行為即設有刑罰規定，但大

多只是以商業性盜版追訴對象。近來，受惠於網路普及之便的個人

開始擁有過去由少數人所掌握的重製工具，為個人使用而重製他人

著作的行為也開始成為著作權法上關注的焦點。美國國會藉由一九

九七年的修法1將個人非營利性使用行為納入刑事處罰範圍。二○

○五年台北地方法院判決經營P2P網路傳輸服務的Kuro網站與一位

下載MP3音樂檔案供自己娛樂之用之會員成立著作權法第九十一條

第一項擅自重製罪之共同正犯。此會員被處以四個月有期徒刑，並

宣告三年緩刑2。這樣的發展令人感到憂慮。一旦刑罰成為著作權

法對抗個人使用行為的工具，刑法處罰的對象即可能從違犯嚴重犯

行之窮凶極惡之徒轉向從事一般日常生活活動的人民。雖然Kuro網
站已經與該案告訴人國際唱片業交流基金會達成和解3，但此項判

決仍是研究數位時代個人使用刑罰問題的最佳實例。 

                                                   
1 1997年美國國會通過電子竊盜防制法（No Electronic Theft Act）在原先的美國

聯邦法典第17編第506條第(a)項第款中增設了不以營利意圖為要件的刑事著

作權侵權類型：「蓄意在一百八十天期間內，以電子方式或其他方式，對一項

以上著作，重製與散布該著作一份以上數量的盜版品或盜錄品，總值超過美金

一千元者。」符合此最低門檻規定之後，美國法典第18編第2319條與第3571
條，再依據盜版品與盜錄品份數與其總值分為重罪與輕罪，以及個人、法人、

累犯等各種情形規定刑罰。對非累犯的個人所犯之輕罪的處罰是一年以下有期

徒刑，或科或併科二萬五千美元以下罰金。非累犯個人所犯之重罪的處罰是三

年以下有期徒刑，或科或併科二十五萬美元以下罰金。至於累犯個人所犯之重

罪的處罰是六年以下有期徒刑，科或併科二十五萬美元以下罰金。 
2 參台北地方法院92年訴字2146號裁判。為了便於說明起見，在本文將分別情形

使用Kuro案、Kuro案第一審判決或Kuro案第一審法院。 
3 邵瓊慧，線上音樂大和解，中國時報，2006年9月20日，http://news.chinatimes. 
 com/Chinatimes/newslist/newslist-content/0,3546,110514+112006092000321,00.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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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uro案第一審判決在適用著作權法擅自重製罪上有幾項必須

深入討論的問題。首先，理論上，在成立著作權法上擅自重製罪之

前，必須先證明成立著作權侵權。Kuro案第一審法院並沒有注意到

著作權法上個人使用與著作權侵權的關係。雖然提及了著作權法第

五十一條關於個人使用的規定，但在指出會員的重製行為是「供個

人娛樂之非營利使用」後，立即進入合理使用的檢討。此種推論過

程似乎是基於個人使用是一種合理使用之認知，並遵守現行著作權

法第六十五條第二項「著作之利用是否合於第四十四條至第六十三

條規定，應審酌一切情狀，尤應注意下列事項，以為判斷之基準」

之思考取向。然而，個人使用是否是一種合理使用？個人使用與合

理使用之關係也涉及了著作權法上被經常探討如何適用著作權法第

五十一條與第六十五條第二項的問題。其次，當Kuro案第一審法院

認定Kuro網站使用者之使用行為不成立著作權法第六十五條第二項

合理使用後，似乎已經傾向於認為網站使用者的重製行為成立著作

權法第九十一條第一項擅自重製罪。這樣適用過程是否忽略了民事

不法與刑事不法的區別，以及，刑法的最後手段性。如果可以使用

民事手段，如，管制性質的法定授權與補償金制度，或損害賠償，

並不需要以刑罰來規範個人使用。最後，Kuro案第一審法院除了審

酌Kuro網站使用者所提出不法意識欠缺之主張外，並沒有在罪責上

作進一步的罪責減免。只有在量刑上考量，並給予緩刑宣告。Kuro
案第一審法院似乎沒有思考對Kuro網站使用者進行罪責減免的可能

性。 
基於以上的說明，本文計畫探究的是著作權法上個人使用、合

理使用與著作權法第五十一條與第六十五條第二項之規範功能。其

次，以著作權法第六十五條第二項合理使用之判斷基準來審查個人

使用是否適當？再者，如何完善個人使用之相關規範。此外，著作

權侵權行為之民事不法性與刑事不法性界限為何？對於已具備刑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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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法性之個人使用行為是否能減免罪責？最後，在結論中也會探討

對個人使用執行刑罰的問題。 

貳、著作權法上之個人使用 

自著作權法發展而言，個人使用與合理使用應是不同的概念。

個人使用與合理使用都是指未經著作權人同意或授權而使用他人著

作。通過合理使用檢驗的使用他人著作是合法使用。但個人使用是

否合法卻是經常被討論。下文將先說明個人使用問題起源，次介紹

相關國際規範，再探討我國著作權法第五十一條個人使用與第六十

五條第二項合理使用之關係。 

一、個人使用問題 

人類使用著作的型態與重製著作的技術密切相關。最早期，個

人為了自己閱讀或與家人、朋友分享他人著作，如果沒有持有著作

之重製物，就只能以紙筆抄寫他人著作而製作另一份著作重製物。

影印機發明後，個人使用著作的能力逐漸增強。舉例而言，在報紙

上看了一篇文章後，可用影印機影印著作來分送親朋好友欣賞，或

者，從朋友或同事處借書，為了日後閱讀或研究而影印存檔。此種

零星的重製著作行為對著作權人的影響是較不顯著。著作權人儘管

不情願，但仍可忍受個人所為的重製，還不至於興訟。在此時期，

社會普遍的共識也是足以侵害著作權人市場之大規模重製，才是侵

權或犯罪。個人之重製行為不應該是侵權，更不是犯罪。  
自從錄音機、錄影機成為個人生活中之消費性產品後，人們開

始擁有改變聆聽與觀賞廣播或電視節目之時間與空間上的自由。例

如，為了轉換觀賞時間而使用錄影帶錄製廣播節目或電視節目，或

者，為了能在汽車音響或個人用的卡式錄音機上播放，而將唱片轉

−235−



6 政大法學評論                                   

 

第九十八期 

錄到錄音帶。又出於經濟上因素，個人也習慣於由朋友處、錄影帶

出租店或圖書館借得的卡式錄音帶與錄影帶於歸還前重製一份備

份，供自己未來使用。於是，著作權法開始面對家庭錄音與錄影是

否成立侵權的問題。 
類比式錄音與錄影之後發展的是電腦。檔案數位重製與壓縮技

術問世後，個人使用電腦、光碟燒錄器得以將合法購買的CD轉到

個人MP3與IPods隨身聽。經由此所製作數位聲音、影像檔案之品

質幾乎與原作一樣完美。此外，個人也可利用個人電腦設備將自己

所喜愛的歌曲編輯成專輯，以供自己欣賞。接下來，個人重製對象

也及於電腦遊戲等供個人娛樂之軟體。此外，個人也經常為了工作

需要重製公司所購買電腦軟體之備份或重製一份以便在家使用。 
進入網路時代後，無數的電腦連結起來，個人也不需要特別設

備或技術訓練，即可輕易的取用在網際網路中流通的各種數位檔

案。著作權人也跟著網路科技飛躍進步的腳步，將著作數位化並送

上網路，使得個人可使用的資訊量增加。此時，著作權人開始關切

網路上個人零星重製或散布所形成累積效果對著作權人市場的威

脅，個人使用界線問題又開始浮現。又拜科技之賜，監控能力增強

調查個人侵權情形，對個人所進行的訴訟開始增加4。特別是，點

對點檔案分享技術被開發後，除了提供此類服務的網站經營者之

外，經由分享途徑而擁有大量檔案的使用者也成為著作權人起訴對

象。這樣的發展使得著作權與社會大眾之個人使用間的衝突更形尖

銳，個人使用的問題也越來越受到重視。 

                                                   
4 Niva Elkin-Koren, Cyberlaw and Social Change: A Democratic Approach to Copy-

right Law in Cyberspace, 14 CARDOZO ARTS & ENT. L.J. 215,285 (19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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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個人使用性質 

著作權法上之「個人使用」（personal use）一詞5是指個人非

營利性之私生活使用他人著作。除了為自己私生活之學習、研究與

娛樂之目的而使用他人著作，也包括與家人、同事或朋友分享此著

作，但不包括與公眾分享6。原則上，使用他人著作方式，不但可

以包括閱讀、聆聽與觀賞的單純取用他人著作，也可包括重製、散

布，甚至改作他人著作。著作權法上個人使用問題是源自未得著作

權人同意或授權而重製他人受著作權保護之著作。此種使用是否合

法一直受到討論。假設只是單純的閱讀從圖書館借來的書，或在浴

室演唱暢銷歌曲，並沒有製作著作重製物，個人使用是否合法的問

題並不會發生。因此，一般探討的個人使用他人著作，最主要的型

態是重製他人著作行為。重製著作會產生一個新的著作重製物。從

這個著作重製物還可以製作另一個著作重製物。因此，個人使用問

題即是重製問題。接下來將就以下幾個面向來討論個人使用的性

質。 

                                                   
5 「個人使用」（personal use）、「私人使用」（private use）與「私人重製」

（private copying）是在著作權法相關文獻中經常被使用的相關概念。個人使

用是比較寬的概念，可指所有個人出於非營利意圖而使用他人受著作權法保護

著作的型態。私人重製所涵蓋的家庭錄音、錄影與影印只是個人使用之其中一

種型態。由於本文所討論的使用著作行為不限於重製行為，特別是，本文在

（參、二）向前規劃的個人使用規範中，建議將個人使用概念由重製，擴及於

散布與改作著作，以因應數位時代的發展。因此，本文選擇「個人使用」為主

要的用語。但如果所參考的原文資料是以「私人使用」或「私人重製」之用

語，本文也將符合原文的用法。 
6 See L. RAY PATTERSON AND STANLEY W. LINDBERG, THE NATURE OF COPYRIGHT: A 

LAW OF USER’S RIGHT, 1991, 193; Office of Technology Assessment, U.S. Con-
gress, Copyright＆Home Copying: Technology Challenges the Law 5 & Fn. 6 
(19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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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先，個人使用是指個人在私領域內重製著作。在此理解下，

「個人使用」也可稱為「私人使用」（private use）。家用錄音機

與錄影機問世後，私領域內使用著作的概念逐漸與家庭生活相結

合。社會大眾廣泛使用錄音與錄影設備對廣播或電視節目進行錄音

與錄影，以供個人或家庭使用（domestic use, home use），此即

「家庭錄製」（home taping, home copying）。由於對廣播或電視

節目進行錄音與錄影或錄音帶、錄影帶之重製與書本、雜誌等紙本

型態之複印性質上有所不同。為了區別，在一般用法上，前者以

「私人重製」（private copying）一詞表示，後者以「複印」

（reprography）一詞稱之7。但也有不區分兩者，概稱為「私的複

製」8。 
其次，個人使用是指為滿足私人生活之學習與娛樂而使用著

作。狹義的私人概念應是指擁有精神生活能從著作本身取得精神生

活滿足與充實之自然人。人不是孤獨的存在，會與周遭一些人有聯

繫，而形成私人生活圈。與自己最親近之親人與朋友分享文學、音

樂或美術等各種著作是私人精神生活的核心。進一步而言，基於分

享心情而將所製作之數份著作重製物交給周遭親近親朋好友，屬於

私生活之文化活動。再者，重製的目的並非在於將這些重製物對外

進行商業交易行為（例如，出租或販賣），以獲取經濟上利益，此

重製行為即不具有償性質。由於並非有意從所製作的重製物上獲取

對價，此類使用之性質是「非營利性」、「非商業性使用」。 
如果只是為了個人私生活之學習與娛樂之使用，無意對外進行

                                                   
7 GILLIAN DAVIES & MICHAELE E. HUNG, MUSIC AND VIDEO PRIVATE COPYING: AN 

INTERNATIONAL SURVEY OF THE PROBLEM AND THE LAW 1, 8 (1993). 
8 參蕭雄淋，著作物之私的複製與著作權之限制，收於氏著，著作權法研究，

頁35以下，1989年9月增訂再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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散布，所製作的重製物份數必然是有限；當有意從所製作的重製物

上獲取利益，數量必然是具有商業規模，而可能與著作權人發生競

爭關係，進而影響著作權人之市場利益。就此推論，個人使用是非

競爭性使用。 
接下來要討論的問題是，能主張個人使用的著作種類是否有限

制？有學者主張，具有功能性的著作由於不涉及知識的散布與促進

學習，例如，運作電腦的程式，或者建築圖，並不適合作為個人使

用的對象9。當然也不能否認有人是為了學習而重製電腦程式或建

築圖。如果屬於這種情形，應可屬個人使用。因此，關鍵之處仍在

個人使用是為了學習而使用。 
隨著各種著作以文學、音樂產品之地位進入市場，個人處於 

消費者地位更為明顯。因此，有學者稱為個人使用為「消費性使

用」10。私人消費性使用通常是消極性，不具有創造價值。所謂創

造價值是積極性方式使用他人著作，將他人著作轉變為新的著作。

再者，個人欣賞語文著作時，可以就著作的一部分進行重製，但對

音樂或視聽著作進行欣賞，儘管是出於非營利目的，必然要針對著

作內容進行全部重製。 
根據前述消費性使用概念，個人與著作的關係是商品消費關

係，因此，一般理解的個人私生活使用著作多是指購買合法著作重

製物之重製。不過，合法的來源不限於自己購買，也可以是由朋友

或圖書館所借得的合法著作重製物。因此，為個人使用之重製，其

重製來源必須是合法的，才符合個人使用的意義。重製盜版品應不

能主張個人使用。 
又廣義的私人概念則可以同時包含自然人與法人。不論營利性

                                                   
9 PATTERSON AND LINDBERG, supra note 6, at 194-195.  
10 Id. at 19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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組織（如，公司）或非營利性組織都與自然人一樣，必須以自己為

主體經營社會生活。但此處的社會生活不包括營利性組織的營利活

動。如果組織成員使用著作是為了營利事業之經營，此項使用即具

有商業性質11，無法成為個人使用。例如，企業內的某個工作小組

組長間為了完成公司某個研發計畫而重製數份科學期刊，並分送給

小組成員，這並非個人使用。但如果此小組成員間平日往來密切、

心靈相通，除了工作之外，也形成私人生活圈，基於經驗分享之私

領域生活需求12，而重製著作，應屬個人使用。 
再者，自表面字義而論，「個人使用」也有只供「自己使用」

的涵義。重製者與使用者是同一人，並無意將所重製的著作重製物

出賣或出租給他人，才能說是「自己使用」。在此定義下，個人使

用不包括重製著作後的散布著作重製物行為。通常的供「自己使

用」重製是為了轉換欣賞時間或欣賞地點之個人家庭私生活進行，

也可以是為個人學習、研究或者備份之目的而與個人職業或業務進

行有關之資料檔案蒐集13。 

                                                   
11 參American Geophysical Union v. Texaco, Inc案。本案的事實與爭點如下：在美

國地球物理聯合會下83個科技期刊出版社集體對Texaco公司起訴，主張該公司

所設立的圖書部門未經同意或授權而從他們的出版物中影印個別文章，侵害了

著作權。聯邦第二巡迴上訴法院認為，「個人所為的重製，很可能不成立侵

權」。本案例並不涉及個人為了自己研究目的或其他（並非為了轉售）目的而

重製。該公司之職員Chickering並不是在以教授或獨立科學家身分，為了獨立

研究目的而重製編制檔案。相反地，他是在營利機構任職的研究員，代表該機

構而從事研究。因此，就以本案來論，此項行為是從影印學術文章中獲得間接

經濟上利益。詳細內容，參見，American Geophysical Union v. Texaco, Inc.,60 
F.3d 913 (2d Cir. 1994). 

