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稿件徵求

徵 稿 智慧財產權月刊

智慧財產權月刊（以下簡稱本刊），由經濟部智慧財產局發行，自民國 88年

1月創刊起，每年 12期已無間斷發行 20年。本刊係唯一官方發行、探討智慧財產

權之專業性刊物，內容主要為有關智慧財產權之實務介紹、法制探討、侵權訴訟、

國際動態、最新議題等著作，作者包括智慧財產領域之法官、檢察官、律師、大專

校院教師、學者及 IP業界等專業人士。本刊為國內少數智慧財產領域之專門期刊，

曾獲選為「科技部人文及社會科學研究發展司」唯二法律類優良期刊之一。

本刊自 103年 1月 1日起，以電子書呈現，免費、開放電子資源與全民共享。

閱讀當期電子書：

https://pcm.tipo.gov.tw/PCM2010/PCM/Bookcases/BookcasesList.aspx?c=11。

稿件徵求：凡有關智慧財產權之司法實務、法規修正、法規研析、最新議題、專利

趨勢分析、專利布局與管理、國際新訊、審查實務、產業發展及政策探討等著作、

譯稿，竭誠歡迎投稿。稿酬每千字 1,200元，超過 12,000字每千字 600元，最高

領取 18,000元稿酬，字數 4,000~12,000字（不含註腳）為宜，如篇幅較長，本

刊得分期刊登，至多 24,000字（不含註腳）。

徵稿簡則請參：

https://www.tipo.gov.tw/ct.asp?xItem=329918&ctNode=6950&mp=1。

Intellectual Property Right Journal

https://pcm.tipo.gov.tw/PCM2010/PCM/Bookcases/BookcasesList.aspx?c=11
https://www.tipo.gov.tw/ct.asp?xItem=329918&ctNode=6950&mp=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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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者的話

編者的話

著作權制度之發展，向來伴隨著資訊科技之應用而產生新的衝突與妥協，近

來網路、數位匯流、雲端技術、電子書及網路電視等新興科技之應用不斷推陳出

新，使得無形利用權能逐漸成為著作權法制之核心。各國著作權法為能適當合理

保障著作人著作權益，並兼顧調和社會公共利益，促進市場和諧，爰與時俱進以

因應科技發展，著手進行著作權法之修正，解決實務上著作利用的問題。本月專

題「國際著作權修法趨勢」，透過對美國、日本近期著作權法修法趨勢與觀察，

以實務為例，介紹美國對音樂著作授權的重大改革，以及日本在 2018年大幅修

正著作權法，調整權利限制規定，作為我國未來修法之借鏡。

音樂是療癒心靈的最好方式，隨著數位音樂取代實體唱片而盛行，讓我們可

以隨時隨地接收並享受音樂帶給我們樂趣，然在我們享受創作成果的同時，使用

者付費機制未臻完善。專題一由黃夢涵所著之「美國音樂現代化法案之研析」，

介紹美國音樂產業與技術界共同催生的音樂現代化法案，讓我們能夠深入了解，

包括美國在音樂著作強制授權、錄音著作保護期限及音樂製作人收益分配等面向

的最新變革。

在這電子資訊爆發的年代，使用人對資訊的運用漸趨多元，如何因應社會發

展需求，衡平公益與私益在著作利用的界線，是值得重視的問題。專題二由高嘉

鴻所著之「日本 2018年著作權法修正權利限制規定概要」，彙整日本在 2018年

著作權法相關修法重點，結合現行的「著作權限制規定」內容加以分析介紹，期

能完善我國相關政策以符合社會所需。

近期國際間竊取營業秘密案件糾紛頻傳，廣受各界關注。在現今經濟全球化

的世界以及高科技技術的擴張下，企業無不卯足全力，作好營業秘密的保護措施，

以求在激烈的競爭環境中取得優勢地位。一旦營業秘密遭竊取，證據保全為訴訟

舉證上之必要，惟我國營業秘密法無證據保全之特別規定，實務上適用民事訴訟

法相關規定。論述一由李維心所著之「營業秘密之證據保全——借鏡美國 2016

年營業秘密防衛法」，透過比對美國 2016年制定的聯邦營業秘密防衛法所設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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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單方扣押制度，與我國相關法規之證據保全程序相比較，詳述兩國間法規上的

差異，期有助於我國在實務運作上的參考。

近年來數位化豐富電子資料庫，其規模己遠超過研究者的閱讀能力，新興文

字資料探勘技術，使得人類原本無法瀏覽或閱讀之巨量資訊的分析成為可能，然

電子資料庫業者為維護著作權，透過授權契約來強化對資料庫的保護，因而產生

過度限制著作利用，與規避著作權，法定例外或限制的實質效果。論述二由林利

芝所著之「論文字資料探勘行為涉及的資料庫保護爭議——以授權契約限制條款

為中心」，借鏡美國、歐盟、英國與我國相關規定，以比較法學的研究方法，研

析授權契約條款限制資料庫使用的適法性，希求在各項權利平衡運作下，提出作

者個人見解，以資各界參考。

本期文章內容豐富實用，各篇精選內容，祈能對讀者有所助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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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月專題
美國音樂現代化法案之研析

美國音樂現代化法案之研析

黃夢涵 *

* 作者現為經濟部智慧財產局著作權組科員。

 本文相關論述僅為一般研究探討，不代表任職單位之意見。

壹、前言

貳、法案施行前美國音樂著作之授權情形

　　一、音樂著作享有之權利

　　二、音樂著作公開表演權之授權情形

　　三、音樂著作機械重製權強制授權規定

　　四、音樂著作強制授權之問題

參、MMA簡介

　　一、修法重點

　　二、CLASSICS Act

　　三、AMP Act

肆、對美國音樂著作強制授權之影響

　　一、個案授權改為概括授權，降低授權成本

　　二、MLC處理使用報酬之收取與分配，可提高比對及分配效率

　　三、CRB將「買、賣方願意支付金額」之標準作為費率制定考量

　　四、 著作財產權人可參與MLC之運作並對所分配的權利金進行監
督與查核，提高透明度

伍、MMA的借鏡與啟發

　　一、MMA獲支持之原因

　　二、MMA仍有待解決問題

　　三、與我國類似制度之比較

陸、結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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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月專題
美國音樂現代化法案之研析

摘要

美國民眾對音樂消費型態已由實體唱片、廣播電台轉向數位音樂平台，數位

音樂的蓬勃發展，使得著作權法的規範與使用報酬之計算變得難以適用，因而加

速催生音樂現代化法案。經由多年努力，音樂產業界與相關的技術產業共同支持

此項立法。而本法案的通過，包括音樂著作強制授權、錄音著作保護期限、音樂

製作人收益分配等，是美國近來最大的著作權法的改革之一，並為音樂產業帶來

一系列之改變，其中又以美國著作權法第 115條音樂機械重製權之法定授權影響

最鉅，期望透過改變舊有體制建立新的授權實體與模式，解決數位音樂的費率制

定、授權與管理之功能。

本文將介紹美國音樂著作之授權情形、美國著作權法第 115條機械性強制授

權之規定及公開表演權之授權情形，並介紹音樂現代化法案之三大內容及其修正

重點，分析其對美國著作權法第 115條影響。

關鍵字： 美國音樂現代化法案、音樂著作、錄音著作、強制授權、機械重製權、

機械性重製授權組織、音樂製作人、數位音樂平台、集管團體、Willing 

Buyer／Willing Seller、SoundExchange、Harry Fox Agenc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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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月專題
美國音樂現代化法案之研析

壹、前言

音樂現代化法案（Music Modernization Act，MMA，H.R. 5447）1實際上整合

已故藝人其歌曲、服務及對社會重要貢獻之補償法案（Compensating Legacy Artists 

for their Songs, Service, and Important Contributions to Society Act，CLASSICS Act）

以及音樂製作人分配法案（Allocation for Music Producers Act，AMP Act），其最

重要的意義是改變美國著作權法第 115條之規定，即非戲劇性音樂著作（電影、

電視節目和戲劇之外的音樂著作）的強制授權（Compulsory License），並從現行

的個案強制授權，改為概括授權（Blanket License），使得互動式之串流數位音樂

平台（Spotify、Apple Music等）不必逐一向著作財產權人支付強制授權的費用。

一般認為上述法案之通過，對互動式串流數位音樂平台及著作財產權人均有利，

因此獲美國參眾兩院不分黨派議員支持，該法案於 2018年 10月 11日由總統正式

簽署生效後，將由美國著作權局接續辦理機械性重製授權組織遴選等準備事項，

預計於 2021年 1月 1日完全由新的機械性重製授權組織負責音樂著作強制授權

事宜。

貳、法案施行前美國音樂著作之授權情形

一、音樂著作享有之權利

依據美國著作權法第 106條之規定，音樂著作享有製作與散布重製物（如歌

詞本）及錄音物（如 CD、MP3、數位音檔）2之權、公開表演權 3、公開展示權、

改作權。此外，電影、電視節目等視聽作品，通常錄有音樂，須獲得音樂與錄音

著作之影音同步授權，雖然美國著作權法未有明文規定，惟授權實務上亦承認著

作權人有影音同步權（Synchronization Right），但通說均認為此種權利應為「重

製權」或涉及衍生著作（Derivative Work Rights），且為美國音樂授權實務上普

遍承認的一種權利 4。

1 https://www.congress.gov/bill/115th-congress/house-bill/5447/text (last visited Feb. 12, 2019).
2 製作錄音物之行為，在美國稱為機械重製權。
3 包含我國的公開播送權、公開傳輸權與公開演出權。
4 洪盛毅，出席「2015年第 17屆澳洲著作權研討會」報告，經濟部智慧財產局，頁 15-16，

2016年。

https://www.congress.gov/bill/115th-congress/house-bill/5447/tex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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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月專題
美國音樂現代化法案之研析

以音樂串流業者（數位音樂平台）來說，其在音樂著作部分，需要取得機

械重製之授權與向「美國作曲家、作家與出版商協會（The American Society of 

Composers, Authors and Publishers，ASCAP）」5、「廣播音樂公司（Broadcast 

Music, Inc.，BMI）」6等集管團體取得公開表演權之授權。

二、音樂著作公開表演權之授權情形

美國音樂串流業者（數位音樂平台）涉及公開表演權部分，可直接向市占率

最高之音樂著作公開表演權集管團體（Performance Right Organization）ASCAP

和 BMI，以及另一規模較小的「歐洲作曲詞者協會（Society of European Stage 

Authors and Composers，SESAC）」7取得授權。

ASCAP與 BMI自 1941年起，受到反托拉斯同意判決（Antitrust Consent 

Decrees）8之拘束，ASCAP僅能從事公開表演權之授權（BMI雖無此限制，但於

實務上僅授權公開表演權之利用），其費率亦受到同意判決的規制，因此，若數

位音樂平台公開表演的費率與 ASCAP及 BMI無法達成協議，可向美國聯邦地方

法院紐約南區分院（下稱紐約南區地方法院）起訴，由法院判決來決定費率，與

ASCAP有關之案件都由同一位法官負責，另 BMI之案件由另一位法官審理 9。至

於 ASCAP與 BMI以外之集管團體，則不受同意判決之拘束，其費率係由市場機

制自由協商決定。

三、音樂著作機械重製權強制授權規定

1909年，美國國會以立法之方式，將音樂著作之強制授權訂定於著作權法第

115條中，明定以製造錄有音樂著作於錄音物中之行為屬於音樂著作著作權人之
5 1914年成立，是美國第一個管理音樂著作公開演出權之著作權集管團體，目前會員約有 69萬
人，管理超過 1,150萬首音樂作品。

6 成立於 1939年，與 ASCAP同為美國規模最大之集管團體，目前會員約有 90萬人，管理超過
1,400萬首音樂作品。

7 1930年成立，目前會員數為 3萬以上，管理超過 40萬首音樂作品，為私人之營利性組織，於
2015年收購了美國管理重製權的集管團體 Harry Fox Agency（HFA）。

8 同意判決起源於 ASCAP受到獨占的質疑，美國司法部反托拉斯部門因而著手調查 ASCAP涉
嫌違反反托拉斯的違法行為，隨後司法部向聯邦法院對 ASCAP提起訴訟，並在 1941年與
ASCAP以「同意判決」（consent decree）之方式作為和解條件，同年司法部門亦與 BMI達成
同意判決之協定。同意判決本質上屬集管團體與政府間達成的一項協議，其效力與司法判決

相同，皆具有強制力與執行力。
9 洪盛毅，同註 4，頁 21-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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機械性重製（Mechanical Reproductions），適用於音樂著作之著作財產權人已授

權重製於錄音物中，並已散布於公眾，至於音樂著作首次重製於錄音物之行為，

並非屬於該條強制授權之範圍 10。

1995年，美國著作權法在第 115條修正以明確音樂著作強制授權之範圍包括

為數位化傳輸之目的，(a)(1)規定：「非戲劇音樂著作的錄音製品經著作財產權

人授權且已經在美國境內向公眾發行者，任意第三人，包括錄音製品之製作者或

數位錄音製品之傳輸者，可以根據本條之規定，獲得製作與散布錄音製品之強制

授權。取得強制授權之前提是其製作錄音製品之目的係向公眾發行以供私人使用

（包括數位錄音製品之傳輸）。」(c)(3)規定：「本條規定之強制授權包括，被

授權人以數位化錄音著作傳輸的數位播送方式發行或授權發行非戲劇音樂著作的

錄音製品的權利。」

2001年，美國著作權局認定本條機械性重製強制授權之範圍包括互動式串流

服務；2008年時，亦認定非互動式之串流服務於服務中會有重製多份音樂著作之

行為，將該等行為納入於機械性重製權強制授權之範圍；2015年所發布之第 73

號通告 11，亦僅強調強制授權所排除之利用方式為背景音樂、點唱機、傳統廣播

或其他會有後續公開利用之行為者。由此觀之，美國強制授權之範圍並不侷限於

實體或數位錄音著作，只要是為專供個人使用目的之重製、散布錄音物均包含在

內，故 Spotify等線上音樂服務商都屬強制授權之範圍。

至於強制授權（例如下載單首音樂、下載鈴聲、各種音樂串流服務等）音

樂著作機械重製權之金額，是由美國著作權權利金委員會（Copyright Royalty 

Board，CRB）辦理，該委員會係由美國國會圖書館館長（Librarian of Congress）

任命三位行政法官（Administrative Judges）負責每 5年決定強制授權費率，其強

制授權金額及條件主要是依據美國著作權法第 801條 (b)(1)所揭示的原則，在具

體個案予以衡量，實際上，CRB所決定之金額，多成為利用人與權利人協商時之

最高上限。惟若利用人與權利人透過自願性協商達成共識，而取得授權時，可取

代 CRB所設定之強制授權費率。
10 林怡君、黃夢涵，我國音樂著作強制授權規定之探討 -著作權法第 69條，智慧財產權月刊

233期，頁 10-11，2018年 5月。
11 即指「製作與散布錄音物之強制授權」，說明美國著作權法第 115條強制授權之範圍，以及錄
音物、數位錄音物等常見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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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據美國著作權法第 115條的規定，著作財產權人須向著作權局註冊或登

錄 12；欲獲取音樂著作強制授權之利用人，必須在錄音物製作完成後 30天內，且

在銷售散布錄音物之前，藉由著作權局公開紀錄資料查知著作財產權人之姓名和

地址，以意向通知書（Notice of Intent，NOI）13之方式通知著作財產權人。完成

上述通知後，利用人必須提供專戶並按月支付強制授權之金額。如果利用人無法

藉由著作權局公開紀錄資料查知著作財產權人之姓名和地址，則利用人可向著作

權局發出通知同時支付行政規費，此時，利用人不須先支付授權金。

圖 1　美國強制授權之申請流程

錄音物製作完成後
30天內，且在銷
售散布錄音物前

無法藉由著作權局公開
紀錄資料查知著作財產
權人之姓名和地址

在實務上，美國著作權法第 115條雖可被數位音樂平台業者利用，惟其利用

音樂著作之數量相當龐大，需取得大量授權，若逐一通知著作財產權人並支付使

用報酬，對於其來說造成行政作業上極大之負擔，且整體成本過高，亦有利用人

直接通知美國著作權局 14而取得授權者。近年來，利用人大多透過機械性重製授

12 始有權獲得強制授權之使用報酬，惟並非強制性。
13 意向通知書，利用人填寫欲利用之歌曲相關資訊後通知著作財產權人（或美國著作權局）。
14 https://www.copyright.gov/licensing/115/noi-submissions.php (last visited Feb. 12, 2019).

https://www.copyright.gov/licensing/115/noi-submissions.ph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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權機構—Harry Fox Agency（HFA）15，或直接向音樂詞曲版權公司以自願性協商

之方式取得授權。HFA或音樂出版商大多將本條強制授權的重要規定納入自願性

協議內，但也會針對實際情形加以調整，例如：第 115條雖然要求利用人按月陳

報其利用情形，但自願協議中允許利用人可按季陳報。

綜上，美國音樂著作授權制度如下圖所示：

15 原為美國音樂出版協會（National Music Publishers Association）於 1927年所建立，其代表超
過美國 4萬 8,000家之音樂出版者，於 2015年被美國音樂著作公開演出權之著作權集管團體
SESAC收購。

16 翻譯並摘自美國著作權局 Copyright and The Music Marketplace報告（2015:243）。

圖 2　美國音樂著作費率決定與審議制度 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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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音樂著作強制授權之問題

隨著網際網路的進步與便捷、智慧型手機等數位行動裝置的普及化及民眾的

消費習慣改變等，音樂產業從傳統的錄音物（唱片、MP3），轉移至網路音樂（數

位音樂平台）。根據美國錄音產業協會（RIAA）於 2018上半年最新的收入報告

（Mid-Year 2018 RIAA Music Revenues Report）17，串流媒體音樂的收入比去年

同期增長 28%，且該報告統計美國音樂產業之收入占比，其中串流部分收入高達

75%，而數位下載占比 12%，至於實體唱片則為 10%，顯見音樂消費市場已由過

去的實體銷售轉型成網路的下載與串流。

由於數位音樂利用量與日俱增，美國著作權法第115條在適用上產生下列問題：

（一） 強制授權之申請耗時費力，且利用人透過通知美國著作權局以
規避支付使用報酬之情形

依前述欲申請強制授權者，須對著作財產權人進行通知並支付使用

報酬，對於大量利用著作之利用人來說，個別通知著作財產權人並逐一

支付使用報酬，需投入相當之時間與人力等行政成本，且依據美國著作

權法第 408條規定，著作權採自由登記，登記並非為著作權獲得保護之

要件，故著作並不是都有登記資料，若利用未登記之著作時，則直接通

知美國著作權局，繳交行政規費即可。

然數位音樂平台所利用之歌曲，可能遍及世界各國，非所有的歌曲

皆會主動至美國著作權局進行登記，由於未登記，使得部分占據數位音

樂平台排行榜上之知名歌曲，數位音樂平台不須主動找尋著作財產權人，

僅需向美國著作權局提交大量通知書，便可以不用支付使用報酬予著作

財產權人，除造成著作財產權人權益受損外，亦使得利用人藉由法律規

定之漏洞，規避其給付權利金之義務，影響著作授權市場的正常運作。

17 https://www.riaa.com/reports/2018-mid-year-shipment-revenue-statistics-riaa/ (last visited Feb. 12, 
2019).

https://www.riaa.com/reports/2018-mid-year-shipment-revenue-statistics-ria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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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音樂／錄音著作配對困難，使得分配使用報酬速度緩慢

美國著作權局擁有著作權登記資料庫，這些登記資料的確有助於利

用人找尋相關音樂及錄音的著作財產權人，惟著作權登記是不具強制性

的，因此並非所有音樂及錄音著作都有被收錄於資料庫中，再者，著作

權登記資料的完整性與資料更新之即時性仍是一大問題；另一方面，在

SoundExchange18、HFA與各管理公開表演權之集管團體都有自己建置之

資料庫，惟此種私人資料庫都是各自獨立、經營，同時亦無法百分之百

保證資料庫中的資訊是正確且完整的。

目前因尚未建立完整收錄音樂及錄音著作之歌曲資料庫（Musical 

Works Database），音樂著作及錄音著作在比對上，可能因無資料、資料

錯誤或資料不完整記載，造成困難，使得著作財產權人真正得到使用報

酬之期間拉長，亦產生使用報酬分配之對象是否正確之問題，進而影響

著作財產權人權益。

（三）費率偏離市場行情

僅音樂著作適用強制授權制度，錄音著作則是自由協商，而強制授

權費率係由 CRB每 5年決定授權費率與條件，使得費率決定之結果常與

市場自由談判之情形有所落差，更與錄音著作之費率差距甚大，且利用

人與權利人協商時，多以 CRB決定的費率作為協商的最高上限，間接影

響市場自由協商之空間，使得費率可能偏離市場行情。

（四）使用報酬的支付缺乏透明

實際上，強制授權利用人之利用情形係由利用人自行提供，法律未

賦予著作財產權人對於強制授權運作參與、監督之權利，對於強制授權

之過程與使用報酬支付，著作財產權人並無介入的空間，其對於利用人

所支付之使用報酬，亦難以查核所支付之金額是否正確，導致著作財產

權人常抱怨使用報酬支付不透明。

18 由 RIAA於 2000年成立，係 CRB所指定處理錄音著作法定授權之機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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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因應數位音樂的蓬勃發展，解決上述問題，並跟上音樂市場中不斷變化的

消費者偏好以及通訊傳播技術之步伐，經過各方不斷努力，於 2018年 10月 11日

由美國總統正式簽署MMA成為法律，MMA的通過，旨在促進數位音樂平台之

合法授權，並讓音樂市場各方面之利害關係人，包括：詞曲作者、出版商、唱片

公司、數位音樂平台等廣大公眾受益。

參、MMA簡介

ㄧ、修法重點

（一） 由機械性重製授權組織（Mechanical Licensing Collective，
MLC）處理強制授權事宜

1、MLC之成立

依據新法案之規定須由美國著作權局局長（The Register of 

Copyrights）於頒布日起 90天內指定一非營利（Nonprofit）之實體

（single entity）為MLC，且美國著作權局亦須於聯邦公報（Federal 

Register）就指定MLC徵求公眾意見 19，決定由誰擔任MLC，被指定

之MLC將於 2021年 1月 1日起處理互動式音樂數位平台之強制授權，

若著作權局局長無法確認該機構符合法律規定之資格，則局長應指定

最接近的機構，作為最終選定的MLC，並每 5年檢視一次。

2、MLC之功能

（1）提供概括授權許可服務

　　由MLC處理強制授權之使用報酬的收取與分配，提供概括

授權之許可，未來互動式音樂數位平台之強制授權不需再逐一

通知著作財產權人或美國著作權局，只要向MLC申請，即可獲

得該平台所有利用音樂著作機械重製之強制授權。

19 美國著作權局已於 2018年 12月 21日徵求 MLC 之公眾意見，https://www.copyright.gov/
rulemaking/mma-designations/（最後瀏覽日：2019/02/12）。

https://www.copyright.gov/rulemaking/mma-designations/
https://www.copyright.gov/rulemaking/mma-designation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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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創建歌曲資料庫

　　MLC須創建一個涵蓋主要音樂發行商和數位音樂平台歌曲

之全面性資料庫，並維護資料庫中的相關訊息，其營運資金將

由數位音樂平台透過自願捐款（Voluntary Contributions）等方式

進行支付，未來資料庫將以可供搜尋（Searchable）之線上格式

（Online Format）免費提供予一般大眾利用。

　　MMA將資料庫之數據區分為：

　　可經比對之著作（Matched Works）：必須包含歌曲名稱、

著作財產權人及所持有的比例、著作財產權人之聯絡資訊、

國際標準音樂著作代碼（International Standard Musical Work 

Code，ISWC）、可識別包含該音樂著作之錄音著作資訊（包

括：錄音著作名稱、演唱者、著作財產權人、製作人、國際標

準錄音錄影資料代碼（International Standard Recording Code，

ISRC），以及通常協助聯想該錄音著作與音樂著作的訊息）、

著作權登記資料等資訊。

　　待比對之著作（Unmatched Works）：必須包含歌曲名稱、

尚未確認之權利人其所持有之權利比例、若著作財產權人已被

確認但未找到，則其之身分與持有之比例、可識別包含該音樂

著作之錄音著作資訊（包括：錄音著作名稱、演唱者、著作財

產權人、製作人、ISRC、任何可協助確認著作之資訊），以及

著作權登記資料等。

　　資料庫的主要功能是錄音著作和音樂著作的辨識和比對，藉

由前述之資訊，以便讓正確的著作財產權人收到使用報酬，免除

數位音樂平台識別錄音著作中音樂著作之著作財產權人困擾。

（3）使用報酬收取及分配

　　互動式音樂數位平台將於每月繳交使用報酬時，同時提交

使用清單，MLC收到使用報酬及使用清單後，將錄音著作和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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樂著作（詞、曲）進行比對，以辨識不同的著作財產權人及出

版商，並辨識著作財產權人持有著作財產權的比例，計算應給

付的使用報酬，最終確認使用報酬如何發出。

　　另對於未分配使用報酬處理，將其存入MLC有息專戶中，

如果 3年內無法分配，則依使用清單計算市占率分配，其中

50%以上須支付給詞曲作者（透過音樂出版商）。

3、MLC之治理

同時成立董事會負責設立MLC及未來營運事宜，董事會由 14位

有表決權成員（Voting Members）與 3位無表決權成員（Nonvoting 

Members）組成，其中 14位有表決權之成員係由 4個主要音樂出版商

各派 1名、6位代表獨立音樂出版商以及 4位自行出版者之詞曲作家，

另外 3位無表決權之成員係由分別為非營利音樂出版商協會（Non-

Profit Music Publisher Trade Association）、數位授權許可之協調人

（Digital Licensee Coordinator，DLC）20、非營利歌曲作者協會（Non-

Profit Trade Association for Songwriters）。

此外，董事會應設立下列委員會，協助MLC的營運與監督：(1)

至少有 6名成員（包含同等人數之音樂著作財產權人及數位音樂平台

之代表）所組成之營運顧問委員會（Operations Advisory Committee）

就MLC之運作，向董事會提出建議。(2)另由 10名成員（包含 5名

音樂著作財產權人及 5名詞曲創作人 21）所組成的爭議款監督委員會

（Unclaimed Royalties Oversight Committee），就無人認領使用報酬

之利用進行監督。(3)至少有 6名成員（包含同等人數之音樂著作財

產權人及詞曲創作人）所組成之爭端解決委員會（Dispute Resolution 

Committee）。

20 美國著作權局局長將指定一個非營利之實體為 DLC，代表數位音樂平台業者，已於 2018年
12月 21日徵求公眾意見，https://www.copyright.gov/rulemaking/mma-designations/（最後瀏覽
日：2019/02/12）。

21 此處原文為 professional songwriters whose works are used in covered activities，係指該詞曲創
作人之作品可為音樂的數位利用：包括下載、互動式傳輸等。

https://www.copyright.gov/rulemaking/mma-designation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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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LC並應於正式向互動式音樂平台授權後，於每年的 6月 30日