12 Fleshing, Rechtsmäßige private Vervielfältigung und gesetzliche Nutzungsgrenzen, 
GRUR 1993, 532. 

13 See Nicole B. Casarez, Deconstructing the Fair Use Doctrine: The Cost of Personal 
and Workplace Copying after American Geophysical Union v. Texaco. Inc.,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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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就使用著作的主體而論，供個人使用與供公眾使用是相

對性概念。供公眾使用之重製可能是營利性質、商業性質，也可能

是非營利性質或非商業性質，而有公共利益。舉例而言，圖書館基

於保存必要或供公眾使用而重製期刊中之學術論文，不具有營利與

商業性質。 
值得討論的問題是，個人使用一詞是否意味著必須限於使用者

本人親自重製？重製地點是否必須發生在私領域之個人家庭內？如

前文多次提及的，個人使用的核心概念在於私人生活滿足。因此，

是否成立個人使用之關鍵點在於使用的目的，而非重製過程中之方

法、機器與場所。據此以論，為個人使用而重製之機器不必嚴格限

於必須是家用影印機、錄音機或錄影機。家用個人電腦即使與網路

連線，仍可以作為為個人使用而重製的機器。此外，重製行為也可

以發生在公領域。舉例而言，教師或學生為自己個人研究目的之重

製發生在學校。或者，公司職員為自己休閒之用而使用辦公場所之

機器而為重製。再者，個人使用概念下的重製並不需要是由自己親

自重製，應可委託他人重製。只要被委託者本身是無償代為重   
製14。 

綜合前面幾點，個人使用與著作權法之關係如下：個人在私人

領域內使用著作之前，必須取得著作，而取得著作的主要方法是製

作一份著作重製物。因此，個人使用著作所涉及僅著作權人之重製

權，而不及於著作權中之具有公共性質之散布權、公開播送權、公

                                                                                                                        
FORDHAM INTELL. PROP. MEDIA & ENT. L.J. 641, 713 (1996).  

14 參德國著作權法第53條第1項規定：「只要不把著作之重製物用於直接或間接

之營利目的，或者，顯然不是為了製作違法重製物，本法允許自然人為私人使

用目的將著作複製到某些載體上。只要他人的複製行為是無償，或者在涉及將

著作以某種影印技術或者類似作用之工序複製到紙張或其他類似載體時，複製

者可以讓他人為自己進行複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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開演出權、公開上映權等。既然涉及私生活分享，除了有限度的重

製，不可避免的個人使用概念也涉及有限度的散布著作15。狹義個

人使用概念下，使用主體應僅限於自然人。廣義個人使用概念之使

用主體應可同時包含自然人與法人。至於營利性質法人之使用著作

應只與該法人日常領域生活有關，而不涉及為了事業經營之使用著

作。 
傳統上之個人使用與個人私生活有關。然而，進入網路時代以

來，網路的開放性打破了時間與空間限制，也重新界定了私領域與

公領域，個人使用的方式也隨之改變。如前文所述，傳統上之家庭

錄音與錄影幾乎是完全取代原作的重製，此種使用方式對著作權人

的影響並非不顯著。現今，日益成熟的數位重製技術已能使各類著

作以數位化格式儲存，完全取代性與大量性重製變得極為容易。過

去與朋友分享書本時，只要將書移轉出去即可，可以不涉及重製。

不過，在數位著作型態，與朋友分享數位著作的方法是複製一份。

數位時代下之個人使用不可避免與著作權人之重製權相衝突。 
儘管個人使用著作的方式因科技而改變，網路上的個人使用與

傳統上認知的個人使用方式離得愈來愈遠，但個人使用的性質與在

著作權法上定位應該不會改變。可以預見的是，將來著作權法所面

對的問題更為複雜。將著作之儲存格式轉換是否仍屬個人使用？例

如，將合法購得之CD轉檔為MP3儲存於個人電腦或光碟片。何種

重製數量才是與著作權人具有競爭性之商業規模？是否數量大就是

商業使用？最後，隨著知識與資訊經濟體制建立，著作成為最有價

值的產品，傳統上個人使用限制之為個人學習與娛樂之重製與為了

                                                   
15 See Geraldine Szott Moohr, The Crime of Copyright Infringement: An Inquiry 

Based on Morality, Harm, and Criminal Theory, 83 B.U. L. REV. 732,742 & Rn. 42 
(20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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省下支付費用之重製也愈來愈難區分。 

三、個人使用之國際規範 

歐 盟 

早期的著作權法上之「著作權」一如“copyright”一詞的原意在

「複製」（copy）著作之「權利」（right），主要是印製與販賣著

作的權利。一八八六年伯恩公約原始內容將著作權授予編輯者與出

版者，而非作者。因此，就著作權之性質而言，著作權之保護不及

於使用者的私人領域。到了二十世紀，著作權成為被賦予給作者的

權利，著作權發展成在公共領域向公眾提供著作與重製著作的權

利。儘管著作權概念有此改變，但作者擁有的專屬著作權範圍也只

包括作者在公共領域將著作提供給公眾的方法，包括：重製、散

布、公開展示、公開再現或公開演出。換言之，著作權只及於商業

性利用著作。當時普遍被接受的想法是，著作權終止處即私人領域

開展啟始處（“Copyright protection ceased where the private circle 
began.”）。個人在私領域使用著作被認為在著作權法之外16。如果

接受位於私領域之重製、表演、播放等個人使用位於著作權法外領

域的立場，著作權法即無須明文規範個人使用。不過，目前大多數

的看法是認為，隨著社會變遷，私人領域與公共領域間界限日漸模

糊，有必要在著作權法內規範個人使用17。  
目前，歐洲各國著作權法內大多有特別針對個人使用的相關規

定，這些規定本身都會針對個人使用設一些要件，符合此要件，個

人使用才屬受允許，也才是合法。在著作權法體系內，個人使用向

                                                   
16 LUCIE M. C.R. GUIBAULT, COPYRIGHT LIMITATIONS AND CONTRACTS-AN ANALYSIS 

OF THE CONTRACTUAL OVERRIDABILITY OF LIMITATIONS ON COPYRIGHT, 48 (2002). 
17 Id. at 49-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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來被視為著作權限制事由之一種。著作權限制的理由約略有以下幾

種：保護憲法上之言論自由、隱私權、商業上公平競爭、促進資訊

散布等。個人使用即基於隱私權而對著作權人之著作權加以限   
制18。當影印書籍的設備與錄音設備普及後，個人使用受允許的立

場開始受到重新檢討。目前，被普遍接受的看法是，承認為個人使

用之重製可以不必得到著作權人同意或授權，但並不表示即可免除

著作利用人付費義務，多數歐洲各國著作權法遂透過立法將著作權

人原本享有的排他性權利轉成一種法定報酬請求權19或補償金請求

權（Vergütungsansprüche）。補償金請求權之性質能夠配合私人重

製不可追蹤的特性，不屬於支付著作權人對價的方式，應屬於一種

利益衡平機制。 
儘管歐洲各國關於個人使用已有相關規定，但內容不盡相同，

為了協調各國立法產生一致性立場，歐盟於二○○一年頒布資訊社

會著作權及相關權利協調指令。此指令除了規定重製權、公開傳輸

權與散布權等三種受到保護的著作權外，還在第五條規定了著作權

之重製權例外與限制事由（exception and limitation），供會員國選

擇。必須說明的是，本指令第五條同時使用「例外」與「限制」事

由的理由20。由於此指令旨在於落實伯恩公約等一系列國際公約所

揭示之各國著作權限制規定之必須遵守三階段測試原則中之第一項

「只能針對特定的特殊情形」才能限制著作權21。因此，著作權限

                                                   
18 Id. at 47. 
19 參張懿云，資訊社會關於「個人非營利目的重製」之研究，輔仁法學，20期，

頁285-286，2000年12月。 
20 Directive 2001/29/EC of the European Parliament and of the Council on the Har-

monisation of Certain Aspects of Copyright and Related Rights in the Information 
Society art. 5, 2001 O.J. (L 167) 10 [hereinafter EC Information Society Directive]. 

21 伯恩公約第9條第2項針對著作權限制事項有一般性的表示：各國若有意立法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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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事由也可以「例外事由」表示。但在理解「例外事由」上必須注

意的是，不能將之理解為這些符合著作權限制事由之使用已屬著作

權侵權，但因此例外而阻卻違法。正確的解釋是，若符合限制事由

之重製，不構成著作權侵權。前述規定應是反應了歐洲著作權法之

勞力報償理論。依據學者的說明，勞力報償理論中之著作權限制是

封閉體系，立法者必須明文規定各種著作權限制事由，在著作權法

所未規定著作權限制的情形，仍屬於著作權人權利範圍，使用著作

則必須得到著作權人同意22。 
此外，本指令第五條第二項第(a)款規定，在著作權人得到合

理補償（fair compensation）下，各會員國得立法限制著作權人之

重製權，而允許公眾使用各種複印技術或有類似效果的其他技術在

紙本或其他類似於紙本載體上重製著作。但樂譜不在內。本指令第

五條第二項第(b)款規定，各會員國得立法限制著作權人之重製

權，而允許自然人為了私人使用（private use），而且不是出於直

接或間接商業目的，在所有種類載體上重製他人著作。但必須給予

著作權人合理補償。此項合理補償必須將著作權人有無採用科技保

護措施列入考慮23。由以上規定可知，本指令所允許的個人使用只

                                                                                                                        
制著作權人之重製權，必須遵守三階段測試原則（three-step test）。亦即，只

能針對特定的特殊情形，才能允許無償使用著作。此外，不能影響著作的正常

利用。最後，不能對著作權人合法利益有不合理侵害。據此以論，各國若要對

著作權人增設新著作權的限制規定，即應遵守前述三個原則。伯恩公約第9條

除了包含上述原則性的規定外，在附件第1條到第5條，以及在本文第30條還規

定了各種著作權權利限制事由。與貿易有關智慧財產權協定（TRIPS）第13條

即是承繼此而來。 
22 See GUIBAULT, supra note 16, at 17-20. 
23 EC Information Society Directive (2001) Art. 5.2 (b): “Member States may provide 

for exceptions or limitations to the reproduction right provided for in Article 2…  
in respect of reproductions on any medium made by a natural person for private us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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限於私人重製，又由前述「所有種類載體」規定可知，私人重製可

以包括數位檔案，只是必須給予著作權人合理的補償。就目前發展

而論，歐洲各國著作權法也已針對電腦等數位科技與設備設計補償

金制度24。 
必須注意的是，歐盟於二○○一年資訊社會著作權及相關權利

協調指令也特別強調此指令範圍不及於電腦軟體與電子資料庫。歐

盟在一九九一年電腦軟體保護指令與一九九六年電子資料庫保護指

令中所規範之電腦軟體之成本與對資訊經濟活動關係遠比娛樂性之

歌曲、電影高。又電子資料庫之資料更具有特殊性。因此，並不在

此指令範圍內。相同地，與貿易有關智慧財產權協定關於著作權限

制之第十三條排除了電腦程式與電子資料庫之適用25。 

美 國 

合理使用制度 
一九○九年美國著作權法只規定了著作權人的權利，被認為沒

有考量到一些諸如新聞報導、學術研究等應屬於合法使用著作行

為。為了平衡著作權人利益與社會大眾使用著作的利益，一九七六

年美國國會全盤修正著作權法時，除以列舉方式規定了著作權法第

一○八條到第一二二條各項免責事由（exemption），也在著作權

法第一○七條規定能成立合理使用所必須審查的各項標準26。在所

                                                                                                                        
and for ends that are neither directly nor indirectly commercial, on condition that 
the rightholders receive fair compensation which takes account of the application or 
non-application of technological measures referred to in Article 6 to the work or 
subject-matter concerned.” 

24 See P. Bernt Hugenholtz et. al., The Future of Levies in a Digital Environment 10-31 
(2003) , available at http://www.ivir.nl/publications/other/DRM&levies-report.pdf. 

25 進一步資料，參張懿云，同註19，頁298-307。 
26 美國著作權法第107條規定：「著作權人享有各項專有權利，但基於批評、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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列舉出的免責事由中，除了著作權法第一○八條所規定之圖書館得

為「私人研究（private study）、學術或研究使用」目的之顧客影

印，其餘的免責事由規定並沒有明確提及個人使用用語或相關概

念。歷來美國法院所審理合理使用案例大多屬於衍生著作性質之商

業使用，而較少涉及個人使用訴訟。個人使用是否侵害著作權問題

之討論，一直沒有受到重視。直到Universal City Studios, v. Sony 
Corp. of America一案出現。 

本案是環球電影公司以製造與販售錄影機的Sony公司為被

告，主張消費者所為之家庭錄影成立著作權侵權，販售錄影機的

Sony公司應對使用者之侵權行為負參與侵權（contributory liabi-
lity）與侵權代位責任（vicarious liability），請求法院頒發暫時性

禁制令。審理本案的加州北區聯邦地區法院Ferguson法官認為，雖

然著作權法內並沒有明文規定個人使用的免責事由，但從著作權法

的立法史觀察，著作權法內存在默示的家庭錄音免責事由。他並以

家庭錄音為基礎，來論證該案所審理家庭錄影的免責事由，因此，

家庭錄影是合理使用，不成立著作權侵權，拒絕了原告暫時性禁制

令的請求27。之後，本案上訴到美國聯邦第九巡迴上訴法院，法官

駁回聯邦地區法院關於家庭錄影合法性的意見，但並沒有明確的對

聯邦地區法院針對家庭錄音免責事由表示不同意見，僅是表示即使

                                                                                                                        
論、報導新聞、教學、學術或研究目的而為合理使用，不構成著作權之侵權

（not an infringement of copyright）。在個案中，關於著作之使用行為是否為合

理使用，所應考量的事實如下：使用著作的目的與性質，包括使用此著作是

否具有商業性質或非營利教育目的。被使用著作的性質。所使用部分的數

量與重要性在整個著作所占比例。使用著作行為對該著作潛在市場或價值所

生之影響。」關於美國著作權法第107條原文與翻譯，參黃怡騰，著作之合理

使用案例介紹，經濟部智慧財產局，頁10-12，2002年3月。 
27 Universal City Studios, Inc. v Sony Corp. of America, 480 F. Supp. 429, 456 (C.D. 

Cal. 197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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錄音免責事由成立，也不應該擴張到家庭錄影28。此外，聯邦第九

巡迴上訴法院也以美國著作權法第一○七條合理使用基準檢驗為了

轉換觀賞時間，而使用家庭錄影機錄下電視節目行為之家庭錄影是

否成立合理使用。最後，聯邦第九巡迴上訴法院認為此種使用並非

合理使用29。 
由於美國著作權法內並沒有專門針對個人使用之免責事由，審

理Sony案之聯邦最高法院即以著作權法第一○七條規定合理使用所

必須審查的各項基準來審查為轉換觀賞時間之家庭錄影是否成立合

理使用，並發表了一段經常被提出討論的意見，此即：轉換觀賞時

間之錄製是個人使用，屬於私人之非商業性使用。商業使用可被推

定為非合理使用，相反地，非商業使用、非營利活動，則可推定為

合理使用。為了經濟利益而重製比起為了滿足精神而重製更不可能

成立合理使用。除非能證明私人之非商業性使用對著作價值或潛在

市場造成影響，否則可以推定私人非商業性使用是合理使用。綜合

各項考量後，聯邦最高法院最終決定為轉換觀賞時間之家庭錄影成

立合理使用30。 
然而，對Sony案常見的反對意見卻認為國會當初在立法時，

即將個人之家庭錄音與錄影行為排除於著作權法範圍之外31。而

且，雖然Sony案法院認為轉換觀賞時間之錄製是合理使用，但合理

使用是否適合來處理涉及隱私權與個人自主的個人使用問題，也常

                                                   
28 Universal City Studios, Inc. v. Sony Corp. of America, 659 F.2d 963, 967-969 (9th 

Cir. 1981). 
29 Universal City Studios, Inc. v. Sony Corp. of America, 659 F.2d 963, 971-974, 977 

(9th Cir. 1981). 
30 Sony Corp. v. Universal City Studios, 464 U.S. 417, 449-451, 454-456 (1984). 
31 Melville B. Nimmer, Copyright Liability for Audio Home Recording: Dispelling the 

Betamax Myth, 68 VA. L. REV. 1505 (198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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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質疑32。因此，美國著作權法上如何處理個人使用問題，仍無定

論。 
二○○○年A&M Records, Inc.於加州北區聯邦地方法院對提供

MP3音樂檔案分享平台服務Napster網站提起訴訟，主張Napster網
站會員成立侵權，Napster網站承擔參與侵權與侵權代位責任，並

請求法院頒發暫時性禁制令。Napster網站提出會員的行為是合理

使用的抗辯。聯邦地方法院依據著作權法第一○七條規定所規定的

標準依序審查Napster網站會員利用該網站提供軟體在個人電腦間

互傳受著作權法保護檔案的行為是否成立合理使用後，駁回

Napster網站關於其使用者之行為是合理使用的抗辯，同意原告關

閉網站之暫時性禁制令之請求33。聯邦地方法院在同意暫時性禁制

令之後，Napster網站上訴到美國聯邦第九巡迴上訴法院，該法院

也以著作權法第一○七條規定來審查會員使用該網站提供軟體傳輸

檔案是否成立合理使用，並維持下級審的判決34。由此案與其他相

類似訴訟可知，美國各級法院關於個人使用行為的合法性，基本上

是以合理使用來檢驗。 
法定授權與補償金制度 

前文大致上介紹了Sony案法院所確立之以著作權法第一○七

條合理使用審查基準來檢驗家庭錄影之發展。美國著作權法上值得

注意的其他發展是針對家庭錄音與錄影的法定授權與補償金制度。 
審理Sony案的聯邦第九巡迴上訴法院曾提出由法院在個案中

進行授權與支付補償金，以解決家庭錄影的問題。聯邦第九巡迴上

                                                   
32 Michael J. Madison, Rewriting Fair Use and the Future of Copyright Reform, 23 

CARDOZO ARTS & ENT. L.J. 391, 394 (2005).  
33 See A&M Records, Inc. v. Napster, Inc., 114 F. Supp. 2d 896, 913-917, 1011 (N.D. 