之前，公告MLC之年度報告（MLC Annual Report）於網路，報告中

並說明其如何運作，如何收取與分配使用報酬以及前一年度之營運總

成本（Collective Total Costs）。 

（二）強制授權之費率

根據新的法案，未來費率仍將由 CRB決定，惟 CRB決定之標準已

從美國著作權法第 801條 (b)(1)之費率衡量原則，改由「買、賣方願意支

付金額」（Willing Buyer／Willing Seller）或公平的市場費率與條款作為

費率決定標準，以反映市場協商談判之實際價格，惟若無法達成共識，

將由紐約南區地方法院進行裁決。

（三）公開表演權爭議解決機制（The Wheel Approach）

美國音樂著作公開表演權集管團體市占率最高的是 ASCAP及 BMI，

其公開表演費率原受到同意判決的規制，如果數位音樂平台公開表演的

費率與 ASCAP及 BMI無法取得共識，可向紐約南區地方法院起訴，由

法院判決費率。惟依照目前制度，所有 ASCAP與 BMI的案件都分別由

同一位法官負責審理，其中一位法官的判決傾向對集管團體不利。MMA

生效後，涉及 ASCAP與 BMI之案件，改採隨機分案方式，不再由專責

法官審理。

此外，過去法院在審理音樂著作公開表演權的費率時，依美國著作

權法第 114條 (i)規定，法官不須考慮錄音著作公開表演的費率，惟實務

上錄音著作公開表演費率是市場自由談判的結果，而 ASCAP及 BMI音

樂著作公開表演費率卻須由紐約南區地方法院決定，在法官不須考慮錄音

著作之授權行情下，音樂著作費率之決定相較錄音著作偏低，未來MMA

允許法官考慮錄音著作的費率，理論上可使法官衡平音樂著作授權市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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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CLASSICS Act

美國聯邦著作權法不保護 1972年 2月 15日以前製作的錄音著作，然而，在

州的層級，州的著作權法規卻保護 1972年之前的錄音著作；此外，美國著作權法

第 301條 (c)規定，保留各州對 1972年前之錄音著作保護，並允許各州的著作權

法規對 1972年之前的錄音著作持續保護至 2067年 2月 15日，屆時 1972年之前

的錄音物將會變成公共財。另一方面，於 1994年烏拉圭回合（Uruguay Round）

協定中，所指之外國錄音物，若其為 1972年之前製作的，則仍受聯邦著作權法

之保護 22。

由於各州著作權法對 1972年之前的錄音物保護不一，不同州之間存在模糊、

混亂及矛盾的條文，使得使用報酬的支付變得十分複雜，而在授權市場上，部分

大型數位音樂平台（YouTube、Spotify）係在與唱片公司洽談授權時，一併取得

包含 1972年之前錄音著作公開表演之授權，另有部分業者，則依照美國著作權

法第 112條及第 114條將授權金直接支付予 SoundExchange，亦有部分利用人並

未對 1972年之前的錄音物支付權利金，而被法院控告未經授權公開表演 1972年

之前的錄音著作，其中最有名者為 Sirius XM23，其最終與五家唱片公司達成和解

協議，同意支付 2.1億美金，以解決訴訟問題 24。

另一個問題是各州的法律並未提供在哪些情形之下，可依據聯邦著作權法構

成合理使用（Fair Use）之情形，因此現行規定對於利用人來說，在特定情形下使

用 1972年之前的錄音著作主張其行為符合合理使用之規定，仍有風險。

至於美國著作權法第 512條有關「責任避風港」規定，網路服務提供者對第

三人藉由其所提供之儲存設備而提供之侵權資料，只要符合相關之法定要件，包

括：通知取下（Notice and Takedown）相關侵權資料，即可免負侵權責任，其是

否適用於 1972年之前的錄音著作，並未有明確答案。有認為「責任避風港」規

定是聯邦著作權法之產物，不能作為限制各州法律規定；亦有法院判決認為「責

任避風港」規定適用於 1972年之前錄音著作 25。

22 洪盛毅，同註 4，頁 30。
23 為美國廣播電台，共有三件判決，皆認為 Sirius XM構成侵權。
24 https://www.reuters.com/article/us-sirius-xm-holdgs-settlement/sirius-xm-to-pay-record-companies-

210-million-for-pre-1972-songs-idUSKBN0P61P520150626 (last visited Feb. 12, 2019).
25 洪盛毅，同註 4，頁 32。

https://www.reuters.com/article/us-sirius-xm-holdgs-settlement/sirius-xm-to-pay-record-companies-210-million-for-pre-1972-songs-idUSKBN0P61P520150626
https://www.reuters.com/article/us-sirius-xm-holdgs-settlement/sirius-xm-to-pay-record-companies-210-million-for-pre-1972-songs-idUSKBN0P61P5201506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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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MMA生效施行後，將 1972年前製作的錄音著作納入聯邦著作權法保護，

現行所有的數位廣播與串流媒體必須對 1972年之前的錄音著作支付公開表演的

使用報酬，另外，亦明確 1972年之前錄音著作適用聯邦著作權法有關合理使用

規定，賦予適格之利用人充足之保護。至於美國著作權法第 512條「通知取下」

之責任避風港情形，由於 1972年前之錄音著作已受聯邦著作權法保護，故亦適

用之 26。

美國著作權局並就 1972年之前的錄音著作依錄音著作首次發表時間，公告

新的保護期間：(1)對於 1923年之前首次發表之錄音著作，保護期間將至 2021年

12月 31日為止。(2)對於 1923年至 1946年之間首次發表的錄音著作，保護期間

為首次發表之日起算後 100年。(3)對於 1947年至 1956年之間首次發表的錄音著

作，保護期間為首次發表之日起算後 110年。(4)對於 1972年 2月 15日之前首次

固著（First Fixed）之錄音著作，過渡期間則於 2067年 2月 15日結束 27。

三、AMP Act

依據美國著作權法第 112條及第 114條之規定，有關錄音著作法定授權之授

權金需支付予 SoundExchange，同時依第 114條 (g)(2)之規定，法定授權之權利

金應按照不同比例分配，其中 50%分配予錄音著作之著作財產權人（通常是唱片

公司）、2.5%則分配予樂師（Non-featured Musicians）之代理機構、2.5%分配予

伴唱歌手（Non-featured Vocalists）之代理機構、權利金之 45%係分配予演唱者

（Recording Artist）。前述之法律規定，並未明文錄音著作製作人、錄音工程師

及其他專業人員可以獲得報酬。

本法案通過後，錄音著作製作人、錄音工程師及其他專業人員可以直接

從 SoundExchange獲得使用報酬分配，演唱者如果願意將使用報酬分配給錄音

著作製作過程中投入創意之製作人、錄音工程師及其他專業人員者，可以向

SoundExchange提交指示書（letters of direction），SoundExchange收到指示書後，

即將一定比例的使用報酬直接分配給製作人、錄音工程師及其他專業人員。此外，

26 http://copyright.nova.edu/music-modernization-act/#note-1671-8 (last visited Feb. 13, 2019).
27 https://www.copyright.gov/music-modernization/pre1972-soundrecordings/index.html (last visited 

Feb. 13, 2019).

http://copyright.nova.edu/music-modernization-act/#note-1671-8
https://www.copyright.gov/music-modernization/pre1972-soundrecordings/index.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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若係 1995年之前的錄音著作，製作人向演唱者要求提交指示書而未獲得回應時，

則將由 SoundExchange支付收取的權利金中的 2%予製作人 28。

肆、對美國音樂著作強制授權之影響

一、個案授權改為概括授權，降低授權成本

過去欲利用美國著作權法第 115條強制授權時，須逐一找尋所利用歌曲之著

作財產權人，並逐一通知著作財產權人或美國著作權局，對於需大量利用音樂著

作之數位音樂平台來說往往耗時費力，且若所欲利用之音樂著作，未在美國著作

權局註冊時，利用人甚至不需要努力找尋著作財產權人，即可透過發送大量通知

文件予美國著作權局（美國著作權局累積 4500萬筆以上之通知）29，規避支付權

利金予著作財產權人，造成著作財產權人權益受損。

MMA則取消逐一通知著作財產權人之規定，並自 2018年 10月 11日起（法

案簽署生效日）30，不再受理利用人對美國著作權局所發出之通知，惟僅適用互

動式數位音樂平台，欲申請利用實體錄音物（指 CD）之強制授權，仍須逐一通

知著作財產權人或美國著作權局。

2021年 1月 1日起由MLC以概括授權之方式處理強制授權之授權，利用人

必須透過MLC以取得強制授權，此舉除可讓利用人快速、大量的一次性取得合

法授權，亦可避免過去利用人透過通知美國著作權局來規避支付權利金之問題。 

二、 MLC處理使用報酬之收取與分配，可提高比對及分配
效率

MMA規定須成立一獨立機械性重製權組織MLC，且MLC須建立一個全面

性的完整資料庫，以涵蓋所有音樂出版商及數位音樂平台之歌曲，並要求收錄於

資料庫的歌曲必須有相當程度的資訊，例如：著作財產權人及所持有的比例、著

28 同註 26。
29 https://static1.squarespace.com/static/558dbdb6e4b0c990426100ab/t/5a56b8e0419202b16994

db17/1515632864537/Music+Modernization+Act-+A+Breakdown.pdf (last visited Feb. 13, 2019).
30 https://www.copyright.gov/licensing/sec_115.html (last visited Feb. 13, 2019).

https://static1.squarespace.com/static/558dbdb6e4b0c990426100ab/t/5a56b8e0419202b16994db17/151563286  4537/Music+Modernization+Act-+A+Breakdown.pdf
https://static1.squarespace.com/static/558dbdb6e4b0c990426100ab/t/5a56b8e0419202b16994db17/151563286  4537/Music+Modernization+Act-+A+Breakdown.pdf
https://www.copyright.gov/licensing/sec_115.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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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財產人之聯絡資訊、ISWC、可識別包含該音樂著作之錄音著作資訊等等以類

似集管團體授權之模式，將資料庫中之著作區分為可經比對與尚待比對的歌曲，

以提高著作比對成功的機率。

利用人未來可直接將使用報酬支付予MLC並同時繳交使用清單，而MLC透

過歌曲資料庫將使用清單進行比對，再把使用報酬分配予著作財產權人，與過去

利用人多將使用報酬直接支付予 HFA或音樂出版商相比，除簡化利用人取得授權

之程序外，透過MLC資料庫的比對，後續分配權利金時，較能找到正確的著作

財產權人。

三、 CRB將「買、賣方願意支付金額」之標準作為費率制定
考量

強制授權費率制定係 CRB按著作權法第 801條 (b)(1)所定之費率衡量原則來

決定，除無法顧及著作實際之市場價值外，亦讓利用人與權利人實際協商時，往

往將 CRB所決定之費率視為屋頂價，使得雙方協商金額常易受制於 CRB決定之

費率，導致授權金低於授權市場價格。

MMA雖然未改變由 CRB決定強制授權費率之方式，惟將「買、賣方願意支

付金額」之機制納入 CRB決定費率之考量，以反映實際市場協商之情況，使得

費率更貼近著作之實際市場價值，此一轉變，對權利人來說可以改善過去音樂著

作授權費率偏低之情形。

四、 著作財產權人可參與MLC之運作並對所分配的權利金
進行監督與查核，提高透明度

MMA提供詞曲創作人在MLC內部委員會名額之保障，讓一定比例之詞曲

創作人可進入董事會及委員會，並對MLC之營運方向提供建議與監督。此外，

MLC可聘用合格的審計人員（Qualified Auditor），對音樂數位平台業者進行查核，

包括：帳冊、相關的紀錄與數據（使用清單），以確認音樂數位平台支付之使用

報酬是否正確；而著作財產權人亦可聘用審計人員反向對MLC進行查核以確保

其收到之使用報酬是否正確。



108.5 智慧財產權月刊 VOL.245 23

本月專題
美國音樂現代化法案之研析

伍、MMA的借鏡與啟發

一、MMA獲支持之原因

MMA確立互動式數位音樂平台得以概括授權之方式取得機械性重製權之授

權、CRB以市場導向之方式決定機械性重製權之費率、1972年之前的錄音著作

納入聯邦著作權法保護以及明確音樂製作人可獲得報酬等新規定，透過MLC處

理授權金之收付，將減少互動式音樂數位平台支付權利金之模糊地帶，增加音樂

著作財產權人權利金收入，理論上對著作財產權人非常有利；另對於互動式數位

音樂平台來說，可以減少授權成本，提升其授權之便捷。對於MLC之運作，法

案規定須由詞曲創作人、獨立發行人、音樂出版商等不同方之代表組成董事會及

相關的監督委員會，並有相應的查核機制，以建立MLC之公信力。此外，建立

完整性與即時性之歌曲資料庫，並開放讓一般民眾得以使用，對於健全授權市場

有極大助益，因此MMA才能獲得不分黨派支持。

二、MMA仍有待解決問題

惟本法案仍有以下問題：(1)雖然法案已經通過，惟自法案通過到完全生效仍

有一段時間，其實際執行之細節，仍須制定相關行政規則予以規範，而目前仍處

於指定MLC之階段，待MLC選定後，後續營運成效仍有待觀察。(2)MLC的歌

曲資料庫可能無法涵蓋美國以外的音樂發行商和獨立發行人，使得外國音樂著作

在美國重製時，著作財產權人可能收不到使用報酬。(3)錄音著作公開表演的授權

金較音樂著作高，不一定是制度的問題，大部分是市場自然形成的，MMA雖修

正紐約南區地方法院的分案及法官考量因素，惟實際成效仍有待觀察。

三、與我國類似制度之比較

我國與美國皆有音樂著作強制授權制度，依據我國著作權法第 69條申請人

若符合「欲利用之著作發行滿六個月」、「錄製其他銷售用錄音著作」、「向著

作權專責機關申請強制授權許可」、「給付使用報酬」等要件，且經主管機關核

准後，直接給付使用報酬予著作財產權人，或向法院提存使用報酬後，即可利用。

惟與美國著作權法第 115條不同之處在於，我國申請強制授權需向主管機關個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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歌曲逐一申請，且限縮於錄製銷售用之實體錄音物（唱片、MP3），並不及於數

位音樂，使用報酬之決定係依照法定公式 31計算；而在美國，則偏向法定授權之

模式，利用人僅需對著作財產權人或著作權局提交通知意向書即可，不須經由主

管機關同意，使用報酬則是由 CRB決定。以制度及實務面來說，截然不同，因

此重製部分之授權仍多以向唱片或版權經紀公司自由協商居多。

此外，目前經濟部智慧財產局所設置之「廣播電台利用集管團體管理著作資

訊系統」自 2014年起上線，收錄國內各集管團體所管理之著作，同時並提供廣

播電台利用人上傳使用清單進行比對，惟其適用對象僅適用於廣播電台，未來若

擴及國內數位音樂平台之利用，應尋求更精確的比對方式，例如：透過區塊鏈技

術，並導入音樂著作 ISWC與錄音著作 ISRC編碼資料，其比對之正確性與速度

大幅提升，使該資料庫內容更為完善，發揮其最大效益。

陸、結語

總體來說，MMA仍是利多於弊，其試圖建立可行之框架，改善過去對於音

樂產業不利之規定，並積極滿足詞曲創作人及著作財產權人獲得合理、公平的報

酬與數位音樂平台期望能以快速、便利之方式取得授權等需求，至於成效如何，

則需視執行細節與相關行政規則之制定與各界配合程度，值得持續觀察。

31 音樂著作強制授權申請許可及使用報酬辦法第 12條第 2項規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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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 2018年著作權法修正權利限制規定概要

高嘉鴻 *

* 作者現為經濟部智慧財產局著作權組專員。

 本文相關論述僅為一般研究性質，不代表任職單位之意見。

壹、前言

貳、「著作權限制規定」種類

參、日本「著作權限制規定」

　　一、概要

　　二、本次修法理論架構

肆、修法內容概要

　　一、因應數位網路發展整備權利限制規定

　　二、因應教育資訊化整備權利限制規定（修正第 35條）

　　三、 為充實視覺相關障礙者接觸資訊的機會，整備權利限制規定

（修正第 37條第 3項）

　　四、為利用、活用著作典藏整備相關權利限制規定

伍、反思與結語

　　一、我國近年權利限制規定修法

　　二、結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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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隨著數位時代網路科技的進展，物聯網、大數據、人工智慧等技術革新已生

成「第四次產業革命」，著作權法在著作財產權人之權利及其權利限制間的衡平，

亦應隨之調整。日本於 2018年大幅修正著作權法，針對（1）數位網路發展、（2）

教育資訊化、（3）充實身心障礙者接觸資訊的機會及（4）著作典藏的利用與活

用等相關議題，調整了權利限制之規定，整體而言增加適用彈性及放寬適用範圍。

由於日本著作權法中之「權利限制規定」體系架構與我國有所不同，我國未來如

何因應科技及社會發展持續調整著作權法制，仍需以社會實際需求為基礎，然而

日本為本次修法所設計之「三層次架構」理論依據及議題內容綱目，仍值得參考。

關鍵字： 第四次產業革命、著作權、權利限制、copyright exception、japan、

amend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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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前言

在各國著作權法制的設計上，除了賦予著作人諸如重製、散布、公開傳輸等

專屬權利，為了兼顧社會大眾利用著作之權益，亦訂有「著作權限制規定」1，限

縮著作財產權人權利之行使，使一般公眾在具有公益性或不過度影響權利人利益

之特定情形，得不經授權逕行利用他人著作，其中亦有部分情形需支付補償金（即

「法定授權」）。日本為因應網路、資通訊技術環境的發展，於 2018年修正著

作權法，大幅度修正、整併相關現行「著作權限制規定」，本文將分析介紹說明。

貳、「著作權限制規定」種類

「著作權限制規定」可大略分類為「個別權利限制規定」及「概括權利限制

規定」2。

「個別權利限制規定」是針對特定情境下之利用行為，訂定多項要件，利用

行為須符合特定情境之所有要件，才有權利限制規定的適用，於法規上最為常見。

例如我國著作權法第 44條至 63條規定，就課堂教學、非營利活動、私人重製或

引用等情境，分別訂定不同的要件，利用行為只要有一個要件不符，就不能適用

權利限制之規定，仍須取得著作權人的同意或授權，方屬合法利用。

「概括權利限制規定」則是一種通用性的規定，通常包含數個考量要素，讓

無法適用現有「個別權利限制規定」之利用行為，如發生爭議，亦可經法院就該

等要素進行綜合考量，審酌是否亦有合理使用的空間。例如我國參考美國著作權

法第 107條規定，於著作權法第 65條第 2項，定有「一、利用之目的及性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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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款考量要素，利用行為就算無法符合第 44條至

第 63條的要件，有相關爭議，仍能依據該條規定提出主張，由法院審酌該 4款

規定，決定是否成立合理使用。

1 「copyright exception」之直譯，我國俗稱「合理使用」，因本文為日本修法內容介紹，以下仍使
用此日本所採較正式之用語。

2 日本弁護士連合会，著作権法における一般的包括的権利制限規定の新設に関する意見，頁 1，
2008年。



28 108.5 智慧財產權月刊 VOL.245

本月專題
日本 2018 年著作權法修正權利限制規定概要

「個別權利限制規定」雖然明定各種要件，在適用上較為明確，但較不具彈

性，亦即隨著時代演進，如果有特定情境規定的要件需要放寬，或是有新的利用

著作型態需要有權利限制規定來衡平，就會有法規不足的窘境。相較之下，「概

括權利限制規定」不用一一檢視任何要件，由法院逕以法定之要件進行綜合判斷，

能因應各種不同之個案利用情形，彈性適用，惟因明確性較為不足，利用人難以

事先判斷，恐須藉法院累積案例，方能有可依循的判斷標準。

參、日本「著作權限制規定」

一、概要

日本著作權法的權利限制規定（第 30條至第 49條），一直以來採「個別權

利限制規定」3，如前定義所述，針對例如私人重製、引用、圖書館利用、課堂教

學等多種不同的利用型態分別規定，各條文中均定有相關之要件，只要有一個要

件不符合，即無法適用。

日本曾考慮是否導入「概括權利限制規定」，日本文化廳曾徵詢公眾意見並

邀集專家學者討論認為，大多數的企業團體具有高度守法意識，對司法訴訟有抗

拒感，有關權利限制之規定，於法規之明確性比起彈性更為重要，再加上一般民

眾對著作權的理解尚不透徹，概括彈性的規定可能會助長民眾因誤會而侵權的情

形，因此最適合日本的並非「概括權利限制規定」，而是因應「是否會對權利人

造成不利益」，在明確性與彈性之間訂定能夠取得適切平衡的「柔軟的權利限制

規定」4，較符合日本需求，本文認為亦可稱之為「日本式權利限制規定」。

二、本次修法理論架構

此次日本著作權法的修正，主要是考量物聯網、大數據、人工智慧等技術革

新所生成的「第四次產業革命」，利用相關技術去收集、組合、解析包含受著作

權保護內容之大量資料，產出具附加價值的資料，是日本提升生產力的關鍵 5。

3 同前註。
4 水田功，著作権行政をめぐる最新の動向について， コピライト Vol.58 No.691，頁 6（資料

3），2018年。
5 文化庁，著作権法の一部を改正する法律概要説明資料，頁 2，http://www.bunka.go.jp/seisaku/

chosakuken/hokaisei/h30_hokaisei/pdf/r1406693_02.pdf（最後瀏覽日：2018/12/27）。

http://www.bunka.go.jp/seisaku/chosakuken/hokaisei/h30_hokaisei/pdf/r1406693_02.pdf
http://www.bunka.go.jp/seisaku/chosakuken/hokaisei/h30_hokaisei/pdf/r1406693_02.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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雖然日本於 2009年、2012年都曾因應數位時代趨勢修正著作權法的權利限制規

定，然而大多在要件上過於具體，許多相類似的行為因不符合特定要件致生無法

適用之疑慮，仍不足以因應新的需求，因此有再修法的需要 6。故此次日本針對

著作權權利限制規定，做一通盤性檢討，確立了一個理論架構，將需要權利限制

的利用情境，依據對權利人利益所造成影響程度的不同分為三個層次，分述如下：

第一個層次為「不屬於一般利用著作、對於權利人通常不會造成影響的行

為」，亦即利用行為並非以透過視、聽覺享受著作為目的，並不會損及權利人通

常就他人享受其著作而可取得作為對價之經濟利益 7。例如資通訊服務業者的後

端處理系統中，可能會有為了提升服務效率而需要重製他人著作的情形，其完全

不會讓服務利用者去察覺到經重製的著作，即屬之 8。

第二個層次為「不屬於一般利用著作，對權利人造成之不利益係屬輕微的行

為」，亦即僅係附隨於「提供新資訊或知識之服務」中，對著作僅有輕微利用之

情形。所謂「提供新資訊或知識之服務」，其中一種為「所在檢索服務」，例如

Google Books掃描重製大量書籍之全部內容建檔，供公眾進行檢索，然其提供之

檢索結果僅為書籍之部分內容，且利用人不得下載利用；另一種為「資訊分析服

務」，例如有業者提供論文抄襲檢索服務，同樣將他人論文全部內容重製建檔，

然僅提供服務利用人（被抄襲人）他人論文涉及抄襲之相關段落參考 9。此類服

務在資訊泛濫的數位時代，從大數據中抽取有用的資訊情報，創造附加價值，同

時僅輕度地利用他人著作，對權利人縱有造成不利益，亦屬輕微，故有採著作權

限制規定之空間 10。

第三個層次為「雖與著作利用市場有所衝突，但為了實現公益政策、可促進

著作利用的行為」，亦即雖然是一般利用著作的行為，但在特定應優先於權利人

私益之社會公益或政策目的存在時，有限制權利行使之必要，例如為學校教育或

6 同前註，頁 2-3。
7 文化庁文化審議会，文化審議会著作権分科会報告書，平成 29（2017）年 4月，頁 41，http://

www.bunka.go.jp/seisaku/bunkashingikai/chosakuken/pdf/h2904_shingi_hokokusho.pdf（最後瀏覽
日：2018/12/27）。

8 同前註，頁 41-42。
9 同註 7，頁 17-19、45。
10 同註 7，頁 46。

http://www.bunka.go.jp/seisaku/bunkashingikai/chosakuken/pdf/h2904_shingi_hokokusho.pdf
http://www.bunka.go.jp/seisaku/bunkashingikai/chosakuken/pdf/h2904_shingi_hokokusho.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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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　日本著作權法權利限制規定三層次架構示意圖 12

身心障礙者利用著作目的之情形，即屬之 11。

以此理論架構為基礎，日本國會參議院於 2018年 5月 18日通過「著作權法

部分條文修正之法律」，內容皆為權利限制規定的修正，大致分為對四個主題的

因應：（1）因應數位網路發展整備權利限制規定、（2）因應教育資訊化整備權

利限制規定、（3）為充實身心障礙者接觸資訊的機會，整備權利限制規定及（4）

為利用、活用著作典藏整備相關權利限制規定，以下選擇重點修正條文進行概要

性的介紹。

11 同註 7，頁 53、55。
12 同註 5，頁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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肆、修法內容概要

一、因應數位網路發展整備權利限制規定

因應數位網路發展屬於前揭「三層次架構」之第一及第二層次，對權利人沒

有或僅有輕微影響，在條文設計上較具彈性，係整併眾多修法前規定重新研擬而

成之新條文，因篇幅限制，此部分不另比較修法前後之細微差異，直接呈現新條

文之規定內容概要及舉適用例說明之，以了解其精髓。

（一） 不以享受著作所表達之思想或感情為目的之利用（修正第 30
條之 4）

1、條文要旨 13：

「在以下或其他情形，非為自己或他人享受著作所表達之思想或

情感為目的，在必要之限度內，得不限方法利用他人著作。但有不當

損害著作人利益之情形，不在此限（本文）。

與著作利用相關之技術開發、實用化之實驗（第 1款）。資訊分

析之利用（第 2款）。其他藉由電腦、不伴隨人類知覺認知之利用（第

3款）。」14

13 由於日本此次修法大多數的條文較為冗長複雜，為便於讀者理解，參考文化廳對外說明曾使用

之內容，將原始條文以濃縮後之骨幹形式呈現，但原條文的要件內容精神不變。同註 5，頁 5。
14 完整條文：

 第三十条の四　著作物は、次に掲げる場合その他の当該著作物に表現された思想又は感情を

自ら享受し又は他人に享受させることを目的としない場合には、その必　要と認められる限

度において、いずれの方法によるかを問わず、利用することができる。ただし、当該著作物

の種類及び用途並びに当該利用の態様に照らし著作権者の利益を不当に害することとなる場

合は、この限りでない。 
 一　 著作物の録音、録画その他の利用に係る技術の開発又は実用化のための試験の用に供す

る場合。

 二　 情報解析（多数の著作物その他の大量の情報から、当該情報を構成する言語、音、影

像その他の要素に係る情報を抽出し、比較、分類その他の解析を行うことをいう。第

四十七条の五第一項第二号において同じ。）の用に供する場合。

 三　 前二号に掲げる場合のほか、著作物の表現についての人の知覚による認識を伴うことな

く当該著作物を電子計算機による情報処理の過程における利用その他の利用（プログラ

ムの著作物にあつては、当該著作物の電子計算機における実行を除く。）に供する場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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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條文說明與舉例：