Cal. 2000). 
34 See A&M Records, Inc. v. Napster, Inc., 239 F.3d 1004, 1014-1019 (9th Cir. 2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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訴法院認為錄影機製造公司已經知道錄影機將會被使用於重製他人

著作，應承擔參與侵權責任。據此，上訴法院在駁回上訴的判決

內，要求聯邦地區法院針對錄影機製造公司的參與侵權責任決定適

當的補償。同時，法院也表示如果頒發暫時性禁制令會造成巨大公

共利益之損害，法院可同意損害賠償或持續性的授權金（continu-
ing royalty）。授權金比起暫時性禁制令（injunction）更適合於作

為著作權人的補償措施35。 
審理Sony案的聯邦第九巡迴上訴法院提出此構想後，隨即得

到著作權法學者Nimmer教授的支持。他稱此由法院要求侵權人進

行補償的解決方式為「司法補償金制度」（judicially imposed roy-
alty scheme）或「法院強制授權補償金」（court-imposed compul-
sory license royalty）36。雖然Sony案是關於錄影設備的案件，但補

償金制度應也可以適用於錄音設備。家庭錄音與錄影不能因為是重

製者在家庭內使用錄音機與錄影機為私人使用而重製他人著作，即

不受著作權法規範。以對機器製造或銷售者徵收授權金方式可以不

直接針對個人來執行著作權法，使機器購買者免負侵權責任。儘管

補償金會轉嫁給消費者，這亦是適當。畢竟，消費者是主要的侵權

人，沒有任何理由無須為錄製著作而承擔最終的付款責任。由於錄

音與錄影機器的販售都是公開進行，容易監控，也可以克服無法監

督個別使用者在家庭領域內活動，以及避免為執行著作權法而過度

侵害個人隱私權，也不會影響社會使用科技的利益37。 
至於立法方面，鑑於錄影機不是只用來轉換時間觀賞而錄製電

                                                   
35 Universal City Studios, Inc. v. Sony Corp. of America, 659 F.2d 963, 976 (9th 

Cir.1981).  
36 Nimmer, supra note 31, at 1528.  
37 Id. at 1531-1532; Melville B. Nimmer and David Nimmer, 4 Nimmer on Copyright  

§ 13.05[F][6] at 13-270 (20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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視節目問題，錄影機將會被使用來重製錄影帶，一九八三年美國國

會曾經討論過是否要對磁帶式錄影機的銷售徵收補償金，但最終沒

有完成正式立法38。此外，雖然在理論上，可以由Sony案所建立之

電視節目轉換觀賞時間的錄影是合理使用推論至較一般性原則，而

認定家庭錄音與錄影亦屬合理使用，但不能忽略的是Sony案所討論

的電視節目轉換觀賞時間之重製通常是短時間暫時性錄製，家庭錄

音通常卻是為了個人收藏的永久錄製，家庭錄音能否成立合理使

用，仍無法確定。到了一九九○年數位錄音技術發展，數位錄音播

放機與錄音機即將進入市場之時，家庭錄音問題又引起著作權人之

關切。 
經由著作權人團體的遊說，美國國會在一九九二年通過家庭錄

音法（The Audio Home Recording Act of 1992），用來補充一九七

六年著作權法之不足之處，並建立補償金制度。此即由國會立法授

與之法定補償金制度（statutorily imposed royalty scheme）39。 
本法的目的在於允許非商業性的家庭錄音，授予個人使用數位

錄音設備對他人音樂與錄音著作進行錄音的權利。因此，本法設計

了如下規定（後被編入美國法典第十七編第一○○八條）：「不得

對數位錄音設備、數位錄音空白媒介、類比錄音設備、類比錄音空

白媒介之製造者、進口者或銷售者，以及，為了非商業使用而利用

前揭設備或媒介進行數位或類比音樂錄製之消費者，提起著作權侵

權訴訟。」根據此規定，國會對使用特定種類數位錄音設備40進行

                                                   
38 See Neil Weinstock Netanel, Impose A Noncommercial Use Levy to Allow Free 

Peer-to-Peer File Sharing, 17 HARV. J.L. & TECH. 1, 33 (2003). 
39 Nimmer, supra note 31, at 1528.  
40 此處所指的數位錄音設備必須是提供具有防止拷貝功能之連續重製管理系統

（Serial Copy Management System, SCMS）。此項系統可以辨識供轉錄的錄音

母帶是第一次或第二次錄製，因此，附有此項設計之錄音設備雖可使消費者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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數位與類比錄音的消費者之非商業使用，提供免責規定。有學者稱

這項規定是個人使用的免責規定（personal use exemption）41。 
既然本法保護了消費者與數位錄音設備與空白媒介之相關業

者，則必須平衡音樂著作與錄音著作等著作權人之利益。因此，本

法（後被編入美國法典第十七編第一○○四條）建立平衡利益機

制，要求前揭設備與空白媒介之製造者對所製造或銷售設備交付一

定的權利金（royalty, levy），之後再分配給著作權人團體，以作

為允許家庭錄音的衡平。家庭錄音法本被期望成為數位錄音問題的

解決方案，但本法剛通過不久後就落伍。這是由於本法立法重心之

數位錄音帶（Digital Audio Tape, DAT）與迷你磁碟機（MID）等

數位錄音設備並沒有成為市場上流行的消費產品。光碟片（CD）

與個人電腦相關設備反倒成為主要的錄音媒介與錄音設備。 
一九九九年全美唱片業協會對商品名稱為Rio的MP3錄放隨身

聽之製造商提起訴訟，主張MP3錄放隨身聽是家庭錄音法之數位錄

音設備，必須支付權利金，才能受家庭錄音法內免於訴追之保護。

被告沒有支付權利金，已成立著作權侵權，請求法院頒發暫時性禁

制令，暫時禁止相關業者銷售MP3錄放隨身聽。原告在第一審42與

第二審43均敗訴。此說明了一九九二年家庭錄音法明顯無法在MP3

                                                                                                                        
限份數的從他們所購買原版錄音製作第一代拷貝，但會阻止以自製的拷貝作為

母帶再進行轉錄到空白帶。換句話說，只能從原版重製出第一代拷貝，不能從

第一代拷貝中再重製出第二代拷貝。藉此可以防止消費者進行「連續重製」

（serial copying），而達到控制重製的目的。 
41 Madison, supra note 32, at 396.  
42 Recording Indus. Ass’n of Am. v. Diamond Multimedia Sys., Inc., 29 F. Supp. 2d 

624 (C.D. Cal. 1998). 
43 Recording Indus. Ass’n of Am. v. Diamond Multimedia Sys., Inc., 180 F.3d 1072, 

1076 (9th Cir. 19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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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術使用上提供著作權人足夠的保護的缺陷44。雖然本案僅進行暫

時性禁制令問題進行判決，相關問題並未經正式審判，並未有最終

的裁決，但本判決終究間接承認了MP3錄放機的合法性，導致了此

類商品普及。 
綜合以上所述可知，美國國會所通過之一九九二年家庭錄音法

本來是希望藉由法定授權與補償金制度來解決數位錄音問題，但終

究由於科技發展出乎立法者預料而無法發揮規範數位科技下個人使

用的問題。經過這次敗訴後，唱片業者暫停了訴訟，改以合作模

式。直到網路上音樂網站興起，才又開始對使用點對點分享技術的

音樂交換網站提起訴訟。前述的Napster案即是一例。 
在此案中，Napster網站也主張其會員的行為應受到一九九二

年家庭錄音法之免責保護。Napster網站認為，如果會員的行為並

非侵權，Napster網站也不必負責。審理本案的聯邦地方法院認

為，用來下載MP3音樂檔案的個人電腦並不是一九九二年家庭錄音

法所指的數位錄音設備。又，即使個人電腦是「數位錄音設備」，

此電腦也沒有製作一九九二年家庭錄音法所指的「數位錄音」45。 

四、個人使用與合理使用之關係 

從前文的說明可知，美國法上對於個人使用合法性的問題，主

要是援引美國著作權法第一○七條合理使用的規定來審查，但不能

以此為根據而推論美國著作權法上並沒有區別合理使用與個人使

用。由於美國著作權法上只有合理使用的規定，並無關於個人使用

                                                   
44 Nathan Scharton, Mp3 in Y2k: The Audio Home Recording Act and other Important 

Copyright Issues for the Year Mm, 20 N. ILL. U. L. REV. 745, 760, 764 (2002).  
45 See A & M Records, Inc. v. Napster, Inc., 114 F. Supp. 2d 896, 912 (N.D. Cal. 

2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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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免責規定，自然以合理使用之審查基準來論斷諸如家庭錄影、錄

音等之個人使用是否成立著作權侵權。此外，美國著作權法中也有

針對家庭錄音建立之法定授權與補償金制度。綜此可知，在美國著

作權法中，個人使用與合理使用是不同概念。 
反觀我國著作權法，個人使用與合理使用之關係不甚清楚。普

遍上的見解是將著作權法第四十四條至第六十三條等關於著作權限

制規定，理解為合理使用。著作權法第五十一條是一種合理使用型

態。個人使用應被納入一般合理使用之判斷，並沒有完全獨立的地

位。例如，有意見認為，「著作財產權的合理使用，性質上是對著

作財產權的限制。著作權法於第四十四條以下，以二十餘個條文對

可以合理使用他人著作之各種情形詳細加以規定，由此可以瞭解合

理使用的範圍」46。再例如，一九九八年著作權法六十五條修正理

由內出現如下說明：「舊法有關著作財產權之限制（學理上所泛稱

之合理使用）僅限於第四十四條至第六十三條規定之範圍」。或許

基於這樣的理解，前引Kuro案第一審法院即依據合理使用一般檢驗

步驟來檢討網站會員行為是否成立合理使用。 
然而，個人使用與合理使用之關係是否真的是如此？著作權法

第九十一條第四項規定：「著作僅供個人參考或合理使用者，不構

成著作權侵害。」此規定將個人參考與合理使用並列，這是否意味

著立法者認為兩者是不同的概念。此問題也涉及了著作權法第五十

一條個人使用規定與著作權法第六十五條第二項之適用關係。這一 

                                                   
46 謝銘洋等合著，著作權法解讀，頁69-70，2005年5月2版第1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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個問題似乎沒有被Kuro案第一審法院所重視，因此，有必要對此進

行較深入的討論。 

五、著作權法第五十一條與第六十五條第二項之適用上問題 

問題的提出 

在我國著作權法下，個人使用與合理使用關係問題是源於著作

權法第五十一條個人使用規定與著作權法第六十五條第二項之適用

關係。一九九二年修正著作權法時，在第三章第四節第四款「著作

財產權之限制」標題下增訂第四十四條到第六十六條。其中，著作

權法第四十四條到第六十三條有關規定中，均出現「得」一詞。此

特定法律用語代表著作權法對此類行為表達「允許」、「許可」與

「合法」的評價立場。由此可知，符合著作權法第四十四條到第六

十三條所規定要件的使用他人著作行為並不具備不法性。然而，令

人疑惑的是，著作權法第六十五條第二項還規定「著作之利用是否

合於第四十四條至第六十三條規定」，「應審酌一切情狀，尤應注

意下列事項，以為判斷之基準」？這是否要求所有符合著作權法第

四十四條到第六十三條規定之使用還必須依據著作權第六十五條第

二項所列之各項基準再進行審查？ 
著作權法第五十一條個人使用規定也是屬於著作權法第三章第

四節第四款「著作財產權之限制」標題下之著作財產權之限制事

由。因此，在個人使用問題上，產生疑問的是，凡是符合著作權法

第五十一條所規定之「非營利目的之個人或家庭使用」、「利用圖

書館與非公眾使用之機器」、「已公開發表之著作」與「合理範

圍」等要件，是否即得在未得著作人同意或授權下重製他人著作？

或者，所有符合第五十一條規定之使用還必須依據著作權第六十五

條第二項所列之各項基準再進行審查。對此問題，我國學說上有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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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的見解似乎認為著作權法第六十五條第二項是作為著作權法第五

十一條「合理範圍」判斷之用。例如，有學者認為，個人非營利使

用先依著作權法第五十一條判斷，只有在判斷此項個人非營利使用

是否超出「合理範圍」，再依據第六十五條所提出的基準來決   
定47。相類似的，也有意見指出，著作權法第五十一條規定個人使

用模式的合理使用，當超出個人使用之典型範疇時，此時利用行為

是否符合第五十一條之規範類型？尚應進一步適用第六十五條加以

審酌以為斷48。更有意見認為，著作權法第四十四條到第六十三條

各合理使用規定，應區分為包含「合理範圍」要件之「法定合理使

用」與不包含「合理範圍」要件之「法定例外」二種類型。只有在

「法定合理使用」之情形，才需要依據著作權法第六十五條判   
斷49。 

由前述討論可知，著作權法第五十一條與第六十五條第二項之

關係有待進一步探討。本文認為，應該從我國著作權法立法所參考

的德國著作權法與美國著作權法來瞭解著作權法第五十一條與第六

十五條第二項之關係。茲於下分別說明之： 

比較法的研究 

一九九二年修正著作權法時，立法者在第三章第四節第四款

「著作財產權之限制」標題下增訂第四十四條到第六十六條。「著

作財產權之限制」標題說明了著作權法第四十四條至第六十三條是

                                                   
47 張懿云，同註19，頁264。 
48 黃怡騰，同註26，頁196-197。 
49 參馮震宇，整體著作權法制之檢討——合理使用，經濟部智慧財產局89年度研

究報告，http://www.tipo.gov.tw/copyright/copyright_book/copyright_book.asp，造 訪

日期：2007年3月21日。相類似意見，參胡心蘭，論科技發展對合理使用與著

作財產權限制之影響，中原大學財經法律研究所，2001年6月，頁282-28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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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法者針對各種著作考量了著作權與個人使用自由或公共利益衝突

之後，選擇優先保護個人權利或公共利益，而讓著作權之保護退

讓，對著作權人之著作權設計不同程度的限制。著作權法第五十一

條個人使用規定即屬於保護個人使用自由的規定。 
德國著作權法第四十五條到第六十三條規定是立法者基於使用

者個人利益、文化經濟與公眾利益等目的而針對使用著作的各種情

況所規定的著作權權利限制事由。此一系列規定中之第五十三條即

有關個人使用的規定即屬於一種著作權限制事由。我國著作權法第

四十四條至第六十三條與德國著作權法第四十五條到第六十三條各

規定之相似性說明了，我國著作權法於一九九二年該次所修正之著

作財產權限制立法應是參考德國著作權法而詳細列舉各種著作權限

制事由。更進一步而言，著作權法第五十一條之立法理由中也明確

表示本規定是參考德國著作權法第五十三條與其他屬於大陸法系國

家之著作權法之個人使用規定50。由此應可推知，我國著作權法第

四十四條至第六十三條是大陸法系國家下的著作權限制理論。德國

著作權法上關於著作權限制理論可供我國著作權法之解釋參考。 
歐陸著作權法所採用之著作權法理論是自然法權利之勞力報償

理論（labor-desert theory）。此理論主張，創造者付出勞力投入人

類環境以改善人類生活，這樣的勞力付出能與其他勞力所獲得的財

產等量齊觀，而值得嘉獎，因此以金錢回報。在此理論下，著作權

人被授予著作權而得以取得報償是因為他的勞力付出。不過，被授

                                                   
50 民國81年著作權法修正第51條之立法理由如下：「按隨科技、經濟之進步，除

現行法所定為學術研究之重製外，所謂『個人使用（包括個人或家庭）目的之

重製』之情形，益為普遍。個人使用目的之重製，藉簡便之機器操作手續，即

能自行將他人著作予以錄音，錄影或影印，事實上有予以承認之必要。」又

「本條係參考日本著作權法第三十條、韓國著作權法第三十條、德國著作權法

第五十三條及法國著作權法第二十九條第二款之立法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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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的著作權仍可受到限制。例如，著作權受到德國基本法第十四條

第一項第一句的明文保障，但也必須受到同條第二項「財產權負有

社會義務」之增進公共利益限制51。因此，德國著作權法的立法者

逐一衡量各種情形而在德國著作權法第四十五條到第六十三條中規

定出一系列著作權限制事由。不過，在這一系列規定中，也區分成

必須徵收補償金之個人使用與無須要徵收補償金之著作權限制事

由。凡是與公共利益有關，即無須徵收。若參考這項見解來解釋，

或許我國著作權法第五十一條之性質可被認為不同於同款內（亦

即，著作權法第三章第四節第四款）其他著作權限制事由。 
此外，必須注意的是，一九九二年該次修正也增設了著作權法

第六十五條規定：「著作之利用是否合於第四十四條至第六十三條

規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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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國著作權法

內並沒有這項規定，我國著作權法第六十五條應是參考美國著作權

法第一○七條而來。 
又應說明的是，一九九八年該次著作權法修正將一九九二年修

正之著作權法第六十五條修正為二項，並在原規定「第四十四條至

第六十三條」之後增加了「其他合理使用之情形」。經過此一修正

後，未在著作權法第四十四條至第六十三條列舉範圍內之使用，其

使用型態與著作權法第四十四條至第六十三條相類似者，也可引用

此「其他合理使用之情形」概括規定，再依著作權法第六十五條第

二項之基準來判斷是否成立合理使用。由於著作權法第六十五條第

                                                   
51 參林昱梅，藝術自由與嘲諷性模仿之著作權侵害判斷，成大法學，7期，頁

150，2004年6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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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項「其他合理使用之情形」並沒有具體針對哪一種著作或哪一種

著作權來做出限制，而是對所有種類的著作與著作權來規範。這樣

立法似乎更進一步接近美國著作權法第一○七條之立法意旨。而此

也使我國著作權法體系更為完備，亦即，即使不屬於第四十四條至

第六十三條之各種著作權限制事由，仍可依據著作權法第六十五條

第二項「其他合理使用之情形」規定而對著作權進行限制，只要是

該使用是能夠符合著作權法第六十五條第二項合理使用審查基準的

使用。 
詳而言之，美國著作權法中之著作權限制理論是奠基於功利誘

因理論（utilitarian incentive theory）。此理論主張，智慧性創造是

需要投入相當時間與金錢，包括發明專利之研發費用，或者建立商

標形象的行銷與營運成本，如果沒有收穫，可能難以促進投資，此

即所謂功利誘因理論。美國著作權法是來自於美國憲法第一條第八

款所規定：「為促進知識的進步與技術發展，國會有權立法賦予作

者或發明人在限定期間內，對其著作或發明之專屬性權利。」從此

規定可知，美國國會制定著作權法與專利法的目的在於「促進知識

的進步與技術發展」。在功利誘因理論下，賦予著作權只是達成上

述目的之手段。因此，著作權並非是絕對的權利。即使是侵害著作

權人利益，但如果此侵害能促進知識與學習，達成社會整體利益，

仍可對著作權進行限制。換言之，在功利誘因理論下，只要是為了

公共利益，著作權是可以受到限制。基於此，儘管美國著作權法第

一○八條到第一二二條已經列舉方式規定各種類型的權利限制事

由，但為了追求公共利益，立法者還在美國著作權法第一○七條52

內規定判斷合理使用的基準，來掌握未來因科技發展所可能發生各

種使用問題。即使是未得著作權人同意或授權之使用，但如果此種

                                                   
52 美國著作權法第107條規定之內容，參同註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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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用可以滿足公共利益，即可以成立合理使用，著作權侵權即不成

立。依據美國著作權法學者之說明，美國著作權法第一○八條到第

一二二條是針對特定種類著作與使用方式所為的限制，美國著作權

法第一○七條合理使用之規定則是針對所有型態著作與所有使用方

式所做的限制53。依此而論，美國著作權法第一○七條合理使用之

規定可說是概括性規定。 
值得注意的是，德國著作權法立法模式屬於封閉型態的著作權

限制體系。由於德國著作權法欠缺類似於美國著作權法第一○七條

之規定，原則上，必須符合德國著作權法第四十五條到第六十三條

各權利限制規定所規定的要件，才能限制著作權人之著作權。不在

著作權權利限制事由內，都必須得到著作權人同意或授權，方能合

法使用著作。此外，著作權限制事由必須採用嚴格解釋方法，並禁

止類推適用54。因此，有學者認為德國著作權法權利限制事由是屬

於封閉體系55。從美國著作權法第一○七條稱為「專屬權利之限

制：合理使用」（Limitations on exclusive rights: Fair use）可知，

合理使用雖也是對著作權之限制，然而，與德國著作權法不同是美

國則屬於開放性體系。這是由於美國著作權法第一○七條關於合理

使用設計是採取依據要件衡量方式，使法院有足夠空間因應科技發

展，而能將各種使用著作行為解釋為不成立侵權56。 

                                                   
53 MARSHALL LEAFFER, UNDERSTANDING COPYRIGHT LAW, 292 (4th ed. 2005). 
54 Rehbinder, Urheberrecht, 14 Aufl., 2006, § 32, Rn. 453. 
55 GUIBAULT, supra note 16, at 17-20.  
56 I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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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 結 

由以上所述我國著作權法修正之相關說明約略瞭解到個人使用

與合理使用是不同性質的著作權限制事由。著作權法第五十一條明

文規定「合理範圍」應不是指著作權法第六十五條第二項所指的合

理使用。這個要件是為個人使用本身設立了界線。進而言之，著作

權法第五十一條在限制著作權的同時也界定了使用他人著作自由的

界線。但滿足了著作權法第五十一條所設定的其他要件之個人非營

利使用行為的合法性並非能完全確定，還必須考慮此種使用的合理

界限問題。著作權法第五十一條「合理範圍」要件之設立即是為了

避免對著作權人合法利益有不合理侵害。唯有合理程度之使用著

作，才能具有合法性。因此，「合理範圍」可被稱為「限制的限

制」。 
這樣的立法設計符合國際上關於著作權限制立法所應遵守的三

階段測試原則。亦即，允許使用他人著作的前提是不能影響著作權

人對於著作的正常利用與不能對著作權人合法利益有不合理侵害。

只是立法者並沒有在著作權法第五十一條內針對「合理範圍」去作

詳細規定。此外，進一步分析著作權法第四十四條到第六十三條之

各項著作權限制事由可知，當所處理的使用型態較為單純，立法者

即有把握規定出預設的使用行為時，都不會出現「合理範圍」要

件。例如，著作權法第四十八條、第五十三條、第五十四條與第五

十七條等。由此可證明，合理範圍是對該規定所允許的使用類型進

行限制。立法者藉此用語讓法院在面對個案時，自行進行具體化適

用工作。 
至於對現行著作權法第五十一條與第六十五條第二項之關係也

可說明如下。首先，雖列於著作權法第四十四條至第六十三條之

內，但著作權法第五十一條規定與其他規定的性質不同。扣除掉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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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權法第五十一條這項著作權限制事由，其他限制事由都是強調公

共利益。至於著作權法第六十五條第二項之審查基準則是為了作為

著作權法第六十五條第二項「其他合理使用之情形」概括規定而

設。這應是我國著作權法與德國著作權法所不同之處。在德國著作

權法下，超出著作權法所列舉的著作權限制事由之情形，都必須得

到著作權人同意或授權。但由於我國著作權法參考美國著作權法第

一○七條而設有第六十五條第二項合理使用審查基準，此代表我國

著作權法在著作權限制事由上仍傾向開放政策。似乎可以清楚的看

到，立法者是有意用來掌握未來各種使用情況，使我國著作權法朝

向開放體系發展。    

據以上所述，可為如下小結：原則上，與個人使用有關的問題

應優先適用著作權法第五十一條。不屬於著作權法第五十一條所規

範之個人使用，才能以著作權法第六十五條第二項合理使用審查基

準來確定是否屬於著作權法所允許的合理使用。前引Kuro案第一審

判決似乎也是採用先個人使用後合理使用的論證模式。只是，Kuro
案第一審判決幾乎沒有深入討論現行著作權法第五十一條規定之內

涵，而逕行進入著作權法第六十五條第二項合理使用之檢驗。 
個人使用是當代著作權法上最重要與最有意義的問題。德國著

作權法第五十三條十分詳細對各種型態的個人使用進行規範。由於

考慮了個人使用之本質與其他利益之衡量，而規定個人使用之要件

與使用上的限制。舉例而言，德國著作權法第五十三條第一項私人

重製的規定只適用於供自然人本人自己使用之重製，而所製作之重

製物份數必須是少量。再者，德國著作權法第五十三條第一項私人

重製的規定並不適用於電腦軟體與電子資料庫內著作。此外，同條

第六項規定依據第五十三條所重製之著作重製物，不得散布或公開

再現該著作重製物。反觀我國著作權法第五十一條關於個人使用之

規定卻相當簡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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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此稍微回溯一下我國著作權法第五十一條立法過程。在一九

九二年之前，個人使用問題顯然不是著作權法主要關切問題。當時

的著作權法中僅第二十九條第一項第三款簡略提及學術研究之個人

使用。直到一九九二年修正著作權法時才設有第五十一條之明文來

規範個人使用問題。但歷來有關個人使用的學理討論與實務判決似

乎並不多見。未來我國法院在解釋與適用著作權法第五十一條規定

時，應可參考德國對個人使用問題的相關討論，劃出合理的個人使

用範圍。 
最後，還有一個問題必須注意。前文多次提到的，依據美國法

院向來通說，由於美國著作權法並沒有特別針對個人使用訂立規

定，因此，美國法院與學說在討論個人使用問題時，都放置在合理

使用問題下，傾向於依據美國著作權法第一○七條來檢驗諸如家庭

錄音與錄影之個人使用是否成立合理使用57。但我國著作權法已有

規範個人使用之著作權法第五十一條規定，法院有義務詳細探究此

項規定的內涵。很遺憾的，前引Kuro案第一審法院將其論點著重在

合理使用，而非個人使用，因而逕行進入著作權法第六十五條第二

項合理使用基準的審查。然而，在此仍須提出的問題是，適合以合

理使用的各項審查基準來審查個人使用行為之合法性嗎？  

                                                   
57 由於美國著作權法上關於個人使用問題的討論是放置在合理使用問題下，因

此，有學者將合理使用問題分成以下三類。第一類是典型的合理使用，也就是

包含創造性的合理使用（productive fair use）。第二類是諸如轉換觀賞時間的

家庭錄影等純粹的個人使用（pure personal use）。第三類是個人的創造性使用

（personal productive use）。進一步說明，See Madison, supra note 32, at 393-
3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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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合理使用審查基準檢驗個人使用之適當性 

根據本文的分析，著作權法第五十一條所規定的「合理範圍」

是對個人使用的限制，必須與著作權法第六十五條第二項合理使用

審查相區別。換言之，著作權法第五十一條所規定的「合理範圍」

不必依據著作權法第六十五條第二項來審查。此外，著作權法第六

十五條第二項雖已明文規定「著作之利用是否合於第四十四條至第

六十三條規定，應審酌一切情狀，尤應注意下列事項，以為判斷之

基準」，但本文認為，必須適用著作權法第六十五條第二項合理使

用審查基準之情形只有屬於著作權法第六十五條第二項「其他合理

使用之情形」。唯有已經確定不屬於著作權法第五十一條個人使用

之要件，才能適用著作權法第六十五條第二項合理使用之各項審查

基準進行審查58。 
然而，由此產生的另一個問題是，如果某個個人使用行為已經

不能主張符合著作權法第五十一條個人使用規定，只能歸入著作權

法第六十五條第二項「其他合理使用之情形」與並依同條項判斷合

理使用之基準進行合理使用之檢驗。問題是，合理使用之規定適宜

來解決個人使用問題嗎？ 
對此，有參考價值的是Patterson教授所提出的觀點。他認為，

原先美國著作權法的著作權只包含印刷、再印、出版與販賣著作等

權利，消費者使用著作僅是通常使用，既不可說是合理，也不可說

是不合理，它就是與著作權侵權行為無關。但自從一九○九年著作

權法修正加入了重製著作的權利（the right to copy）之後，消費者

                                                   
58 不過，在此必須承認，這樣的解釋是違反著作權法第65條第2項「著作之利用

是否合於第四十四條至第六十三條規定，應審酌一切情狀，尤應注意下列事

項，以為判斷之基準」之明文規定。本文提出這樣的解釋方法是主張個人使用

與合理使用必須區別的一種嘗試。 

−264−



       數位時代個人使用之刑罰問題 35 

 

九十六年八月 

使用行為即落入侵權規範領域59。他也認為合理使用的創立應該是

用來保護消費者，因此，著作權法上合理使用的規定是用來規範使

用著作權行為（the use of the copyright），而不是使用著作行為（the 
use of the work）。使用著作行為主要是指學習、節錄與翻譯著作

等。又從合理使用發展源頭Folsom v. Marsh一案來論，合理使用是

指合理的「競爭性」（competitive）使用，它使得彼此具有競爭關

係的作者或著作權人在創造另一著作時能使用他人著作。因此，合

理使用應只適用於著作的經濟或商業競爭者，而非著作的消費者。

除非成為經濟或商業競爭性質，否則，如重製等消費者通常使用著

作行為屬於非侵權行為，也不需要援用合理使用之抗辯60。著作權

人所需要的保護只是對抗由他們的市場競爭者所為的盜版行為，不

需要對無法計數的個別使用者主張著作權之保護61。不過，他很遺

憾的指出，現今美國著作權法合理使用之發展結果不但適用於消費

者，也適用於競爭者，顯然已經不再具有競爭性質。為了落實憲法

所保障之言論自由與促進知識的學習，使用者在著作權法內也應擁

有權利，因此，他極力主張應將消費者使用著作當成一種獨立的權

利，也就是，個人使用權（the right of personal use）62。 
Patterson教授所提出的重要理論是，必須區別兩個不同概念，

一是消費者的個人使用。另一個是競爭者的合理使用。個人使用不

需要受到合理使用的限制。除非超出個人使用本身的限制，否則不

                                                   
59 L. Ray Patterson, Free speech, Copyright, and Fair Use, 40 VAND. L. REV.1, 37 

(1987).  
60 Id. at 39, 46. 
61 PATTERSON AND LINDBERG, supra note 6, at 192. 
62 L. Ray Patterson, Understanding Fair Use, 55-SPG LAW & CONTEMP. PROBS. 249, 

258, 262, 264-265 (199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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需要援引合理使用的基準來審查該使用的適當性63。合理使用之規