條文中所謂「非享受著作所表達之思想或情感」，係指不以滿足

利用人（聽眾、觀眾）對該著作之知性或精神上的欲求 15，屬於「三

層次架構」中的第一層次，對權利人通常不會造成影響，因此在條文

上設計較大的彈性：由條文要旨可見，只要符合本文所述情形，即可

「不限方法」利用他人著作，又第 1款至第 3款僅為例示而非列舉規

定，故如有不屬於各款、但相類似之情形，亦得適用。然而，為符合

伯恩公約三步測試原則，訂有但書，如有不當損害著作人利益之情形，

仍不適用。

例示之 3款規定，第 1款所謂「與著作利用相關之技術開發、

實用化之實驗」，舉例而言，為開發「光學式文字讀取（OCR）」（掃

描文字紙本就能轉成電子檔）之軟體或 3D電影技術，並測試其功

能，得實際重製、掃描他人之小說或公開上映他人拍攝 3D影像之

部分內容 16。

第 2款所謂「資訊分析之利用」，舉例而言，為使人工智慧就

特定項目進行深度學習，得大量重製他人著作、建構資料庫供其學

習之用（例如要讓人工智慧學會辨識貓的圖片，要先建構內含大量

貓咪圖片的資料庫供其學習）17。

第 3款所謂「其他利用電腦，不伴隨人類知覺認知之利用」，

例如為對特定軟體進行安全調查，進行「反向工程」（reverse 

engineering），其過程中所涉及著作利用行為（如重製），並非是

為了享受軟體的功能所作，此種利用行為即屬之 18。

15 水田功，同註 4，頁 13。
16 半田正夫、松田正行，著作権法コンメンタール，頁 197，勁草書房，2015年 12月 2版。
17 水田功，同註 4，頁 15。
18 上野達弘，平成 30年著作権法改正について（早稲田‧知的財産法 LL.M.模擬講義），頁 9，

https://www.waseda.jp/folaw/glaw/assets/uploads/2018/08/2a8e4f216928ff5f6bbb236da1716298.
pdf（最後瀏覽日：2019/1/17）。

https://www.waseda.jp/folaw/glaw/assets/uploads/2018/08/2a8e4f216928ff5f6bbb236da1716298.pdf
https://www.waseda.jp/folaw/glaw/assets/uploads/2018/08/2a8e4f216928ff5f6bbb236da1716298.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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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電腦利用著作時之附隨性利用—為提升透過電腦利用著作之順
暢度或效率（修正第 47條之 4第 1項）

1、條文要旨 19：

「於以下或其他同樣之情形，為使透過電腦利用著作之行為順暢

或有效率，以供該等利用之附隨性利用為目的，在必要之限度內，得

不限方法利用該著作。但有不當損害著作人利益之情形，不在此限。

電腦快取（caching）所進行一時性重製之情形（第 1款）。伺服器

管理者為防止傳輸障礙或提升效率進行重製之情形（第 2款）。為於網

路進行資訊提供之準備，進行必要之重製等行為時（第 3款）。」20

2、條文說明與舉例：

本條係指電腦對著作進行處理過程中所附帶的利用行為，無法取

代該著作之通常利用，屬「三層次架構」中的第一層次，對權利人不

會造成影響，因此在條文上設計與修正第 30條之 4相同，具有較大

的彈性（不限利用方法、3款適用情形僅為例示而非列舉規定），亦

訂有不得不當侵害著作人利益之但書規定。

19 同註 5，頁 11。
20 完整條文：

 第四十七条の四　1 電子計算機における利用（情報通信の技術を利用する方法による利用を
含む。以下この条において同じ。）に供される著作物は、次に掲げる場合その他これらと同 

に当該著作物の電子計算機における利用を円滑又は効率的に行うために 該電子計算機におけ

る利用に付随する利用に供することを目的とする場合には、その必要と認められる限度にお

いて、いずれの方法によるかを問わず、利用することができる。ただし、当該著作物の種類

及び用途並びに当該利用の態様に照らし著作権者の利益を不当に害することとなる場合は、

この限りでない。

 一　 電子計算機において、著作物を当該著作物の複製物を用いて利用する場合又は無線通信

若しくは有線電気通信の送信がされる著作物を当該送信を受信して利用する場合におい

て、これらの利用のための当該電子計算機による情報処理の過程において、当該情報処

理を円滑又は効率的に行うために当該著作物を当該電子計算機の記録媒体に記録すると

き。 
 二　 自動公衆送信装置を他人の自動公衆送信の用に供することを業として行う者が、当該他

人の自動公衆送信の遅滞若しくは障害を防止し、又は送信可能化された著作物の自動公

衆送信を中継するための送信を効率的に行うために、これらの自動公衆送信のために送

信可能化された著作物を記録媒体に記録する場合。

 三　 情報通信の技術を利用する方法により情報を提供する場合において、当該提供を円滑又

は効率的に行うための準備に必要な電子計算機による情報処理を行うことを目的として

記録媒体への記録又は翻案を行うと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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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示之 3款規定，第 1款所謂「電腦快取所進行一時性重製之

情形」，舉例而言，利用電腦觀看影音內容分享網頁（如 Youtube）

的串流影片時，影片在觀看期間，會經重製暫存於電腦的快取記憶

體中 21；利用手機連結網路音樂串流服務時，音樂也會暫存於手機的

快取記憶體內 22，此等涉及重製的情形，可適用本條權利限制規定。

第 2款所謂「伺服器管理者為防止傳輸障礙或提升效率進行重製

之情形」，例如提供網路通訊服務之公司，為避免伺服器的負荷過重，

得設置「鏡像伺服器（mirror server）」，將他人透過其服務公開傳輸

之著作另外重製一份在其中 23。如為了同樣防止傳輸障礙或提升效率

之目的，另有涉及公開傳輸的行為，例如同時使用多台電腦運作之「網

格運算（grid computing）」，亦可為之 24。

第 3款所謂「於網路進行資訊提供之準備，進行必要之重製等行

為」，例如發送簡訊之電信公司，採用「並行處理系統」，將同一簡

訊內容同時重製在多個儲存媒介上，讓簡訊傳輸更有效率，即屬之 25。

（三） 電腦利用著作時之附隨性利用—為維持、恢復透過電腦利用著
作之狀態（修正第 47條之 4第 2項）

1、條文要旨 26

「於以下或其他同樣之情形，為維持、回復得透過電子計算機利

用著作之狀態，在必要之限度範圍內，得不限方法利用該著作。但有

不當損害著作人利益之情形，不在此限。

為保養、修理重製用機器所為之一時性重製（第 1款）。為更換

重製用機器所為之一時性重製（第 2款）。以利用公開傳輸裝置提供

21 半田正夫、松田正行，同註 16，頁 582。
22 同註 16，頁 588。
23 同註 16，頁 523。
24 同註 5，頁 11。
25 上野達弘，同註 18，頁 13-14。
26 同註 5，頁 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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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開傳輸之服務為業者，因應伺服器滅失情形，為備用所為之重製（第

3款）。」27

2、條文說明與舉例：

本條第 2項本文與前述第 1項相同，亦屬於原則上不會對權利人

產生影響的電腦利用著作時之附隨性利用行為，因此主文部分亦設計

具彈性之規定，內容與第 1項相同，不再贅述。

至於例示之 3款規定，第 1款及第 2款所謂「為保養、修理或更

換重製用機器所為之一時性重製」，舉例而言，行動電話業者對於故

障送修的行動電話，可以將送修手機內的資料一時重製於外面的隨身

碟中，等手機修好後再行灌回；在手機無法修理，需要更換相同或不

同型號手機之情形，亦可為之。至於第 3款，例如提供影音內容上傳

分享服務之營運業者（如：Youtube），可以為了影音可能會毀損或滅

失的不時之需，將用戶上傳的影片另為重製備份 28。

（四） 附隨於為創出新知而提供「電子計算機資訊處理結果」行為之
輕微利用行為（修正第 47條之 5）

1、條文要旨 29

「透過電子計算機進行資訊處理而創出新知識或資訊之以下行為

者，在必要之限度範圍內，作為附隨於提供該資訊處理所得結果之行

27 完整條文：

 第四十七条の四　2 電子計算機における利用に供される著作物は、次に掲げる場合その他これ

らと同様に当該著作物の電子計算機における利用を行うことができる状態を維持し、又は当

該状態に回復することを目的とする場合には、その必要と認められる限度において、いずれ

の方法によるかを問わず、利用することができる。ただし、当該著作物の種類及び用途並び

に当該利用の態様に照らし著作権者の利益を不当に害することとなる場合は、この限りでない。

 一　 記録媒体を内蔵する機器の保守又は修理を行うために当該機器に内蔵する記録媒体（以

下この号及び次号において「内蔵記録媒体」という。）に記録されている著作物を当該

内蔵記録媒体以外の記録媒体に一時的に記録し、及び当該保守又は修理の後に、当該内

蔵記録媒体に記録する場合。

 二　 記録媒体を内蔵する機器をこれと同様の機能を有する機器と交換するためにその内蔵記

録媒体に記録されている著作物を当該内蔵記録媒体以外の記録媒体に一時的に記録し、

及び当該同様の機能を有する機器の内蔵記録媒体に記録する場合。

 三　 自動公衆送信装置を他人の自動公衆送信の用に供することを業として行う者が、当該自

動公衆送信装置により送信可能化された著作物の複製物が滅失し、又は毀損した場合の

復旧の用に供するために当該著作物を記録媒体に記録するとき。
28 半田正夫、松田正行，同註 16，頁 526、529。
29 同註 5，頁 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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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得以任何方式，（參考利用之比例、數量及對外提供之解析度係

屬輕微地）利用他人向公眾提供之著作。但有不當損害著作人利益之

情形，不在此限。

提供所在檢索服務（第 1款）。提供資訊分析服務（第 2款）。

其他透過電子計算機進行資訊處理，進行創出新知識或資訊，其作為

可提升國民生活便利性之行為且由行政命令所定者（第 3款）。」30

2、條文說明與舉例：

本條賦予附隨於「提供新資訊或知識之服務」中對他人著作之輕

微利用行為得適用權利限制，對於權利人的不利益係屬輕微，屬「三

層次架構」中的第二層次。在條文設計上，一方面定有較大的彈性，

例如只要符合所定條件即可「不限方法」利用他人著作；但另一方面

亦有所保留，如第 3款例示規定雖不限特定利用行為，惟明定須「由

行政命令所定」，亦即所有與本款意旨相符之行為，須另經行政機關

30 完整條文：

 第四十七条の五　1 電子計算機を用いた情報処理により新たな知見又は情報を創出すること

によつて著作物の利用の促進に資する次の各号に掲げる行為を行う者（当該行為の一部を行

う者を含み、当該行為を政令で定める基準に従つて行う者に限る。）は、公衆への提供又は

提示（送信可能化を含む。以下この条において同じ。）が行われた著作物（以下この条及び

次条第二項第二号において「公衆提供提示著作物」という。）（公表された著作物又は送信

可能化された著作物に限る。）について、当該各号に掲げる行為の目的上必要と認められる

限度において、当該行為に付随して、いずれの方法によるかを問わず、利用（当該公衆提供

提示著作物のうちその利用に供される部分の占める割合、その利用に供される部分の量、そ

の利用に供される際の表示の精度その他の要素に照らし軽微なものに限る。以下この条にお

いて「軽微利用」という。）を行うことができる。ただし、当該公衆提供提示著作物に係る

公衆への提供又は提示が著作権を侵害するものであること（国外で行われた公衆への提供又

は提示にあつては、国内で行われたとしたならば著作権の侵害となるべきものであること）

を知りながら当該軽微利用を行う場合その他当該公衆提供提示著作物の種類及び用途並びに

当該軽微利用の態様に照らし著作権者の利益を不当に害することとなる場合は、この限りで

ない。

 一　 電子計算機を用いて、検索により求める情報（以下この号において「検索情報」という。）

が記録された著作物の題号又は著作者名、送信可能化された検索情報に係る送信元識別

符号（自動公衆送信の送信元を識別するための文字、番号、記号その他の符号をいう。）

その他の検索情報の特定又は所在に関する情報を検索し、及びその結果を提供すること。

 二　 電子計算機による情報解析を行い、及びその結果を提供すること。
 三　 前二号に げるもののほか、電子計算機による情報処理により、新たな知見又は情報を創

出し、及びその結果を提供する行為であつて、国民生活の利便性の向上に寄与するもの

として政令で定めるも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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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定才可適用權利限制規定，與前述「第一層次」條文所定所有相類