定適用於具有商業競爭關係之侵害重製權。此類行為只要是合理，

仍不成立侵害著作權。為了個人使用的重製只是使用著作，但沒有

使用著作權人的權利。消費者擁有個人使用自由，商業活動才適用

合理使用規定。不可否認，網路等數位技術使得個人使用開始具有

競爭使用之性質，但其本質仍是個人使用。因此，針對數位時代下

個人使用的問題應該在著作權法內思考符合數位時代個人使用的解

決途徑。 
在前引Kuro案第一審法院判決文的推論中可以瞭解法院以著

作權法第六十五條第二項個人使用審查基準來檢驗使用點對點網站

之使用者行為，並認為此種個人使用是商業使用，不能成立合理使

用。法院清楚的表明以下立場：「查被告陳○惠下載如附表一所示

歌曲之MP3檔案固係供個人之非營利使用，惟其下載之目的乃係供

個人娛樂，並因此節省其應支出之購買正版CD費用，顯非為非營

利之教育目的，而可認係具有商業性之娛樂目的，且其係整首歌曲

下載，並非擷取片段，下載之數量又多達九百七十首，其如此大量

下載之結果顯然會減少告訴人光碟之銷售量，影響著作權人之創作

意願及其對數位音樂下載市場之拓展，參酌上開規定，自不構成著

作之合理使用。」因此，著作權侵權行為成立。 
雖然前引Kuro案第一審法院認定點對點網站使用者行為是商

業使用的見解並非沒有依據。美國的Napster案即是採相類似主

張。該案最主要的立場是，個人以重複利用（repeated and exploita-
tive）的方式重製受著作權法保護之著作，藉以省去購買合法授權

版本的費用，即使所重製的著作不是用來販賣，也構成商業使用。

                                                   
63 PATTERSON AND LINDBERG, supra note 6, at 193-19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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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種使用對著作權人市場有潛在影響64。但本文認為，將個人使用

點對點網站之行為歸屬於商業使用，並利用著作權法第六十五條第

二項合理使用檢驗標準將之論為侵權是不適當的。合理使用的基本

想法是體認到著作很大部分是來自傳統素材的創新，創作者多少受

到他人已發表著作的啟發與影響，這項特徵阻止了著作權人之壟斷

地位。基本上，除了商業使用或非營利教育使用外，能否通過合理

使用檢驗的關鍵在於使用是否具有創新性使用（productive use）或

改造性使用（transformative use）65。創新性使用或改造性使用並

不會產生取代原作市場，對著作權人利益不會有實質影響。然而，

個人使用多屬消費性使用，幾乎完全取代原作的重製，此種性質對

合理使用之判斷甚為不利。 
試再將本文觀點說明如下。著作權法上所容許的合理使用有以

下兩種型態。第一種合理使用是與公共利益有關的非商業性使用，

諸如圖書館之重製，或為盲人使用之重製，或為了新聞報導或意見

評論所為的使用。這些都已經被歸在我國著作權法第四十四條至第

六十三條限制權利事由規定內（但不包括著作權法第五十一條）。

另一種型態是商業性使用，但具有創造性與改造性，對社會進步有

益。此即著作權法第六十五條第二項「其他合理使用之情形」概括

規定所試圖掌握的對象。很清楚的，個人使用並無法被歸於前面兩

種合理使用類型中。 
著作權法之所以允許個人使用的理由是個人私領域隱私權之保

障。著作權人之權利雖受到限制，但目前各國著作權法大多規定徵

收補償金，以補償著作權人所受的損失。但在合理使用情形中，或

                                                   
64 A & M Records, Inc. v. Napster, Inc., 239 F.3d 1004, 1015-1016 (9th Cir. 2001). 
65 See Pierre N. Leval, Commentary: Toward a Fair Use Standard in the Harvard Law 

Review. 103 HARV. L. REV. 1105 (1990); Laura G. Lape, Transforming Fair Use: 
The Productive Use Factor in Fair Use Doctrine, 58 ALB.L. REV. 677 (19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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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因為確保了言論自由、資訊自由等公共利益，或者，利用他人既

有著作從事創新，因此，使用著作不需要支付著作權人補償金。 
總而言之，本文認為，個人使用並不適合以合理使用內之「所

利用之質量及其在整個著作所占之比例」與「利用結果對著作潛在

巿場與現在價值之影響」等基準來判斷。根本上的解決方法是立法

上建立完善的個人使用規範。其中的一個解決方式是修正著作權法

第六十五條所規定之「著作之利用是否合於第四十四條至第六十 
三條規定，應審酌一切情狀，尤應注意下列事項，以為判斷之基

準——」，將著作權法第五十一條排除在適用第六十五條第二項規

定之外，藉以釐清個人使用與合理使用之關係66。其餘的個人使用

規範之建議意見將依次說明如下。 

參、數位時代個人使用規範之建立 

一、德國個人使用規範之參考 

前文曾指出，Kuro案第一審法院針對個人使用議題只概略提

及會員之重製行為是供個人娛樂之非營利使用，並沒有深入討論現

行著作權法第五十一條規定之內涵與其在數位時代下應具有的規範

功能。Kuro案第一審法院忽略了著作權法上個人使用問題的重要

性，也因此錯過了針對數位時代個人使用著作表達立場的機會。職

此之故，本文建議，將來法院在適用著作權法，或將來著作權法修

正時，應可參考德國著作權法第五十三條個人使用規定，以完善我

                                                   
66 在此補充一點，有意見認為第51條是法定合理使用，應該刪除著作權法第51規

定之「圖書館及非供公眾使用之機器重製已公開發表」等要件，回歸著作權法

第65條之判斷即可。此項建議的基礎即是認為個人使用是合理使用下的一個類

型。參，胡心蘭，同註48，頁2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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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著作權法中之個人使用規範。 
現行德國著作權法第五十三條各項規定已因應數位資訊社會發

展而有過修正。第五十三條第一項是有關私人重製之規定。同條第

二項則是規定第一項私人重製以外之其他個人使用行為，包括列舉

在本條項第一段第一到三款的各種個人使用行為與第四款的概括條   
款67。理論上，此規定是可用於解決數位時代個人使用問題。針對

個人在私生活領域內使用點對點技術來取得並重製音樂、文字等數

位檔案是否符合德國著作權法第五十三條第一項之合法私人重製，

也是各界關切的焦點。有學者認為，使用點對點檔案傳輸技術所下

載檔案是來自明顯是合法的伺服器，只供私人使用，並沒有超過七

份，屬於合法的私人重製68。也有學者指出，如果重製是為了在家

享用或為了個人蒐集，則可以適用本規定，無須著作權人同意，重

製行為屬於合法。但如果將重製檔案置於自己電腦內之公開區域，

重製著作顯然是為了與他人進行交換，不能適用私人重製之規   
定69。也有學者認為，由於重製者自著手重製行為開始就不是為了

私人使用，而是也為了開放檔案供公眾下載，而且重製的來源並非

                                                   
67 現行德國著作權法第53條第2項原規定在舊著作權法第54條。2003年德國著作

權法為因應歐盟「資訊社會中著作權與相關權利指令」修正時做了這項調整。

至於現行德國著作權法第53條第1項之私人重製，修法前與修法後之位置都沒

有改變。此次調整法條位置的理由是，原來德國著作權法第54其他個人使用與

紙本重製都被納入補償金範圍內，立法者即將原來不屬於同一條的規定併為同

一條。這項調整並沒有影響法條實質內涵。 
68 Dreyer in: Dreyer/Kotthoff/Meckel, Urheberrecht, 2004, § 53 Rn. 35. 
69 Till Kreutzer, Napster, Gnutella & Co.: Rechtsfragen zu Filesharing-Netzen aus der 

Sicht des deutschen Urheberechts de lege lata und de lege ferenda-Til 1, GRUG 
2001, 200; ders, Tauschboersen wie Napster oder Gnutella verletzen nicht das 
Urheberrecht, 7.2.2001, http://www.heise.de/tp/r4/artikel/4/4857/1.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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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法，因此，此重製行為並不符合私人重製的要件70。 
此外，對德國著作權法上個人使用規範還要再作一些補充。德

國著作權法第五十三條以明文規定允許私人重製或其他個人使用行

為，主要目的在於提供公眾不需得到著作權人同意或授權之自由使

用著作的合法基礎。不過，立法者在條文上也針對個人使用設定了

一些限制，以避免個人使用自由的濫用。除了藉由禁止濫用個人使

用自由來保障著作權人利益，德國著作權法在第五十四條、第五十

四條之一到第五十四條之八還針對私人重製或其他個人使用建構了

補償金制度。凡是符合德國著作權法第五十三條規定之使用，即使

未得同意或授權仍可使用著作，只是要受到補償金制度限制。學說

上稱此為「法定授權」（gesetzliche Lizenz），有別於不受限於補

償金制度之「免責」（Freistellung），如德國著作權法第四十七 
條學校教育節目之重製行為、著作權法第五十一條引用行為等規 
定71。 

補償金概念起自於一九五五年德國音樂演出權與機器重製權團

體（die Gesellschaft für musikalische Aufführungs- und mechanische 
Vervielfältigungsrechte, 以下簡稱GEMA）向家用錄音機製造商

Grundig公司提起著作權侵權訴訟之判決。在本案中，GEMA提出

兩項主張。第一項主張是，除非Grundig公司能讓消費者知道著作

權法上之義務，否則，禁止該公司繼續販賣錄音機。第二項主張是

要求Grundig公司對過去的侵權行為進行損害賠償。儘管不同意

                                                   
70 Thorsten Braun, „Filesharing“ -Netze und deutsches Urheberrecht-Zugleich eine 

Entgegnung auf Kreutzer, GRUG 2001, 193 ff. and 307 ff., GRUR 2001, 1106 
(1107). 

71 Vgl. Schricker-Loewenheim, Urheberrecht, 3.Aufl., 2006, § 54, Rn. 1; Rehbinder, 
Urheberrecht, 14. Aufl., 2006, § 32, Rn. 432 f.; Dreier in: Dreier/Schulze, Urheberrecht, 
2004, § 53, Rn.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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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EMA損害賠償之請求，但聯邦最高法院針對家庭錄音行為提出重

要看法。首先，儘管一九○一年著作權法第十五條第二項明文規

定：「個人非營利使用是受允許」，但這僅是一個例外規定，利用

機器所為重製不能適用此規定。其次，著作權法內並無任何原則表

明著作權法不及於私人領域。即使著作之使用並非出於直接經濟利

益目的，著作權人仍有權對著作之利用者收取報酬（Entgelt）72。 
另外，德國聯邦最高法院在一九六四年出示身分證訴訟案

（Personalausweise）提出補償金制度構想。本案是GEMA向家用錄

音機製造商提起著作權侵權訴訟，主張錄音機製造商在銷售錄音機

給大盤商與零售商時，有義務要求他們將錄音機購買者的個人資料

交給GEMA。審理本案之德國聯邦最高法院雖然認為家庭錄音成立

著作權侵權，但表示，若對消費者的家庭錄音進行控制，強迫錄音

機購買者向家用錄音機之販賣者表明身分資料，以便檢查他們是否

從事合法行為，此舉毫無疑問的將會與德國基本法第十三條所保護

的不可侵犯居住自由相衝突。既然難以期待對所有購買家用錄音機

的消費者收取重製費用，轉向創造著作權受侵害危險之錄音機製造

商與販賣者請求適當的費用，也是合理的作法73。 
前述二則聯邦最高法院判決對當時正準備修正的著作權法之立

法工作有所影響。一九六四年訴訟之隔一年，亦即，一九六五年德

國著作權法第五十四條即明文規定錄音機與錄影機的補償金制   
度74。此為歐洲各國中最早關於補償金的立法。後來也引起歐洲各

國之仿效。至於紙本的影印問題，則是於一九八五年修正著作權法

時增加第五十四條之一課以影印機製造商或貿易商機具之支付補償

                                                   
72 BGH, Urteil vom 18. 05. 1955, I ZR 8/54, GRUR 1955, 492.  
73 BGH, Urteil vom 29. 05. 1964, I ZR 4/63, GRUR 1965, 104 (107-108).  
74 Dreier in : Dreier/Schulze, Urheberrecht, 2004, § 53, Rn.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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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義務75。為因應數位時代，德國法院亦已於判決內表示數位重製

技術亦應受德國著作權法第五十四條與第五十四條之一之規範。就

目前之發展而言，針對個人電腦、個人電腦內所附之光碟燒錄器等

數位錄音設備與媒介亦可徵收一定金額之補償金76。 
上文概略的介紹德國著作權法上個人使用的規範與背後的法政

策思考。在德國著作權法上，未得著作權人同意的個人使用本質上

是侵權，只是考量對個人執行上困難，而在德國著作權法第五十四

條、第五十四條之一到第五十四條之八以下各條設計法定授權的補

償金制度。而德國著作權法第五十三條並不是關於免責事由的規

定。這是可供我國未來著作權法修正之參考。 

二、向前規劃的個人使用規範 

回顧過去著作權法之發展，個人曾經享有使用自由。但自從錄

影與錄音設備發明之後，個人使用開始面臨來自著作權人挑戰。家

庭錄音與錄影並未將重製的著作重製物對公眾廣為提供，與著作權

人沒有競爭關係，大致上符合原始意義的個人使用概念。在此同

時，著作權法上之個人使用理論也開始建立。 
基本上，個人使用不像其他著作權限制事由，有比著作權更高

的公共利益，如言論自由、資訊自由、新聞自由與文化價值來做利

益衡平，而可以未得同意或授權與不支付對價下使用他人著作。由於

僅有隱私權之保護作為基礎，個人使用無法取得完全免責的地位。 
另一方面，著作權人向來以特定的商業盜版為主要對象而容忍

一般大眾的個人之非商業性使用。之所以容忍是出於以下幾個原

                                                   
75 Schricker-Loewenheim, Urheberrecht, 3. Aufl., 2006, § 54a, Rn. 1. 
76 See Hugenholtz et al., supra note 24, at 25; Freiwald, Die private Vervielfältigung 

im digitalen Kontext am Beispiel des Filesharing, 2004,183 f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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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如，難以調查出個別使用者、市場影響較不具重要性、不值得

花費訴訟成本77。事實上，個人缺乏重製能力而僅能少量重製，而

私人重製活動發生於私生活領域，以訴訟追究此類重製行為不僅不

經濟，也有事實上困難。更何況，以訴訟促使國家介入私領域活

動，將使個人隱私權受到危害。因此，向來著作權法之立法政策是

讓私人重製合法化。特別是針對錄音與錄影問題，對錄音、錄影器

材等重製設備與儲存媒介物徵收權利金，藉以補償著作權人。 
進入數位時代之後，個人因科技發展而取得前所未有的使用數

位著作的能力，個人在網路上使用點對點分享技術來取得所需著作

已成為不可擋的趨勢。但點對點分享技術之使用可能逾越了個人使

用中不可向公眾提供的界限。在現行著作權法體系下，除非是在聊

天室或使用即時通訊軟體內之檔案分享與傳輸服務來重製檔案，確

保重製來源的檔案是合法，而分享範圍有限與特定78，才有成立個

人使用或合理使用的空間。一旦重製過程具備公眾分享性質，非常

可能會對著作權人市場利益造成影響，援用個人使用或合理使用的

空間極為有限。此外，即使僅是為了試聽而在檔案分享網路上下載

MP3音樂檔案，由於未得著作權人同意或授權，重製來源可能是違

法檔案，所下載數量亦屬可觀，此類行為不能滿足個人使用或合理

使用的要件，也極可能被認定屬於侵權行為。 

                                                   
77 See Deborah Tussey, From Fans Sites to Filesharing: Personal Use in Cyberspace, 

35 GA. L. REV. 1129, 1131 (2001). 
78 參謝銘洋，成大MP3事件相關著作權法問題探討，月旦法學雜誌，73期，頁

80-84，2001年6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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誠如論者所言，網路分享的開放性確會造成著作權人利益的影

響，使之承受損失。個人使用雖是單一行為，或許也只是少量重

製，但無數個個人所造成的累積效果終究會對著作權人市場造成影

響79。甚至也有意見認為，個人具有能夠傷害著作權人的能力正是

網路的基本特色80。或許有人會建議，既然點對點分享技術是中

性，只要在網路系統運作的設計上不強制使用者必須向不特定之他

人提供自己電腦內的檔案，此種行為即能成立合法使用。 
本文認為，在可預見的數位時代未來，個人更依賴網路。有限

範圍內的檔案分享並非網路真正價值。封閉與限制是過時的想法。

網路本身必須是開放，個人與個人之間的資訊流通亦無法禁止。因

此，解決網路時代下個人使用問題的根本性方法不是破壞網路的分

享性架構，使之迎合著作權法上既有的架構，而是應調整著作權法

上的個人使用概念使之因應網路之開放性與分享性。本文不贊同有

些評論者所主張的，數位經濟之下，著作權法是多餘，應該廢除現

行著作權法81，也不認為其他諸如藝術補助、演唱會收入等方式能

取代現行著作權制度。因此，作為一種規範的著作權法仍有存在必

要。只是它必須為網路而存在，並不是網路為了著作權而存在。如

果我們都同意，網路是社會生活不可或缺的機制。網路使用價值即

不應因著作權法而減損，相反地，著作權法應提升網路價值。 
網路存在的價值即在於使個人得以蒐集、交換與改造現有著

                                                   
79 關於著作權人因網路或點對點軟體普及之損失問題討論，參趙雯蕙，P2P軟體

對著作權之侵害問題研究，交通大學科技法律研究所碩士論文，頁18-20，

2004年8月。 
80 Elkin-Koren, supra note 4, at 285.  
81 John Perry Barlow, The Economy of Ideas, Wired, Mar. 1994, at 84, available at 

http://www.wired.com/wired/archive/2.03/economy.ideas.html (last visited March 
29, 20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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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而實現個人自主與自我表達。檔案分享技術能實現讓更多人、

更充分與更完全分享資訊的理想。因此，我們所需要的是能符合現

在與未來個人使用需要的著作權法。網路上的個人使用概念，不僅

包括：瀏覽、下載、為用於不同設備而轉換著作儲存格式、利用電

子郵件與個人網站傳遞著作、編輯與改作數位著作內容82，還應包

括使用點對點分享技術。在此意義下的個人使用已經是具有創造性

質的個人使用。這裡所強調的是，數位時代中，人人都可以利用科

技來使用，進而創作。個人所為的編輯與改作與傳統上受過訓練的

職業編輯業者不同83。數位時代下個人使用所涉及的不只是個人隱

私權、自主權，還包括言論自由。 
總而言之，在數位時代下的個人創造性使用理論必須足以因應

網路科技的普及發展，兼顧消費者使用新科技的能力與著作權人利

益。此即解決個人使用點對點網路來分享著作的問題的基本方向。

對此議題，已有許多著作權法文獻參與討論。例如，有位著作權法

學者歸納出八種不同解決方案，並主張任何一種方案都有優缺點，

因此應該同時採用多種解決方案84。本文則認為最佳的方案是能維

持個人使用自由，並對著作權人利益加以補償。此即法定授權與補

償金制度。此種制度不是直接控制使用著作行為，而是事前管制的

                                                   
82 Tussey, supra note 77, at 1131, 1135. 
83 See Madison, supra note 32, at 394.  
84 有學者參考各方評論者所提出建議，針對個人所為未獲同意之私人重製，歸納

出以下八種解決方式：大眾授權（mass licensing）、強制授權（compulsory li-
censing）、自願性集體授權（voluntary collective licensing）、自願貢獻（volu-
ntary contribution） 、 科 技 保 護 （ technological protection） 、 著 作 權 法 修 正

（copyright law revision）、行政爭訟程序（administrative dispute resolution 
proceeding）與替代性補償（alternative compensation）。各種解決方式之詳細

說明，參Peter K. Yu, P2P and the future of Private Copying, 76 U. COLO. L. REV. 
653, 698-738 (20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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徵收制度。儘管在設計上並不容易，但正如過去針對影印機、錄音

機與錄影機所設計之補償金制度，終會找出方法。例如，Netanel
教授提出針對網路上點對點網路上的非商業使用提出了權利金制

度。比較特別的是，現行各國著作權法上補償金規範的對象都只是

針對個人非營利性重製，但在他的提議中，因徵收補償金而得以免

責的範圍擴大及於伴隨個人重製之後的散布、公開演出與改作行

為，藉以給予個人使用著作更大自由。類似於過去針對錄音機、錄

影機與空白錄音帶與錄影帶所徵收的權利金。此權利金徵收對象是

被使用於P2P網路分享產品與服務之業者，包括：網路服務業者、

P2P軟體提供業者、電腦硬體、重製與儲存設備的製造者。所徵收

的權利金再由專門機構進行分配，對著作權人之利益進行補償85。 
我國經營點對點網站的飛行網曾積極推動立法「著作權補償

金」，唱片業者或著作權人就網路使用者非營利行為收取一定補償

金。我國也有補償金收取制度的相關報告86。二○○三年邱議瑩、

張學舜等四十三名立委，曾提案連署在著作權法第五十一條之一增

訂「著作權補償金制度」，使得經營網路音樂交換服務平台業者，

對於音樂或錄音著作的著作財產權人支付補償金後，就視為已經取

得授權。但著作權法主管機關之經濟部智慧財產局對增訂著作權法

第五十一條之一「著作權補償金制度」採反對見解，主要的理由是

此項立法建議違反授權利用原則87。本文認為，補償金制度是以法

                                                   
85 關於詳細的設計，參Netanel, supra note 38, at 42-43。 
86 參益思科技法律事務所，著作物重製設備補償金收取制度之研究，www.tipo. 
 gov.tw/copyright/copyright_book/研究報告 /0500215著作權補償金期末報告（定

稿）.pdf。 
87 參經濟部智慧財產局，有關不宜增訂著作權法第五十一條之一建立「著作權補

償金制度」之說明，2003年7月29日，at http://www.tipo.gov.tw/service/news/ 
 showNewsContent.asp?otype=1&postnum=3875&from=board，造訪日期2007年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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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授權為基礎。法定授權是指符合法律規定要件者，取得使用著作

的權利88。雖然不是直接由著作權人方面透過契約來進行授權，但

仍然是承認著作權人之權利，只是由法律介入規定使用著作要件，

取代契約協商。充其量也只能說是對契約自由限制，應不至於違反

著作權基本原理。況且，人類科技發展使得著作創作活動得以更有

效進行，著作也不是憑空而來，而是從社會中吸取養分，從歷史中

得到啟發。個人使用是涉及全體人民使用著作的問題，使用者多是

經濟能力有限之弱勢者，著作權法以公共利益考量來限制契約自

由，並不能說是不適當。很遺憾，直至目前為止，相關立法仍付之

闕如，討論亦不多見。 
綜合以上所述，本文認為，由於我國著作權法對個人使用問題

尚未有足夠因應對策。著作權第五十一條規定本身不完善，也沒有

設計法定授權與補償金制度。因此，在對個人使用執行刑罰之前，

必須先完善著作權法內之個人使用相關規範。基於此，本文無法認

同Kuro案第一審法院在如此不完備的著作權法制度設計下，對

Kuro網站會員論以著作權法第九十一條第一項擅自重製罪。但在刑

法理論上，應該如何思考此一問題？接下來，即將依據刑法基本理

論來進一步討論現行著作權法中個人使用刑罰化的問題。 

肆、個人使用之刑事不法性 

在刑法理論上，不是所有侵害利益的行為都應當被當成犯罪來

處罰。只是讓人感到不喜歡的行為尚未達社會損害性與危險性，並

不需要用刑罰加以處罰。刑罰應當以嚴重的法益侵害行為為主，而

                                                                                                                        
月21日。 

88 關於強制授權概念，參謝銘洋，契約自由原則在智慧財產權授權契約中之運用

及其限制，收於氏著，智慧財產權之基礎理論，頁83，2001年6月3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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且是有責的。此即所謂的應刑罰性（Strafwürdigkeit）。依此而

論，在討論個人使用的入罪化問題時，必須確定個人使用具有法益

侵害性，才具備不法性。但具備不法性行為，還必須是具備值得以

刑罰加以處罰的刑事不法性，才是刑法要加以預防的，也才是刑法

規範的對象。 
本文贊同對商業性盜版進行刑事制裁。傳統上刑法上財產罪之

不法內涵即是不法財產利益之取得。對著作權人市場形成競爭效果

的商業盜版正是以大規模使用他人著作方式來獲取不法利益。此類

行為的刑事不法性當可被肯定。然而，本文對個人使用行為的應刑

罰性持遲疑立場。首先將從個人使用行為之不法性展開論述。 
個人在私生活領域內使用著作可能的型態，包括，為了轉換觀

賞時間之錄製，或為了轉換空間的重製，如果這些個人使用並不涉

及網路的使用，而所的重製份數都是少量，應不是著作權法擅自重

製罪要預防的行為。對此項看法，向來比較沒有爭議。比較成為問

題的是，如Kuro案第一審判決中之會員在未經同意或授權下使用點

對點分享網路來重製他人著作行為。在從事此類行為時，行為人可

能會是出於兩種動機。第一種動機是因為網路上取得太便利，而選

擇使用此途徑。第二種動機是為了省下支付費用而重製。就目前現

況而言，線上取得比起到實體商店購買更為便利。如果下載行為是

純粹為了學習與娛樂，本質上仍是個人使用性質。比較容易產生爭

論是意圖節省費用而下載檔案，而所重製檔案數量並非少量的行

為。對此，本文擬從以下兩個方向來討論此類檔案下載的不法性：

首先，此類檔案下載行為是否成立竊盜罪或類似於竊盜行為？其

次，此類檔案下載行為是否侵害著作財產權？  

一、是否成立竊盜罪或類似於竊盜行為？ 

個人從網路上下載或使用點對點分享網路而重製他人著作行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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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個人，假使是出於省下購買費用動機所為的重製，此種行為是否

類似於未得同意而取走他人之物之竊盜罪？以竊盜罪為討論對象是

因為竊盜罪是財產犯罪，未經同意或授權重製所涉及的著作權被歸

為智慧財產權之一種。此外，竊盜罪之不法內涵是已經長期獲得多

數人承認。如果未經同意或授權重製是竊盜行為，或者類似於竊盜

行為，我們即可確認未經同意或授權重製的不法性。 
美國國會為因應數位時代網路上之重製問題，而於一九九七年

通過的「電子竊盜法」（No Electronic Theft Act）89之立法背景正

是美國逐漸普及的著作類似於珠寶、汽車與電視機等有體財產的觀

點90。「電子竊盜」一詞就是來自竊盜的比擬。然而，很清楚的

是，著作之無體性使得未經同意或授權重製行為無法成立傳統之竊

盜罪。不過，值得探討的是，未經同意或授權重製行為是否與竊盜

行為具有犯罪結構上與不法內涵之等值性？首先可以比較的是未經

同意或授權重製對象之著作與竊盜對象之有體物。由於無體性格之

著作與有體物不同，未經同意或授權重製行為之行為結構與竊盜罪

之行為結構與不法內涵因而並不相似。意圖據為己有而在沒有得到

同意下取走他人之物，此行為立即改變有體物持有狀態，造成原持

有人之損害，行為之不法性甚為明確。然而，著作無法被取走，行

為人無法將著作據為己有。行為人想擁有某份著作，只要重製一份

                                                   
89 本法在美國聯邦法典第17編第506條第(a)項第(2)款中增設了不以營利意圖為要

件的刑事犯罪類型。相關內容，參同註1。由於新設非營利意圖侵權之犯罪類

型包含重罪規定，引起許多批評。有評論者甚至認為，此項立法將使美國成為

「重罪者之國度」（nation of felons），參Aaron M. Bailey, Comment, A Nation 
of Felons?: Napster, the NET Act, and the Criminal Prosecution of File-Sharing, 50 
AM. U. L. REV. 473, 491 (2000). 

90 Lydia Pallas Loren, Digitization, Commodification, Criminalization: The Evolution 
of Criminal Copyright Infringement and the Importance of the Willfulness Require-
ment, 77 WASH. U. L. Q. 835, 853 (19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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該著作之拷貝即可，並不需要將原著作取走。著作權人依然持有該

著作，他仍有繼續對著作進行使用。此種使用也沒有排他性。這與

偷一本書與一張CD是不同的。其次，製作相同功能的著作拷貝並

不會使著作耗竭。有時，多人、多次使用還甚至會增加著作的價值

利益。由於無法確立著作與有體財產相似性，未經同意或授權重製

與竊盜行為是否具有可相對應的等值不法性問題即有爭議。 
由以上所述可知，著作與一般的有體財產的性質不同。著作權

法上之重製問題，不是與著作權人所擁有的什麼東西被偷有關。可

能思考方向是著作權利的侵害有關91。本文即將此觀點進行討論。 

二、是否侵害著作財產權？ 

我國著作權法第九十一條第一項指出「擅自以重製方法侵害他

人著作財產權」，已明示出「侵害他人著作財產權」要件。立法者

藉此清楚地表達，僅是未經同意或授權下之重製，尚非屬本罪所要

處罰的不法行為。嚴格言之，重製本身並無不法內涵，許多人可以

取用著作是社會利益的最大化，個人重製行為並不是有害於社會整

體發展的行為。而且，在初步觀察下，似乎沒有被害人與其既有利

益之損害發生。關鍵之處應在，重製行為是否對於著作權人之財產

權有所影響。亦即，著作權人是否未獲得本應得之利益。 
傳統上，財產法上之財產權是由一組權利組成。對於某物之所

有權即是由對物之使用、收益、處分與排除他人干涉有關。著作權

法上之著作權也是跟著作的使用、收益、處分與排除他人干涉。只

是必須注意的是，由於著作權法的特殊性質，使得著作權之內涵有

別於傳統財產權。在著作權法設計上，不是所有的使用他人著作的

                                                   
91 See Geoffrey Neri, Note, Sticky Fingers or Sticky Norms? Unauthorized Music 

Downloading and Unsettled Social Norms, 93 GEO. L.J. 733, 740 (2005).  

−280−



       數位時代個人使用之刑罰問題 51 

 

九十六年八月 

型態都是必須得到著作權人同意或授權。無論是歐陸著作權法之自

然法權利之勞力報償理論，或者，美國著作權法之功利誘因理論都

主張著作權法必須考量著作權人與其他社會成員間利益的衡量，因

此，授予著作權人專屬權利不可能排除一切的著作使用活動。在某

些情形下，為了其他利益限制著作權本身是對整體社會有利。據此

以論，未經同意或授權重製具有不法性的前提在於，非屬著作權限

制事由，依據著作權法上規定理應得到著作權人同意或授權，或者

應支付一定的對價，但卻未得所有權人同意或授權，也不支付對

價。因此，必須詳細區分各種不同類型的個人使用行為。 
如同前文所指出的，最具爭議性的問題是，個人為了省下費用

而由檔案分享網站下載所需檔案的行為是否侵害著作人之著作財產

權？如何證明下載行為已經造成著作權人利益之損害？依據Lessig
教授見解，從經濟觀點而言，只有為了省下購買費用的情形，才會

損害著作權人利益92。因為如果不是可以免費經由檔案分享網站取

得所需檔案，他們就會去購買。在此種情形，不必證明實際上是否

購買，都可以「財富移轉效果」（wealth transfer effect）為由，而

管制此類使用93。曾有統計資料顯示，百分之四十五的Napster會員

如果沒有使用此網站，比較可能會去買合法音樂產品94。至於為了

試聽而下載的使用，Lessig教授主張，雖然此類行為在現行法下是

不法，但卻是對著作權人有利95。 

                                                   
92 LAWRENCE LESSIG, FREE CULTURE: HOW BIG MEDIA USES TECHNOLOGY AND THE 

LAW TO LOCK DOWN CULTURE AND CONTROL CREATIVITY, 68-69 (2004). 
93 Id.  
94 Big Labels (Finally) Hop on Net Music Bandwagon (last modified July 22, 2000), 

available at http://dailynews.yahoo.com/h/en/big_labels_finally_hop_on_ net_ music_ 
 bandwagon_1.html ( last visited June 8, 2006). 
95 LESSIG, supra note 92, at 68-69 (20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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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必須一提的是，審理Napster案的美國聯邦最高法院認