似的行為可逕行適用各該條文之規定不同。

本條舉例而言，第 1款所謂「所在檢索服務」，除了前面「第二

層次」定義段落所介紹之 Google Books實例外，又如美國僅提供特定

用戶使用的 TVEyes電視廣播檢索服務，24小時不中斷地將 1,400個

電視、廣播電台的節目內容重製，其用戶透過關鍵字檢索後，可透過

網路取得 TVEyes所提供之相關文字介紹及節目影音小片段。此種業

者附隨於服務、重製完整節目並提供節目影音小片段之行為，即有適

用本條權利限制規定的空間 31。

本條第 2款所謂「資訊分析服務」，除了前面介紹過的論文抄襲

檢索服務外，還有一個例子是網路評價分析服務，業者將網路部落格、

報紙、雜誌等媒體上他人所寫之評論內容重製、分析，並提供用戶分

析結果，讓需要相關資訊的餐廳店鋪、企業、設施或人物可以得知網

路上的風向，提升自己的市場獲益能力或形象。此種業者附隨於服務、

重製網路評論內容或其摘錄內容之提供行為，即有適用本條的空間 32。

二、因應教育資訊化整備權利限制規定（修正第 35條 33）

以下之條文，皆屬於「三層次架構」中的第三層次，亦即雖屬於一般以享受

著作為目的之利用行為，會影響權利人從著作市場上可獲取之利益，但為了社會

31 同註 7，頁 17-18。
32 同註 7，頁 19。
33 修正後條文：

 第三十五条　1 学校その他の教育機関（営利を目的として設置されているものを除く。）に

おいて教育を担任する者及び授業を受ける者は、その授業の過程における使用に供すること

を目的とする場合には、必要と認められる限度において、公表された著作物を複製すること

ができる。ただし、当該著作物の種類及び用途並びにその複製の部数及び態様に照らし著作

権者の利益を不当に害することとなる場合は、この限りでない。

 2 公表された著作物については、前項の教育機関における授業の過程において、当該授業を

直接受ける者に対して当該著作物をその原作品若しくは複製物を提供し、若しくは提示して

利用する場合又は当該著作物を第三十八条第一項の規定により上演し、演奏し、上映し、若

しくは口述して利用する場合には、当該授業が行われる場所以外の場所において当該授業を

同時に受ける者に対して公衆送信（自動公衆送信の場合にあつては、送信可能化を含む。）

を行うことができる。ただし、当該著作物の種類及び用途並びに当該公衆送信の態様に照ら

し著作権者の利益を不当に害することとなる場合は、この限りでな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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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益而對其權利為限制之規定，故在適用上較無彈性 34，且與前述第一及第二層

次條文係整併眾多舊條文而形成新條文不同，以下條文係就原規定修正，故以修

法前、後的概要說明方式介紹之。

日本著作權法第35條第1項原規定，學校等教育機構（以營利為目的者除外）

中負責教學或接受教學之人，得為了現場教學目的，必要的限度內重製他人已公

開發表的著作，例如製成講義，復依第 47條之 10進行後續的散布。另依同條第

2項，亦得在同步的遠距教學中公開播送或公開傳輸該講義的內容 35。

為因應網路時代數位學習的趨勢，本次修正擴大了權利限制之範圍，納入其

他非同步的公開傳輸行為，例如：非同步MOOCs隨選課程或學校老師在課堂外，

亦得將重製有他人著作之講義內容公開傳輸給受眾參考或作為預、複習之用 36。

該等行為雖不需取得授權即可為之，但明定應支付權利人補償金；又為避免實務

運作困難，本次修正另增訂第 104條之 11至第 104條之 15，規定補償金僅能由

文化廳所指定的單一管理團體收取，採「單一窗口制」。

三、 為充實視覺相關障礙者接觸資訊的機會，整備權利限制
規定（修正第 37條第 3項 37）

日本著作權法第 37條第 3項原規定，「視覺障礙或其他對視覺表現有認知

障礙者」（簡稱「視覺障礙者」）之相關福利事業，得將他人已公開發表的著作

34 例如在利用方法上不會如同前述第一及第二層次條文為「不限」，而是明定僅能「重製、散布」

等，在該等特定利用方法以外仍要取得授權。
35 同註 5，頁 13。
36 水田功，同註 4，頁 23。
37 修正後條文：

 第三十七条　3 視覚障害その他の障害により視覚による表現の認識が困難な者（以下この項

及び第百二条第四項において「視覚障害者等」という。）の福祉に関する事業を行う者で政

令で定めるものは、公表された著作物であつて、視覚によりその表現が認識される方式（視

 及び他の知覚により認識される方式を含む。）により公衆に提供され、又は提示されてい

るもの（当該著作物以外の著作物で、当該著作物において複製されているものその他当該著

作物と一体として公衆に提供され、又は提示されているものを含む。以下この項及び同条第

四項において「視覚著作物」という。）について、専ら視覚障害者等で当該方式によつては

当該視覚著作物を利用することが困難な者の用に供するために必要と認められる限度におい

て、当該視覚著作物に係る文字を音声にすることその他当該視覚障害者等が利用するために

必要な方式により、複製し、又は公衆送信を行うことができる。ただし、当該視覚著作物に

ついて、著作権者又はその許諾を得た者若しくは第七十九条の出版権の設定を受けた者若し

くはその複製許諾若しくは公衆送信許諾を得た者により、当該方式による公衆への提供又は

提示が行われている場合は、この限りでな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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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製為視覺無障礙版本（如：大字版、有聲書），並公開傳輸予視覺障礙者（如：

建立有聲書網頁）。為進一步充實相關障礙人士接觸資訊的機會，更符合馬拉喀

什條約 38之意旨，修法後，主要將受益主體「視覺障礙者」擴大為「因視覺障礙

或其他障礙而對視覺表現有認知困難者」，例如非有視覺相關障礙，惟因上肢欠

缺而無法手持書本閱讀者，亦納入障礙者可適用的範圍 39。

四、為利用、活用著作典藏整備相關權利限制規定

（一） 國立國會圖書館將絕版資料公開傳輸予國外圖書館（修正第 31
條第 3項 40）

日本著作權法第 31條第 3項原規定，日本國立國會圖書館（下稱國

圖）就因絕版等理由而在市場上難以取得之書籍、資料（下稱絕版資料），

得應國內其他圖書館的請求，公開傳輸之，使其他圖書館的讀者亦能閱

覽。此次修法考量有許多國外的圖書館想進行日本研究，也有閱覽相關

絕版資料的需求，故擴大權利限制範圍，修法後，國圖可公開傳輸的對

象增加了「國外之同類館所」，但實際上是指哪些特定館所，要另由行

政命令明定之 41。

38 全稱為「馬拉喀什便利盲人、視力障礙者或其他印刷品閱讀障礙者接觸出版作品條約」，於

2013年 6月 28日經WIPO外交會議通過，日本自 2019年 1月 1日起正式加入，現有 38個締
約國。

39 水田功，同註 4，頁 27。
40 修正後條文：

 第三十一条 3　国立国会図書館は、絶版等資料に係る著作物について、図書館等又はこれに

類する外国の施設で政令で定めるものにおいて公衆に提示することを目的とする場合には、

前項の規定により記録媒体に記録された当該著作物の複製物を用いて自動公衆送信を行うこ

とができる。この場合において、当該図書館等においては、その営利を目的としない事業と

して、当該図書館等の利用者の求めに応じ、その調査研究の用に供するために、自動公衆送

信される当該著作物の一部分の複製物を作成し、当該複製物を一人につき一部提供すること

ができる。
41 水田功，同註 4，頁 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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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伴隨美術、攝影著作公開展示之利用行為（修正第 47條 42）

日本著作權法第 47條原規定，公開展示美術著作或攝影著作者（例

如：美術館或畫廊，下稱原作展示者），為了向參觀者解說之目的，得

於小冊子上重製該等著作，並得依第 47條之 10散布之。為因應數位化

趨勢擴大權利限制範圍，修法後，依第 47條第 1及第 2項規定，原作展

示者為了相同目的，在必要限度內，亦可公開上映 43或公開傳輸該著作，

例如於畫展中透過電子解說板或解說平板向公眾傳達畫作內容作為解說

之用，即屬之 44。又依修法後第 47條第 3項規定，原作展示者為了向公

眾提供著作所在地相關資訊，在必要限度內，亦可公開傳輸該著作，例

如於美術展覽宣傳網頁張貼畫作之行為。

42 修正後條文：

 第四十七条　1 美術の著作物又は写真の著作物の原作品により、第二十五条に規定する権利

を害することなく、これらの著作物を公に展示する者（以下この条において「原作品展示者」

という。）は、観覧者のためにこれらの展示する著作物（以下この条及び第四七条の六第二

項第一号において「展示著作物」という。）解説若しくは紹介をすることを目的とする小冊

子に当該展示著作物を掲載し、又は次項の規定により当該展示著作物を上映し、若しくは当

該展示著作物について自動公衆送信（送信可能化を含む。同項及び同号において同じ。）を

行うために必要と認められる限度において、当該展示著作物を複製することができる。ただ

し、当該展示著作物の種類及び用途並びに当該複製の部数及び態様に照らし著作権者の利益

を不当に害することとなる場合は、この限りでない。

 2　原作品展示者は、観覧者のために展示著作物の解説又は紹介をすることを目的とする場

合には、その必要と認められる限度において、当該展示著作物を上映し、又は当該展示著作

物について自動公衆送信を行うことができる。ただし、当該展示著作物の種類及び用途並び

に当該上映又は自動公衆送信の態様に照らし著作権者の利益を不当に害することとなる場合

は、この限りでない。

 3　原作品展示者及びこれに準ずる者として政令で定めるものは、展示著作物の所　在に関

する情報を公衆に提供するために必要と認められる限度において、当該展示著作物について

複製し、又は公衆送信（自動公衆送信の場合にあつては、送信　可能化を含む。）を行うこ

とができる。ただし、当該展示著作物の種類及び用途　並びに当該複製又は公衆送信の態様

に照らし著作権者の利益を不当に害すること　となる場合は、この限りでない。
43 日本就「上映」的定義並不限定著作類別，與我國僅視聽著作有「公開上映」權不同。
44 水田功，同註 4，頁 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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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著作財產權人不明著作之強制授權制度，國家行政機關免除支
付補償金的義務（修正第 67條 45）

日本著作權法第 67條原規定，任何人（包含個人或機關團體）均得

於經「相當努力」搜尋後，申請各類著作財產權人不明著作（一般稱孤

兒著作）之利用許可；申請案經文化廳裁定許可，並核定一旦後來與權

利人取得連絡、作為利用行為對價支付的補償金，申請人須提存補償金

後始可利用。修法後，考量政府機關具備「支付上的確實性」，修正第

67條第 2項明定「國家、地方公共團體或其他相當且由政令所定的法人」

不須先行支付補償金，待與權利人取得聯絡後再支付即可 46。

伍、反思與結語

一、我國近年權利限制規定修法

我國近年來為配合國際公約及數位時代趨勢，亦提出著作權法權利限制規定

的修正，例如我國於民國 103年因應馬拉喀什條約修正著作權法第 53條規定，使

中央或地方政府機關、非營利機構團體及各級學校，除為了視覺、學習、聽覺障

礙者外，亦得為其他感知著作有困難之障礙者製作他人已公開發表著作之無障礙

版本，且各機關團體間可互為散布或公開傳輸，已符合馬拉喀什條約所定之標準。

45 修正後條文：

 第六十七条　1 公表された著作物又は相当期間にわたり公衆に提供され、若しくは提示され

ている事実が明らかである著作物は、著作権者の不明その他の理由により相当な努力を払つ

てもその著作権者と連絡することができない場合として政令で定める場合は、文化庁長官の

裁定を受け、かつ、通常の使用料の額に相当するものとして文化庁長官が定める額の補償金

を著作権者のために供託して、その裁定に係る利用方法により利用することができる。

 2　国、地方公共団体その他これらに準ずるものとして政令で定める法人（以下この項及び

次条において「国等」という。）が前項の規定により著作物を利用しようとするときは、同

項の規定にかかわらず、同項の規定による供託を要しない。この場合において、国等が著作 

者と連絡をすることができるに至つたときは、同項の規定により文化庁長官が定める額の補

償金を著作権者に支払わなければならない。

 3　第一項の裁定を受けようとする者は、著作物の利用方法その他政令で定める事項を記載
した申請書に、著作権者と連絡することができないことを疎明する資料その他政令で定める

資料を添えて、これを文化庁長官に提出しなければならない。

 4　第一項の規定により作成した著作物の複製物には、同項の裁定に係る複製物である旨及
びその裁定のあつた年月日を表示しなければならない。

46 水田功，同註 4，頁 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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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經行政院於民國 106年 10月審議通過、現正由立法院審議中之「著

作權法修正草案」（下稱全盤修正草案），基於政策公益考量，亦有與日本本次

修法相關之內容，說明如下：

（一）教學活動合理使用

全盤修正草案擴大現行法賦予教育活動適用權利限制之範圍（草案

第 55、56條）47：

1、 現場教學：在政府立案各級學校的現場課堂教學中，教師除重製、散

布外，於修法後亦得在必要範圍內公開演出、公開上映他人著作（如：

製作講義、播放 CD或 DVD片段）。

2、 遠距教學：前揭現場授課之同步或非同步遠距教學，於修法後得公開

播送或公開傳輸授課內容，但限在籍學生閱覽。

3、 開放式課程：前揭之現場授課如欲對一般公眾開放，不限在籍學生閱

覽，修法前僅得公開播送（如：空中大學電視教學），修法後亦得於

必要範圍內公開傳輸（如：MOOCs網路開放式隨選課程）他人著作，

但與修法前的公播相同，均須支付權利人補償金。但有營利行為者，

不適用權利限制規定。

（二）圖書館合理使用

全盤修正草案因應數位時代趨勢就圖書館適用權利限制的範圍進行

調整（草案第 58條），例如草案增訂圖書館等典藏機構為文化保存目的

之館藏著作重製物，得以電子檔提供讀者利用館內設備進行線上閱覽，

然提供閱覽數量不得超過該著作之館藏數量，且不可提供讀者存取或對

外公開傳輸，亦避免電子檔任意流通。此外，草案亦賦予國家圖書館得

基於文化保存目的，重製依法送存的資料或政府機關等公法人於網路上

公開之資料 48。

47 詳參智慧財產局著作權組，教學活動與教科書之合理使用，智慧財產權月刊 230期，頁 63-
66，2018年 2月。

48 詳參智慧財產局著作權組，公法人著作與圖書館之合理使用，智慧財產權月刊 232期，頁 69-
73，2018年 4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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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結語

我國近年來持續就著作權法權利限制規定進行修正檢討，在因應數位網路時

代的大方向上與日本一致，僅在規定的細節上有所差異。然我國著作權法於權利

限制規定之體系上兼採「個別式」與「概括式」規定，與日本僅有「個別式」規

定之設計不同。有關權利限制規定之範圍應如何劃定，雖我國規定與日本在細節

上有所差異，仍應審酌我國社會上實際利用需求與產業意見，予以綜合考量，並

以國內社會實際需求為基礎，在法制上予以調整。

無論如何，日本此次為修正著作權法權利限制規定所建立的「三層次架構」，

依據是否為一般享受著作之利用行為及對權利人所造成的不同影響程度作分類，

設計適用彈性程度不同的條文，其理論概念仍得作為我國未來檢討於「概括式」

規定外，是否需進一步修正「個別式」權利限制規定之借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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營業秘密之證據保全——
借鏡美國 2016年營業秘密防衛法

李維心 *

* 作者現為智慧財產法院庭長。

 本文相關論述僅為一般研究探討，不代表任職單位及本局之意見。

壹、前言

貳、美國營業秘密法單方扣押規定

　　一、2016年防衛法規定

　　二、美國法其他相關規定

　　三、美國單方扣押核發過程

參、與我國法律規定比較

　　一、範圍不同

　　二、舉證與有無擔保之不同

　　三、執行後有無聽證程序之不同

　　四、聲請不當有無賠償之不同

肆、結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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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美國聯邦政府繼規範營業秘密刑事責任「經濟間諜法」之後，於西元 2016

年間制定聯邦營業秘密防衛法，該法主要特色為設立單方扣押制度，此相當於我

國證據保全程序，對於涉及侵害營業秘密行為，法院得依單方聲請核發扣押令，

由專職人員執行，必要時得由專家參與，法院須於核發扣押令後 7日內請兩造到

庭聽證，以決定撤銷或修正扣押令。受扣押令執行之人如有不法或過度扣押之損

害，得請求賠償。 

我國營業秘密法無證據保全特別規定，實務上適用民事訴訟法證據保全程序

規定，惟於保全證據後，亦僅要求聲請人於 30日內提起本案訴訟；針對應否於

執行後通知兩造開庭以撤銷或修正證據保全裁定，或因不法或過度扣押造成相對

人之損害賠償等，未有規定。本文參考美國 2016年聯邦營業秘密防衛法規定內

容及與我國法律進行比較撰述，以供修法與實務參考。

關鍵字： 營業秘密、統一營業秘密法、單方扣押令、不正當方法、證據保全、擔保、

初期禁制令、搜索、聽證、不當或過度扣押、損害賠償、Uniform Trade 

Secrets Act、Ex parte seizure order、Injunction、Improper mean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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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前言

我國營業秘密法無證據保全特別規定，實務上適用民事訴訟法第 368條以下

規定為依據，聲請人就證據有滅失或礙難使用之虞，或經他造同意，得向法院聲

請保全該證據；或就確定事、物之現狀有法律上利益並有必要時，得聲請鑑定、

勘驗或保全書證。如保全證據程序終結後逾 30日本案尚未繫屬，法院得依聲請

解除因保全證據所為之留置，但因未提起本案訴訟或過度或不當保全證據，聲請

人應否賠償損害，並無相關規定。又實務上之證據保全事件，由法官就聲請資料

先行審查，認有保全必要後，隨即詢問聲請人，於未通知相對人或第三人情形下，

由法官親至現場執行，扣押相關資料。實際實施效果似非良好，學者與律師對此

多有意見 1。

美國對於營業秘密保護，原由各州參考統一營業秘密法（Uniform Trade 

Secrets Act）所定內容，各自制定州之營業秘密法，聯邦政府並無專門規範營業

秘密保護之法律。直至 1996年國會始制定經濟間諜法（Espionage Act），訂定違

反營業秘密保護刑事責任規定，國會於 2015年間鑒於營業秘密具智慧財產形式，

其對美國企業愈益重要，有舉足輕重之經濟價值，聯邦政府如無設立營業秘密民

事法之相關規定，無法適應數位時代關於營業秘密民事保護之需要，乃著手研議，

制定「2016年營業秘密防衛法」（Defend Trade Secrets Act of 2016，DTSA，下稱

防衛法），於 2016年 5月 11日由歐巴馬總統簽署公布施行，為聯邦法律。該法

規定之主要特色即設立單方扣押制度（ex parte seizure），與我國證據保全制度相

當，然其係參考美國著作權法等相關規定，就審酌核發扣押令要件、執行人員、

執行後聽證程序及損害賠償等設有詳細規定，值得參考。本文將該制度之沿革及

內容，作初步研究，期能作為我國法律修訂及實務之參考。

1 劉孔中、馮震宇、謝銘洋，專利證據保全及智慧財產權人相關資訊實體請求權之研究，月旦

法學雜誌 26期，頁 75，2014年 3月；呂光，智慧財產權案件證據保全實務，全國律師，頁
36，2013年 10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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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美國營業秘密法單方扣押規定

一、2016年防衛法規定

防衛法係參照著作權法（Copyright Act）與商標仿冒法（Trademark Counterfeiting 

Act）規定，於美國法典第 18章第 1836條 (b)項設立單方扣押制度，茲翻譯其內容

如下 2（以下條文編號係參照原法規編號）：

(1)  總說：營業秘密所有人在跨州或外國貿易中，被他人以不正當方法取得營業秘

密，而該營業秘密之使用與產品或服務相關，或意欲使用該營業秘密，得依本

項規定提起民事訴訟。

(2) 民事扣押：

(A)總說：

(i)  聲請：法院於特別情形下，依單方聲請，基於聲請人提出之宣誓書或

經確認之聲請狀，而認符合本條要件時，為防止營業秘密之重製或擴

散之必要，得核發扣押令。

(ii)  核發要件：除非法院認顯然有以下之特別事實者外，法院得不予核發

扣押令：

(I)  聲請人依聯邦民事訴訟規則第 65條規定或其他衡平救濟方式所

核發命令，因會逃避或規避或其他不符合該命令之行為情況，而

不適合達成本項之目的；

(II)  如不予核發命令，將會發生立即與不能回復之損害；

(III)  否准聲請所造成之損害，大於准許扣押後相對人之合法利益損

害，且顯然大於第三人因扣成押所造的損害；

(IV)  聲請人成功地證明下列情形之可能性：

(aa)所涉資訊係營業秘密；且

2 原文參 http://www.wipo.int/wipolex/en/text.jsp?file_id=406004（最後瀏覽日：2018/06/19）。

http://www.wipo.int/wipolex/en/text.jsp?file_id=4060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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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b)受扣押令之相對人有：

(AA)以不正當方法竊取聲請人之營業秘密；

(BB) 陰謀以不正當方法使用竊取自聲請人之營業秘密；

(V) 相對人實際持有下列事項：

(aa)營業秘密；

(bb)應被扣押之財產；

(VI)  聲請狀合理地描述被扣押事物之細節及應受扣押之合理程度，確

認應被扣押事物之地點；

(VII)  應受扣押令之相對人或與其配合之第三人，即將毀損、搬遷、

隱匿，或其他使被聲請扣押之物無法於訴訟中使用等情形；

(VIII) 聲請人尚未公布已聲請扣押令之事。

(B)扣押令應記載事項：依前款核發扣押令，應記載下列事項：

(i) 認定應扣押之事實與適用之法律；

(ii)  達到本條目的所要扣押財產之最小範圍，指示執行扣押之方法對第三

人業務之介入應最小化，並儘可能不干擾相對人之業務活動。

(iii) 

(I)  為防止相對人或第三人過度損害，扣押令得附有禁止聲請人或相

對人接近或揭露受扣押財產，且禁止扣押財產為全部或部分之重

製，直至相對人或第三人於法院審理時有機會接觸時止； 

(II)  如果法院准許聲請人或相對人接近該受扣押財產，該接近需符合

(D)款規定。

(iv) 扣押令應清楚載明下列事項供執行人員實施扣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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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 得執行扣押的時間；且

(II) 是否得對封鎖區域使用強制力。

(v)  除相對人或他人同意於其他日期聽證外，儘快就 (F)款所定之扣押審

理程序，於命令核發後 7日內舉行聽證，但因命令而受損害之相對人

或第三人於聲請人獲得扣押令後之任何時間，得聲請法院撤銷或修正

扣押令；並且

(vi)  法院對聲請人依本項規定取得扣押令而造成他方因不法、或過度扣

押、或意圖不法或過度扣押可取得請求賠償之情況，得訂定相當於損

害額之擔保。　

(C) 扣押令公開後之保護：法院得對收受命令之人就該命令或因扣押而被公開

之人，採行適當之手段以保護之。

(D)法院保管扣押物：

(i)  總說：依本項規定所扣押之物，應由法院保管。法院於扣押期間應確

保扣押物不被他人以實體與電子方式接觸。

(ii)  存儲媒體：被扣押物如包含存儲媒體，或被扣押物儲存於存儲媒體中，

法院在未經兩造同意情形下，亦應禁止該媒體與電腦網路或網際網路

連結，直至依本項 (B)款 (v)目及 (F)款所定審理程序時止。

(iii)  秘密之保護：法院認被扣押物與營業秘密資訊無關者，應採取適當之

措施保護其秘密，但相對人同意揭露被扣押物者，不在此限。

(iv)  指定特別管理人：法院得指定特別管理人確定被侵占盜用營業秘密資

訊地點並予以隔離，及便利被扣押人取回與扣押令無關之財產與資

訊。法院指派之特別管理人應同意接受法院所核准之保密協議拘束。

(E)命令之送達：法院依本項規定核發之扣押令正本及聲請狀繕本，應令實施

扣押令之聯邦執行官送達並執行。法院得允許州或地方行政執行人員參與

扣押，但不得准許聲請人或其代理人加入扣押執行程序。法院認專家參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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執行程序對執行效率與減少扣押費用之支出為有益者，得依執行人員之請

求，准許與聲請人無利害關係且同意按法院核准保密協議所拘束之技術專

家參與執行。

(F) 扣押之聽證程序：

(i) 期日：核發扣押令之法院應依 (B)款 (v)目規定訂定聽證期日。

(ii)  舉證責任：依本項規定進行之聽證程序，按 (A)款規定收受扣押令之

當事人，應舉證證明主張之事實與適用之法律足以支持其主張。如果

當事人不能舉證，應駁回其聲請或修正為適當之命令。

(iii)  撤銷或修正扣押令：扣押令相對人或因扣押令受損害之人，於扣押令

送達當事人後，得於任何時間聲請法院撤銷或修正扣押令。

(iv)  證據開示之時間限制：法院得訂定依聯邦證據規則規定所調整證據開

示時間限制，以防止本項所定聽證程序成為無效。

(G) 不法扣押令之損害賠償訴訟：因不法或過度扣押受損害之人得對聲請人起

訴請求賠償，並以與 1946年公布之商標法第 34條 d項 11款（15 U.S.C. 

§116(d)(11)）相同方式之救濟。法院依 (B)款 (vi)目規定裁定之擔保，不

應作為限制第三人請求損害賠償之範圍。

(H) 聲請加密：當事人或對被扣押物主張具有利害關係之人，得隨時聲請法院

依本條規定就已扣押或即將扣押而儲存於媒體內之物聲請加密，法院對此

聲請得單方審理。如果可能，聲請包括加密方式。

二、美國法其他相關規定

美國對於智慧財產權保護很早即建立單方扣押制度，國會於 1909年修正著

作權法及 1984年制定商標仿冒法時，已明定權利人得聲請單方扣押，國會鑒於

營業秘密為產業創新過程之關鍵，係增加國家經濟力量之來源，故採取與著作權

法及商標仿冒法相同之單方扣押制度，予營業秘密所有人有利之保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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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著作權法單方扣押規定

1909年著作權法第 25條規定：「任何人侵害受美國著作權法保護之

著作權，應就下列情形負責：⋯⋯(d)於訴訟期間提出宣誓書，依法院要

求的條款和條件，扣押所有被主張侵害著作權之文章。」3美國最高法院

依此規定，另制定著作權法執行規則（U.S. Supreme Court Copyright Rules 

of Practice），其規則第 4條即規定法院書記人員得發布扣押令（writ of 

seizure），可扣押涉及侵害之著作、紀錄、金屬板、模具等，由地方執行

官（Marshall）執行扣押令指示 4；其規則第 5條規定執行官得於執行現場，

使用可能合理需要的強制力 5；規則第 6條規定執行官按照法院規定將扣

押物置於安全地方 6。此規則適用歷數十年，直至聯邦民事訴訟規則第 65

條 (f)項制定禁制令與限制令（Injunctions and Restraining Orders）並適用

於侵權著作與仿冒商品扣押程序後，聯邦最高法院於 2001年 12月 1日

廢止該執行規則 7。

1976年美國著作權法修正，就侵害著作權案件，增訂與商標法扣押

程序（impoundment and seizure）相同規定，並擴及於記載製造、銷售或

收受違法行為物品之紀錄等 8。2008年著作權法再修正採取仿冒商標案件

3 Copyright Act of 1909 Sec.25. (That if any person shall infringe the copyright in any work protected 
under the copyright laws of the United States such person shall be liable: ……(d) To deliver up an 
oath, to be impounded during the pendency of the action, upon such terms and conditions as the court 
may describe, all articles alleged to infringe a copyright.)