為Napster網站使用者不能主張合理使用。其主要根據是在於此種

使用對著作權人市場取代性效果。點對點分享網路的設計功能是與

不特定多數人分享著作檔案。即使個人重製檔案僅是為了自己娛樂

之用，但如果允許大眾經由檔案分享網站下載所需的著作檔案滿足

需求，無疑的將會被吸引至此，個人也將不會尋求其他必須付費的

合法管道來取得他人著作，而另一個必須支付價格的著作權人市場

交易必然萎縮。這也必然會影響著作權人的市場利益。此外，由於

下載的對象大多是目前必須付費才能取得的音樂檔案，使得此種使

用成了商業使用。 
本文基本上同意上述的觀點。針對那些不是僅為了試聽，而是

為了避免支付購買合法著作價格的下載者而言，並無法確定的說，

如果他們不能經由檔案分享途徑取得，就會去購買。畢竟就實際情

況而言，消費者會決定去購買授權的CD的前提是，他的滿足感或

效用大於或等於買CD的錢。這項前提無法一概而論，必須逐案認

定。因此，當在個案中判斷著作權人財產權所受的影響時，必須先

排除掉絕對不會去購買的個人，接下來才是那一些如果不是經由未

經同意或授權重製途徑，即可能去購買的個人。在證據認定上，不

需要證明此個人確實會購買，只要證明此個人屬於比較可能去購買

的消費群，即能證明對著作權人之著作收益權有所影響。 
以上所述經濟觀點下的財產損害。由於擅自重製罪是著作權法

內之刑罰規定，而著作權法本身與資訊產業經濟發展密切有關，採

用比較寬的經濟上財產損害認定基準也是可以接受。不過，在此還

要強調的是，必須對著作權人著作收益有實質重大影響，才值得以

刑罰處罰，該行為之刑事不法性也才可確立。限定於實質重大損害

的個人使用才能成立犯罪，也才能被規定為犯罪。這是出於刑罰最

後手段性之考量。刑罰必須保留到最嚴重的著作權侵害類型。刑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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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執行會嚴重干預行為人的自由、人格發展與人性尊嚴，即使刑罰

的功能在維持社會秩序，也不能沒有限制，只能最低限度的使用。 
在比例原則之下，針對法益侵害行為，如果較輕的法律救濟手

段即可達到預防目的，不應採用較重的手段。針對嚴重的利益侵害

行為，損害賠償的預防效果有時並不足夠。刑罰仍有不可取代的預

防功能。在個人使用問題上，即使所下載著作檔案數量眾多，對著

作權人利益可能也只是造成輕微損害，應尚未達到以刑罰處罰的程

度。在前引Kuro案第一審判決中，法院強調本案被告「下載之數量

多達九百七十首」。從此似乎可知下載著作檔案數量是法院與著作

權人所關切的重點。本文認為，由於網路的便捷性與重製設備、重

製媒介日漸便宜，許多人習慣性儲存檔案，然而實際上使用的數量

仍有限。唯有實際上所需要與使用的著作才是可能對著作權人市場

有影響。換句話說，法院如果無法證明被告不去下載這九百七十首

歌曲就會去購買，因而使得唱片業者減少這九百七十首歌曲的銷售

金額，就不能認定被告下載這九百七十首歌曲對著作權人利益有所

影響。因此，在個人使用問題上，不能只從數量來認定著作權人利

益之侵害。如前所述，必須是屬於比較可能去購買的消費群所為數

量大之重製，才能認為對著作權人收益有所影響。 
即使尚未有結論性的足夠數據與資料來證明個人使用對著作權

人收益造成的損害，但不能否認的是，眾多個人所造成輕微損害之

累積也可能對著作權人有實質重大的損害，而且，一旦無法從著作

中收取足夠金錢回報，不但沒有辦法刺激創作，也無法為下一次創

作累積資金，甚至也將影響社會整體的創作過程。不過，在立法政

策上應該避免將沒有關聯的眾多個人所累積的損害歸由個人負責，

比較適當的方式是由國家以增進公共利益的目的對此類行為進行管

制。個人使用的法定授權制度與民事損害賠償制度即屬於管制手

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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綜合以上所述，本文認為，如果可以證明為了省下購買費用而

使用檔案分享網路下載檔案對著作權人之著作收益造成實質重大影

響，應可被認定成立著作權法第九十一條第一項之「侵害著作財產

權」。至於其他的情形，例如，為了試聽而下載音樂檔案，很可能

刺激購買欲，增加CD的銷售量，著作權人之收益增加；或者，下

載已經不再銷售的音樂檔案，無法認定對著作權人之收益造成實質

損害，無法成立著作權法第九十一條第一項之「侵害著作財產

權」。在此些情形中，即使未得同意或授權而下載，該行為亦不具

備刑事不法性。針對個人對著作權人所造成的輕微損害應以刑罰以

外的管制手段來對應。至於已經造成著作權人實質上重大損害，才

是刑法要預防的對象，也才具有刑事不法性。 

三、實質重大損害之認定 

前文中所提及著作收益之實質重大損害是個人使用不法內涵的

根據，但卻引發著作收益與損害的認定難題。認定困難主要來自以

下二方面的因素。首先，使用著作權利益是由社會人口中的絕大多

數人所享有，然而著作的成本卻是由少數生產著作之著作權人所支

付。著作權人雖然不一定是弱勢團體，但與使用著作之消費者相比

卻是極少數人。再者，當著作權人自著作所取得收益減少，著作之

生產過程必然受到影響，此所形成的社會損害是非直接、無形與累

積96。正因如此，眾多的個人使用對少數著作權人利益之侵害與對

整體社會可能造成的長期損害都容易被忽視。 
但應如何認定實質重大損害？本文認為應該可以商業盜版規模

                                                   
96 Steven Penney, Crime, Copyright & the Digital Age, in What is a Crime? Criminal 

Conduct in Contemporary Society (Law Comm’n of Canada ed., 2004), at 
http://papers.ssrn.com/sol3/papers.cfm?abstract_ id=4399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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來做限制。傳統上，商業盜版之不法性問題上，爭議不多。在商業

盜版行為出於與著作權人競爭的動機，掠奪著作權人之市場利益，

並沒有顯現任何社會價值，對著作權人純然是一種財產的剝奪。如

果個人使用與商業盜版之不法內涵已等值，應可認為該個人使用對

著作權人市場形成影響。不過，必須仍注意的是，大多數的個人使

用與純粹商業性盜版仍有不同之處。個人使用與著作權人之利益關

係並非如商業盜版關係一樣是尖銳對立。因此，不能只從著作權人

單方面認定著作權人實質重大損害，而必須經過利益衡量。畢竟，

著作權法除了保護著作權，也在追求公共利益97。 
本文認為應以個人未經同意或授權重製是否會影響著作生產者

創作意願作為判斷對著作權人是否造成實質重大損害的標準。如果

著作生產者可由多方管道取得足以鼓勵與支持其繼續創作的經濟利

益，此時，對著作權人並無實質重大損害。在此前提下，重製比例

或數量多寡即非唯一因素。重製比例涉及欣賞著作的方式。數量

多，市場代表需求大，著作權之利益更可以依據諸如演唱會、書籍

等多方管道確保。 

伍、個人使用之有責性問題 

前文討論了個人使用的不法性問題。接下來要說明的是，具有

不法性的個人使用行為的有責性問題。將著作權法擅自重製罪適用

於個人使用行為時，刑法犯罪理論下之有責性問題主要是關於使用

者的個人情況。在此，可能涉及的兩種情況，值得討論。一種情況

是，誤解著作權法，以為只要是個人使用，就是合法。在此情形

                                                   
97 我國著作權法第1條規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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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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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涉及有責性要件之不法意識欠缺的問題。另一種情況是，沒有

誤解著作權法，也知道個人使用可能違反著作權法，但仍選擇去重

製。茲於下進一步討論相關問題。 

一、不法意識欠缺的問題 

個人從事未經同意或授權重製時，可能會因對著作權法未投以

足夠注意或心存僥倖而對著作權法上個人使用或合理使用的內涵欠

缺正確認識。假使對個人使用或合理使用之相關規定理解錯誤，而

自認自己行為不該當於擅自重製罪之不法構成要件，屬於刑法上之

包攝錯誤。依據目前德國通說98與我國學者之見解99是以欠缺不法

意識的禁止錯誤理論來處理。本文認為，禁止錯誤之不可避免性是

阻卻責任事由，必須考量著作權法本身目的與性質，採取較寬鬆認

定標準。 
前文已經多次強調，我國著作權法上關於個人使用之規範並不

完善。著作權法第五十一條個人使用與第六十五條第二項合理使用

之關係仍不清楚。依據本文的理解，個人使用與合理使用應是不同

概念。在我國著作權法之下，假使不成立著作權法第五十一條個人

使用，仍可以依據第六十五條第二項之各基準來檢驗是否成立合理

使用。然而，判斷合理使用之合理一向是很困難。使用者認為是公

平與適當的使用，著作權人不見得會認同。因此，個人使用或合理

使用之界線通常需要一場訴訟來進行確定。正因為個人使用或合理

使用的判斷具有高度不確定性，社會大眾在使用他人著作時無法正

確判斷其行為是否合法，如果在禁止錯誤之可避免性問題上，採取

嚴格認定，大眾為避免被判定侵權而需受刑事處罰，多會放棄利用

                                                   
98 Vgl.Tröndle/Fischer, StGB, 53. Aufl., 2006, § 16 Rn. 11.  
99 林山田，刑法通論（上），頁411，2006年4月增訂9版2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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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人的著作，如此一來，將對大眾產生寒蟬效應而阻礙資訊的流

通，著作權法的最終目標即無法達成。因此，在禁止錯誤之可避免

性問題上必須注意不能讓有守法意願之人民承擔過重的調查行為是

否違法的義務。 
刑法犯罪理論上之不法意識並不是指違反某特定法律規定的認

識，只要一般性認識自己行為是違法即可。但若認為自己行為充其

量僅是不道德，尚不至於違法，不具有不法意識。這些年來，經過

社會宣導與學校資訊倫理教育等過程，著作權法逐漸為一般人民所

認知。現在，只要對著作權法有最基本認識的人都知道，除非與公

共利益有關，在一般情況下，重製他人著作必須得到著作權人同意

或授權。假使行為人已經具備這樣的認識，即足以認定該行為人具

有不法意識，並不需要很確定的知道該行為是否符合著作權法第九

十一條第一項擅自重製罪之規定。或許基於這樣的背景事實，前引

Kuro案第一審法院甚為堅決的認定使用點對點檔案分享服務下載檔

案的行為人具有不法意識：「『不法意識』，乃指行為人認識其行

為違反規範或社會規範而與社會共同生活秩序維持之要求相牴觸之

意。一般而言，只須行為人於行為之際有此認識即為已足，不以行

為人確實認識其行為違反某一刑罰法規或其行為具有可罰性為必

要。而任何人不得擅自重製他人有著作權之著作，此乃一般國民及

社會大眾普遍均有之認知，被告陳○惠自不得諉為不知，且其違法

重製曲數高達九百七十首，主觀上更不可能相信其行為係合法，而

無不法之意識，至於重製之份數在法律上如何計算，此乃法律解釋

之問題，與有無不法意識無涉。」 
不過，在此要特別指出的是，在有些個案中，要證明使用點對

點檔案分享服務下載檔案行為人之不法意識會仍有困難。舉例而

言，點對點網站經營者在電視或網路上廣告點對點檔案分享服務

時，此種情況會讓一般人民誤以為只要使用該網站就是合法，或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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付費即屬合法。在此情況下，行為人的不法意識欠缺應屬可以接受

的推論。 
由以上所述可知，大多數情況下，行為人應具有不法意識。因

此，就現況而言，更有討論實益的問題是，具有不法意識的個人未

獲同意或授權重製不法行為的有責性問題。接下來，本文所將探討

的有責性問題將著重於不涉及包攝錯誤或禁止錯誤的個人未獲同意

或授權重製。 

二、規範責任論下之減免罪責 

由於前文已經主張必須對著作權人利益造成實質重大損害之未

經同意或授權重製行為，才具有刑事不法性。未達此程度者，只能

評價為民事侵權行為。鑑於此類行為之不法內涵甚為嚴重，在此，

本文主張法院得對此類之不法行為進行罪責減免，但無法完全阻卻

罪責。茲於下說明之： 
首先，刑法上規範責任論認為罪責就是對行為人之故意或過失

不法行為進行非難與譴責。在心理責任論之下，當行為對其所從事

的不法行為具有故意或過失時，即具有責性。但規範責任論則是進

一步關心行為人是否能不為此故意或過失的不法行為？如果一般人

可以做得到，而行為人卻沒有做到一般人能做到的，即可對其行為

進行非難。假如，一般人都做不到，如何能期待行為人？在此情況

下，即難以對他的故意或過失的不法行為進行非難，應當減輕或免

除其罪責100。本文認為由於前述主張仍過於廣泛，難以適用，比

較適當的討論是從現行刑法中之法定減免罪責事由著手。 
現行刑法上法定罪責減免事由，除可避免禁止錯誤（刑法第十

                                                   
100 參林山田，同前註，頁38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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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條）101之外，只限於正當防衛過當（刑法第二十三條但書）與

緊急避難過當（刑法第二十四條第一項但書），因此，要將減免罪

責事由適用於個人未經同意或授權之重製不法行為，只有兩個途

徑：一是類推適用正當防衛過當與緊急避難過當之規定，或者適用

正當防衛過當與緊急避難過當所依據的基本原理。由於個人使用並

非如正當防衛與緊急避難一般，屬於緊急事態下之行為，無法進行

類推適用，只能援引正當防衛過當與緊急避難過當免除罪責事由之

基本原理。 
本文將以Jescheck教授為傳統刑法上防衛過當與避難過當等

「免除責任事由」（Entschuldigungsgründe）所提出的背後原理為

根據，針對個人使用為如下主張：侵害著作財產權的個人未經同意

或授權重製雖已具備不法性，但其不法與責任之程度卻會因為個人

使用的目的與外在規範環境不完善而減低。法官在適用擅自重製罪

刑罰規定時，可以個人使用作為減輕罪責根據而達減輕其刑之效

果。甚至立法者可以考量個人使用問題的特殊性而在著作權法刑罰

規定內增訂與個人使用相關的「免除責任事由」。茲於下說明之。 
根據Jescheck教授的說明，免除責任事由是指以下情況：行為

雖具有結果不法性，但由於行為人追求正當目的，行為的不法性因

而降低。此外，行為人處於外在不尋常環境而做出違法行為的決定

難以被非難，行為人所應負的責任亦被降低。此兩項對行為人有 
利的評價雖不能導致有責性之阻卻，但立法者得以裁量放棄責任非

                                                   
101 新修正刑法第16條規定：「除有正當理由而無法避免者外，不得因不知法律

而免除刑事責任。但按其情節，得減輕其刑。」從此除外規定可知，當行為

人具有不可避免的禁止錯誤，「免除刑事責任」。在解釋上，此處所指「免

除刑事責任」的意義應是指「阻卻」從事不法行為之行為人之有責性。阻卻

有責性，即無罪責，不成立犯罪。如果是可避免的禁止錯誤，僅是可減輕罪

責或免除罪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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難102。 
根據上述觀點而進一步提出本文主張。首先是關於個人使用所

追求的目的。個人重製著作目的在於滿足個人吸收知識與訊息的渴

望，以及豐富個人精神生活內涵。此種資訊目的可以減低個人未經

同意或授權重製行為之不法性。依據黃榮堅教授見解，不法的減輕

必然同時也是責任的減輕。法律上對低度不法行為的期待可能性也

跟著降低103。 
接下來，再討論整體著作權規範環境。經由著作權人中介團

體，諸如唱片、電影業者等之立法遊說，著作權法持續的擴張，個

人使用所代表之利益並沒有被充分考量。不可否認的，現今整個著

作權規範環境不公平的傾向於保護著作權人，個人使用空間幾乎有

限。此外，著作權法設計上，有些著作權重疊是其特色。例如，音

樂產品上有錄音著作與內容之音樂著作，不但增加取得授權上之困

難，也使得取得授權成本增加。個人對網路上所下載的音樂檔案逐

一尋求授權不但不經濟，也確有事實上困難。解決此問題的方法是

健全授權機制。強制授權與徵收補償金制度在歐洲已十分盛行，但

我國著作權法尚未針對個人使用建立相類似制度。由網路上中介團

體出面與著作權人達成授權的情形不普遍，此導致個人在網路上合

法取得檔案的來源並不多，個人幾無可避免的陷入著作權侵權爭議

中，也使得著作權人除了訴訟之外，幾乎沒有管道取得合理的補

償。 

                                                   
102 Jescheck/Weigend, AT , 5. Aufl., 1996, § 43II。 
103 黃榮堅，基礎刑法學（下），頁710-711，2006年9月3版第1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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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引Kuro案第一審法院判決似乎執著於點對點網站經營者所

應負的刑事責任104，而忽略了該案是有關數位時代個人使用的案

例。處理個人使用問題比較適當的方式應是先以民事訴訟程序追究

點對點網站經營者與會員之民事侵權責任，但卻在未有民事訴訟審

判結果之前即行展開的刑事訴訟，此也顯出我國個人使用規範機制

之缺失。目前社會應做的工作是儘快完善著作權法上個人使用或合

理使用規範，以及建立強制授權與徵收補償金制度，並鼓勵網路上

中介團體出面與著作權人達成授權105。如果這個規範環境條件一

直無法實現，個人又無法不使用便捷的網路來取得資訊，將可以基

於刑法對個人並無法完全期待不去從事未經同意或授權之重製行

為，必須進行部分的責任非難。也因此，個人使用即使已經實質重

大侵害著作權人利益，也能減免此不法行為之罪責。 
前文介紹過Kuro案第一審法院判決網站會員成立擅自重製

罪，並宣告四個月有期徒刑與緩刑。這項判決結果反應了執法者對

著作權法上刑罰規定之疑慮，不願對個人加諸處罰。但法院似乎沒

有思考過，一般人都無法不下載，如何能期待本案被告。本案被告

之行為應可得到罪責之減輕。甚至法院可放棄對此行為的非難與譴

責而免除其罪責。 

                                                   
104 由於Kuro案的判決是Kuro網站經營者提供P2P服務行為與其會員所實行的擅自

重製行為成立著作權法第91條擅自重製罪之共同正犯，本文遂由此推論，法

院的焦點可能是在如何論證網站經營者之刑事責任，因此忽略了會員重製行

為所涉及的問題。關於共同正犯判決之介紹與評析，參蔡蕙芳，P2P網站經營

者與其會員成立共同正犯之可能性—— ezPeer與Kuro案之分析與檢討，科技法

學評論，3卷1期，頁45-73，2006年4月。 
105 直到ezPeer與Kuro訴訟案一審宣判後，我國的線上音樂網站才與著作權人和

解，取得著作權人同意，建立合法管道，參邵瓊慧，同註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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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規範衝突預防無效之減免罪責 

前文從規範面去探討刑法的內涵應該如何。也就是，著作權法

之擅自重製罪應該用來規範對著作權人有實質重大損害的個人重

製。而且，從規範觀點而言，一方面，個人未經同意或授權下之重

製行為追求精神生活滿足之正當目的。另一方面，在個人使用之定

義與在著作權法上定位不明確，以及相關法定授權與補償金配套措

施尚未完善建立前，人民處於不完善的規範環境中，刑法不能或難

以期待人民不從事擅自重製行為。接下來，本文將先以分析方式去

探討社會中關於為個人使用而重製著作問題上所形成的實際上的社

會道德規範是什麼？緊接著，討論刑法規定與社會道德規範衝突下

所產生的刑法不服從問題。然後，延伸到因刑法與社會規範衝突，

刑法無法運作預防功能時，應節制對個人使用刑罰。 
不可否認的，社會中有二套關於個人使用著作的規範。一是著

作權法的立法規範。二是現實世界中的道德規範。當初，這些規範

還算一致，也就是，個人使用不包括在著作權法禁止範圍內，但現

在由於網路使用衍生的大量重製問題，著作權法的立法也漸趨嚴

格，這兩套規範已經無法吻合。在社會討論中，經常可以看到以下

說辭：「過去都這樣，為何現在不行？」「我又沒有轉拷光碟銷

售，自己聽或者與朋友分享為何不行？」「別人都可以，為何我不

行？」「同學都在下載，自己不做是笨蛋」等。甚至也有法律系學

生為如下表示：「在讀著作權法的時候都會有一種人格分裂的   
感覺，早上到圖書館讀什麼行為侵害著作權，晚上按滑鼠下載盜

版」106。前述各種說法已足以說明著作權法與現實世界規範的差

異。 

                                                   
106 本段文字引自本文作者所任教中興財經法律學系學生資訊法律課程之家庭作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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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普遍被接受的社會規範是只要不是販賣或出租他人著作得

利，為了資訊分享而重製著作並不是不對的。此外，大多數人也都

認為，未經同意或授權下載檔案即使是不合法，也僅應負侵權行為

之損害賠償責任，不至於成為犯罪。雖有學者嘗試以將自己快樂建

立在他人痛苦上來說明此類行為的不道德性107，但普遍上社會規

範認為未經同意或授權下載檔案是可接受，並不會認為此種行為是

不道德的，而主張必須進行犯罪譴責。這可以說明為什麼大多數人

民不顧著作權法上擅自重製罪之規定與相關訴訟判決，依然在上

傳、下載、轉寄、轉拷各種音樂、圖文、影像檔案。 
通常，社會道德規範對個人行為的內化效果比法律規定更直

接。當這兩者衝突，人民傾向於遵守社會規範。大多數情形中，刑

法與社會道德規範是一致的。但有時刑法與人民所遵守的社會道德

規範是相違背的。兩者的差距愈大，刑法愈不可能被遵守。人民遵

守刑法，不只是因為他們從事某個被刑法所處罰行為所必須付出之

被制裁成本高於從該行為所得的利益，也是因為他們相信此行為是

不對的，而且害怕招致社會的譴責。假如社會普遍認為某個被刑法

處罰的行為並非不對，將無道德力量引導人民去遵守刑法，也難以

阻止人民去從事違反刑法的行為。一旦當行為人不認為某個行為是

道德上不對的行為，可能促使他守法的即是只他對被追訴風險的評

估108。因此，當許多鄰居、同學或同事都在從事某個被刑法所處

                                                   
107 著作權法學者蕭雄淋教授曾表示：「……每一個人下載一些MP3音樂，可能

導致著作權人CD的滯銷，著作權人的心其實是在滴血。學生將自己的快樂建

立在著作權人的痛苦上，不僅不值得鼓勵，而且還應受到道德上的非難。」

參蕭雄淋，單純下載MP3違法嗎？，中國時報論壇，90年4月19日。 
108 See Tom R. Tyler & John M. Darley, Building a Law-Abiding Society: Taking Public 

Views About Morality and the Legitimacy of Legal Authorities into Account When For-
mulating Substantive Law, 28 HOFSTRA L. REV. 707, 712, 719-720 (2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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罰行為，人們比較不可能認為自己所從事的相同行為是錯的，而且

也會認為被追訴的風險很低。這都會吸引他們去做這些行為109。 
再進一步而言，建立不法行為之有責性的前提是行為人所從事

的不法行為是可以預防的。通常，刑法是不能預防那些無法做出理

性決定的行為人做出侵害他人法益的不法行為。原則上，未滿十四

歲之兒童或精神障礙或心智缺陷者的行為是無法預防。除非他們能

理解為什麼會被處罰，否則刑法是無法對他們運作預防功能。除此

之外，刑法本身的預防功能對處在特殊情況中的行為人也是難以運

作。這是因為處在特殊情況中的人民，即使他知道自己的行為可能

違反刑法，但仍難以做出遵守刑法的理性決定，因此，無法要求行

為人對不法行為承擔完全罪責。 
現實上的問題是，由於社會規範與著作權法相互衝突，缺乏支

持人民守法的環境，導致多數人民很難去信服與遵守著作權法。愈

少人遵行的刑罰規定，其警示功能越低。刑罰規定的警示功能愈

低，違反相關刑罰規定人民的內疚感也就愈低，人民也就愈不可能

遵守此刑罰規定。換句話說，人民會在未經同意或授權下重製是因

為規範衝突存在以致於欠缺支持人民守法的環境。唯有消除此規範

衝突，建立支持守法的環境，才能有效預防未經同意或授權下之重

製行為。 
相對於社會規範，法律本身的權威性也是影響人民行為的重要

因素。人民雖可能不贊同目前著作權法上之刑罰規定，但由於刑罰

規定與法院判決的權威性，人民仍會試圖去遵守這些刑法規範，也

認為違反刑法規範是不道德，也是不合法。久而久之，刑法規範將

影響人民的信念，形塑社會規範。或許有一天，社會規範將會受著

作權法影響，而形成個人使用是犯罪的共識，大多數人民才會自願

                                                   
109 See Penney, supra note 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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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遵守著作權法。在這一天到來之前，針對個人未經同意或授權重

製行為之規範衝突，必須限制刑罰的適用。 
據上所論，本文認為目前的規範衝突導致欠缺支持人民守法的

環境，此事實處境雖不能使個人不必為自己所為未經同意或授權下

之不法重製行為承擔罪責，但至少此事實處境導致刑法的預防功能

無法順利運作，應可以此為理由，讓行為人承擔減輕的責任。 

陸、結 論 

目前，許多人雖然都知道非經同意或授權下之重製是違法，但

為什麼依然仍有如此多的人持續在從事此種行為？為何一個不會到

商店順手牽羊的人下載時會毫無愧疚感？背後的社經背景應被重

視。經過較為深入的瞭解，本文發現個人使用有其獨立的內涵。個

人使用雖不能否認有助於公共利益之達成，但主要是與私生活有關

之隱私權有關。至於合理使用，它所代表的是著作權人與公共利益

間衡平機制。著作權法鼓勵能增進公共利益的合理使用，因此，在

制度設計上不需得著作權人同意或授權即可使用。德國著作權法上

雖沒有規定類似我國著作權法第六十五條第二項合理使用概括規定

與判斷基準，但詳細列舉出包含私人重製之個人使用與其他著作權

權利限制事由。美國著作權法則以列舉的免責事由與提供合理使用

判斷基準之著作權法第一○七條來落實合理使用機制，並輔以法院

針對各類問題所思考的解決方式。相較於德國與美國之相關規定，

我國著作權法上個人使用規範仍不十分完善。此外，我國著作權法

也缺乏因應個人使用問題的法定授權與補償金制度。 
著作權法是涉及眾多利益與影響範圍廣大的規範。個人使用又

是著作權法內影響層面最廣的問題。刑法本身並非解決利益衝突的

最佳選擇，也不適合用來控制人民的文化活動，更不應當被視為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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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權人權利保障的優先選擇工具。不是所有為省下支付費用之未經

同意或授權重製均具有刑事不法性，唯有對著作權人之著作收益有

實質重大影響之重製，才值得以刑法來對抗。換句話說，為了進行

公開散布的重製，才會侵害著作權人之重製權。因此，本文只能贊

同將對著作權人有實質重大損害的個人使用入罪化。至於如何認定

著作權利益之損害，不能單從著作權人觀點考量，仍必須經過多方

利益衡量。即使個人未經同意或授權重製對著作權人利益造成重大

損害，已具有刑事不法性，法官也可以考量社會規範與著作權法相

衝突的規範，而減輕，甚至免除個人之罪責。 
由於著作權法持續的賦予著作權人保護，已實質上縮小個人自

由使用之公有領域範圍。個人所從事的資訊活動、娛樂活動，甚至

交易活動不可避免的涉入未經同意或授權使用他人受保護著作之侵

權爭議。刑罰也因此而被迫擴張。這樣發展使得一般人民的日常生

活都可能面臨著作權法上侵權或犯罪的訴追。假設毫無限制的追訴

個人所可能成立的擅自重製罪，家家戶戶都將被認為犯罪場所，因

為個人電腦加上網路就足以成立小型印刷場或音樂製造工廠。難題

是，法律的執行如何能及於每個個人的生活領域？ 
或許，拜科技之賜，監控個人使用著作行為已不是障礙。利用

數位技術管理個人使用著作活動之數位權利管理系統（digital 
rights management systems）著作權人可以準確掌握個人行為110。

即使能找出侵權人而對之起訴，但進行訴訟勢必要進入私人生活領

域，而干預私人生活，威脅了一般人民的日常活動。此外，一旦個

                                                   
110 在此必須說明，如果數位權利管理系統可以控制個人使用，是否還需要建立

法定授權與補償金制度？本文認為，數位權利管理系統對隱私權的保護是有

疑慮，即使利用數位權利管理系統保護著作利益似乎是著作權法趨勢，但仍

主張維持法定授權與補償金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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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使用成為著作權法執行的對象，勢必演變大規模的執行，這樣的

執行手段是否過當？執行的成本是否過高？如果囿於現實因素而只

對少數特定人執行時，是否更引發選擇性執法的爭議。再者，從民

事損害賠償觀點，針對個人執行所取得之賠償額遠不及於所花費訴

訟成本。從刑事處罰觀點而言，選擇性執法的預防功能亦屬有限。 
最令人憂心的是，著作權法之刑罰規定即將改變刑法的本來面

貌。當刑法的執行進入使用電腦與網路的個人領域，刑法的目標即

從過去之社會中最重大惡極的少數份子到每個人民。當舉國都是犯

罪人時，刑法已經失去最後手段性功能。事實證明了，即使世界各

地著作權人對個人展開訴訟，網路上個人下載行為仍是非常普遍。

因此，必須考慮的問題是，針對個人下載檔案行為是否要如酒精檢

測的工作，大規模的對所有往來車輛進行攔檢？檔案下載行為所造

成的損害顯然無法與喝酒而在路上橫行的不定時炸彈相比擬。過

去，以向重製機器製造者徵收補償金來迴避對個人私領域的入侵是

解決問題的良策。現在，更不能走回原來的路。 
鑑於著作權法之特殊性，本文認為應該儘量節制對個人行為。

畢竟刑罰的執行，即使只是著重於刑罰的威嚇，與著作權法之立法

目的都是不相符合的。必須一再強調的是，刑法並不適合來解決著

作權法上的問題。即對個人使用者以緩起訴處理，可以避免了對個

人起訴，但仍不是最適當的處理方式。最根本性的是以徵收補償金

等管制手段規範個人使用。因此，就著作權刑罰執行而言，國家應

把司法資源投注在商業性盜版上，而非個人使用上。至於著作權利

利益之保護，應採取事前管制手段之補償金制度。 
最後要強調的是，利用刑罰法律規範約束網路使用行為已違反

刑法向來運作方式，亦即，以社會上通行的行為規範為運作核心。

現今的運作方式剛好相反，先是以刑罰規定形成法律規範。然而，

不是所有的法律被制定公布後就理所當然的被人民遵守。法律是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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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確實遵守終究不是取決於執法，人民認同與合作意願毋寧是更為

重要。先建立人民對著作權法的確信與共識，在內化基礎上自我約

束，著作權法才能發揮功能。這應是面對個人使用問題之未來應努

力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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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Criminalization of Personal 
Use in the Digital Age: An Analysis 

of the Kuro Decision 

Hui-Fang Tsai *  

Abstract 

Criminal punishment has been evolved into the main weapon to 
protect copyright. However, the main target of criminal sanction has 
been commercial pirates who make profit from the infringement. Due to 
the non-profit nature, copying for personal use was exempted from the 
realm of infringement and crime. Recently, it has been observed that 
personal use is threatened by criminal punishment.  

This article aims to discuss whether personal use is legal and it 
should be punished and provide an analysis of the reasoning of the 
Taipei District Court’s Kuro decision involving individual user’s per-
sonal use copying. To address these questions, it is first necessary to 
track the history and recent developments of personal use in copyright 
laws. Part II presents the historical evolution of personal use and a 
comparative analysis of personal use and fair use in traditional copy-
right law. Part III considers the need for updating copyright norm of 
personal use in the digital age and proposes to extend the concept of 

                                                   
* Associate Professor of Law, National Chung Hsing University, Department of Financial 

and Economic Law. 
Received: March 30, 2007; accepted: June 25, 2007 

−304−



       數位時代個人使用之刑罰問題 75 

 

九十六年八月 

personal use to include copying, distribution and adaptation. Part IV 
reviews the rationale for treating personal use as criminal conduct from 
the unlawfulness doctrine of criminal law. The analysis in Part V sug-
gests partial culpability of personal use. Part VI represents my views 
and comments on the problematic role of criminal law in regulating 
personal use. 

Keywords: Private Copying, Personal Use, Fair Use, Partial Culpabil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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