4 U.S. Supreme Court Copyright Rules of Practice (1909) Rule 4. (The clerk shall issue a writ directed 
to the Marshall of the district where the said infringing, copies, plates, records, molds, matrices, etc. 
or other means of making such infringing copies shall be stated in said affidavit to be located, and 
gen-erally to any Marshal of the United States, directing the said Marshal to forthwith seize and hold 
the same subject to the order of the Court issuing said writ, or of the Court of the district in which the 
seizure shall be made.) 

5 U.S. Supreme Court Copyright Rules of Practice (1909) Rule 5. (The Marshall shall thereupon seize 
said articles or any smaller or large part thereof he may then or thereafter find, using such force as may 
be reasonably necessary in the premises.)

6 U.S. Supreme Court Copyright Rules of Practice (1909) Rule 6. (A Marshall who has seized alleged 
infringing articles, shall retain them in his possession, keeping them in a secure place, subject to the 
order of the court.)

7 U.S. Supreme Court OCTOBER TERM 2000, 834, https://www.supremecourt.gov/orders/journal/jnl00.
pdf (last visited Jun. 19, 2018).

8 17 U.S.C.§503 (a)(3) (The relevant provisions of paragraphs(2) through (11) of section 34(d) of the 
Trademark Act (15 U.S.C.§1116(D)(2) through (11)) shall extend to any impoundment of records 
or ordered under paragraph (1)(c) that is based upon an ex parte application, notwithstanding the 
provisions of rule 65 of the Federal Rules of Civil Procedure.)

https://www.supremecourt.gov/orders/journal/jnl00.pdf
https://www.supremecourt.gov/orders/journal/jnl00.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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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單方扣押規定 9。

（二）商標仿冒法單方扣押規定

1984年國會制定商標仿冒法以修正商標法（Lanham Act）關於仿冒商

標規定，訂定仿冒商標刑罰，並導入單方扣押制度，於第 1116條 (d)項規

定「⋯⋯民事訴訟涉及使用與仿冒商標有關之販賣、販賣之要約、分銷商

品或服務時，法院得依單方申請，依據本條 (a)項規定核發令，扣押涉及

違反與製造仿冒商標，及此類違規行為之製造、販賣或收受紀錄。」10國

會立法報告亦說明：「單方扣押程序旨在阻止此種惡意手段，同時給予

聲請人充足的保護。實質上，參議院與眾議院允許核發單方扣押令，係

聲請人證明相對人不會遵守較低強制力的法院令，例如臨時限制令，除

單方扣押有關財產外，已無其他方法保護法院權力。」11美國法院實務見

解認本項規定未違反美國憲法增修條文第 4條規定 12、13。

9 美國著作權第 503條，參經濟部智慧財產局，美國著作權法令暨判決之研究，頁 143，97年 11
月 30日，https://www.tipo.gov.tw/public/Attachment/b0dc6b27-7567-4aec-852d-8632f474375e.pdf
（最後瀏覽日：2018/06/19）。

10 15 U.S.C.§1116(d)(A) ((A) In the case of a civil action arising under section 1114(1)(a) of this title 
or section 220506 of title 36 with respect to a violation that consists of using a counterfeit mark in 
co-nnection with the sale, offering for sale, or distribution of goods or services, the court may, upon 
ex parte application, grant an order under subsection (a) of this section pursuant to this subsection 
providing for the seizure of goods and counterfeit marks involved in such violation and the means of 
making such marks, and records documenting the manufacture, sale, or receipt of things involved in 
such violation.)

11 Joint Statement on Trademark Counterfeiting Legislation, 130 Cong. Rec. H12076, H12080 (Oct. 
10.1984). (The ex parte seizure procedure is intended to thwart this bad faith tactic, while ensuring 
ample procedural protections for persons against whom such orders are issued. In essence, both the 
senate and house bills permitted issuance of an ex parte seizure order if the applicant could show that 
the defendant would not comply with a lesser court order, such as a temporary restraining order, and 
that there was no means of protecting the court's authority other than to seize the property in question 
on an ex parte basis. In essence, both the senate and house bills permitted issuance of an ex parte 
seizure order if the applicant could show that the defendant would not comply with a lesser court order, 
such as a temporary restraining order, and that there was no means of protecting the court's authority 
other than to seize the property in question on an expartebasis.) 

12 美國憲法增修條文第 4條規定：「人民有保護其身體、住所、文件與財物之權，不受無理拘
捕、搜索與扣押，並不得非法侵犯。除有正當理由，經宣誓或承諾，並詳載搜索之地點、拘捕

之人或扣押之物外，不得核發搜索票、拘票或扣押狀。」
13 United States v. Shyota, 186 F. Supp. 3d 1052(N.D.Cal. 2016); Reebok Int'l. v. Su Youn Pak, 683 F. 

Supp. 929, 930 (S.D.N.Y. 1987); Time Warner Entm't Co. v. Does, 876 F. Supp. 407, 412 (E.D.N.Y 
1994). 

https://www.tipo.gov.tw/public/Attachment/b0dc6b27-7567-4aec-852d-8632f474375e.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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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其他取得扣押營業秘密效果途徑

1、聯邦刑事案例

被告以不正當方法（improper means）取得營業秘密，如係適用

聯邦經濟間諜法之刑事案例，法院按聯邦刑事訴訟規則第 41條 (d)項

規定，於收到宣誓書或其他資料，治安法官認有相當理由得核發搜索

票，進行搜索及扣押被告之財產或安裝追蹤裝置 14，故依刑事搜索票

扣押到被告所取得之營業秘密資料，可作為民事訴訟證據。

2、依聯邦民事訴訟規則第 65條規定

被控侵權人不正當取得營業秘密資料，營業秘密所有人得依

聯邦民事訴訟規則第 65條 (b)項所定之臨時限制令（Temporary 

Restraining Order）15，即無須書面或口頭通知即得向相對人或律師發

出，亦得依同規則 (a)項規定，聲請法院核發得通知相對人之初期禁

制令（Preliminary injunction）16，聯邦最高法院於 2008年在Winter v. 

Natural Res. Def. Counsil, Inc.案曾表示：原告欲取得暫時禁制令須證

明（1）其有勝訴可能性，（2）如無禁制令其可能會遭受無可彌補損

害，（3）權衡兩造利害對其有利，（4）對公眾利益之影響 17。此二

禁制令可禁止民事被告取得、揭露或移轉營業秘密，與防衛法單方扣

押制度有相類之效果。

14 Fed. R. Crim. P. Rule41(d). ((d) OBTAINING A WARRANT. (1) In General. After receiving an 
affidavit or other information, a magistrate judge—or if authorized by Rule 41(b), a judge of a state 
court of record—must issue the warrant if there is probable cause to search for and seize a person or 
property or to install and use a tracking device.) 

15 Fed. R. Civ. P. Rule65(b). ((1)Issuing Without Notice. The court may issue a temporary restraining 
order without written or oral notice to the adverse party or its attorney only if: (A) specific facts in an 
affidavit or a verified complaint clearly show that immediate and irreparable injury, loss, or damage 
will result to the movant before the adverse party can be heard in opposition; and (B) the movant's 
attorney certifies in writing any efforts made to give notice and the reasons why it should not be 
required.)

16 Fed. R. Civ. P. Rule65(a). ((1)Notice The court may issue a preliminary injunction only on notice to 
the adverse party.)

17 Winter v. Natural Res. Def. Counsil, Inc., 555 U.S. 7, 20 (2008). (Normally to obtain a preliminary 
injunction, a plaintiff "must establish (1) that he is likely to succeed on the merits, (2) that he islikely 
to suffer irreparable harm in the absence of preliminary relief, (3) that the balance of equities tips in his 
favor, and (4) that an injunction is in the public interes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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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依州法規定扣押被竊取營業秘密資料

美國各州州法未制定有如防衛法單方扣押制度之規定 18，然州

法其他規定亦有可取代防衛法單方扣押效果，如加州民事訴訟法第

3426.2條第 2項 (a)規定「實際或有不當取得營業秘密之虞之行為得

予禁止。於向法院聲請禁制令後，如因營業秘密不存在，法院得終止

禁制令，但禁制令能消除因不當取得營業秘密而產生之商業利益時，

可繼續執行該禁制令。」19又如德州刑法第 31.05條竊取營業秘密罪

規定「任何人未得到所有人有效同意而故意為下列行為構成犯罪：（1）

竊取營業秘密，（2）製作載有營業秘密複本，或（3）傳達或傳送營

業秘密。」20是法院得核發搜索票扣押被竊取的營業秘密資料。

三、美國單方扣押核發過程

美國國會依著作權法與商標仿冒法相關規定，於防衛法引入單方扣押制度，

單方扣押之過程基本上有以下六個階段：聲請人須證明符合單方扣押救濟規定、

法院審理聲請內容是否符合單方扣押令要件、扣押令之執行、法院須維護被查封

之營業秘密證據、扣押後即舉行聽證程序及不法或過度扣押之賠償。茲說明如下：

（一）第一階段：聲請人須證明符合單方扣押救濟規定

1、依防衛法第 1836條 (b)(A)(ii)規定，法院於特別情形下，依聲請人單

方聲請而審查。聲請人須提出宣誓書或經確認的聲請狀，並提出具體

事實（specific facts），使法院認主張為有理由。此聲請程序類如聯邦

民事訴訟規則第 65條所定臨時限制令之情形。

18 MARK L. KROTOSKI, DEFEND TRADE SECRETS ACT OF 2016 HANDBOOK 5-15, Published 
by Wolters Kluwer.

19 California Civil Code Section 3426.23426.2.((a) Actual or threatened misappropriation may be 
enjoined. Upon application to the court, an injunction shall be terminated when the trade secret 
has ceased to exist, but the injunction may be continued for an additional period of time in order to 
eliminate commercial advantage that otherwise would be derived from the misappropriation.)

20 Tex. Penal Code §31.05. ((b) A person commits an offense if, without the owner's effective consent, he 
knowingly: (1) steals a trade secret; (2) makes a copy of an article representing a trade secret; or (3) 
communicates or transmits a trade secre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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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法條用語規定須屬「特別情況」（extraordinary circumstances）始能聲

請，此要件為美國參議院制定時所增加 21，目的在防止營業秘密傳播

或散布並保存證據 22，例如被告即將逃離或計劃立即洩漏予第三人均

屬於所定之「特別情況」23，其有限制法院裁量空間之作用。

3、法院原則上並不核發扣押令，但有以下情形則予核發，即：依其他規

定聲請為不適當（如依聯邦民事訴訟規則第 65條之禁制令）、為防

止立即及無法彌補損害核發扣押令為必要的、權衡損害證明扣押有正

當性、聲請人順利證明其營業秘密且扣押標的係相對人以不正當方法

取得營業秘密或共謀使用、相對人實際占有營業秘密及其產品、對被

扣押物之描述具有合理的特殊性並在此情況下合理確定其位置、如先

予通知相對人將使法院人員無法執行及聲請人未宣布其聲請扣押的事

實等情形，得依單方聲請核發。分述之：

（1）其他救濟方式並不適當

　　聯邦民事訴訟規則第 65條雖訂定禁制令或限制令相關規

定，適用於各類民事訴訟，但技術型營業秘密為相對人所控管，

涉及該領域技術性內容，需要專業人員參與扣押程序時，如由

聲請人委請專業調查人員參加扣押程序，因其欠缺中立性或無

該領域訓練與經驗；又營業秘密資料涉及到第三人，其可能非

扣押令相對人，在此情形下，該規則第 65條之規定即不足以因

應，因此，防衛法乃規定其他救濟方式不適宜時，始適用本規

21 162 Cong. Rec. S1634 (dailyed. Apr. 4 2016), https://www.congress.gov/crec/2016/04/04/CREC-
2016-04-04-senate.pdf (last visited Jun.19, 2018).

22 DTSA House Report, at 9; DTSA Senate Report, at 5-6. (The new § 1836 (b) authorizes a Federal 
court to issue an order, in extraordinary circumstances and upon an ex parte application based on an 
affidavit or verified complaint, to provide for seizure of property necessary to preserve evidence or to 
prevent the propagation or dissemination of the trade secret.)

23 DTSA Senate Report, at 6; DTSA House Report, at 9. (The issuance of a seizure order is limited 
to"extraordinary circumstances."……For example, this authority is not available if an injunction under 
existing rules of civil procedure would be sufficient. The ex parte seizure provision is expected to be 
used in instances in which a defendant is seeking to flee the country or planning to disclose the trade 
secret to a third party immediately or is otherwise not amenable to the enforcement of the court’s 
orders.)

https://www.congress.gov/crec/2016/04/04/CREC-2016-04-04-senate.pdf
https://www.congress.gov/crec/2016/04/04/CREC-2016-04-04-senate.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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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惟美國法院要求聲請人證明為何適用規則第 65條為不適

當，因此聲請人就此須為舉證 24。

（2）立即與不可回復之損害

　　法院於裁定扣押時須就聲請人所主張之具體事實，限定在

即時與不可回復損害之要件，如不具有此情形，即不應核發扣

押令。此因營業秘密如被不當取得並洩漏重製及使用，致其秘

密性減損，即時挽救自有必要，防衛法即是為此而特別制定。

此要件與聯邦民事訴訟規則第 65條之臨時限制令相同，明定扣

押令核發通常是為保存事物現況且預防法院審理前發生不可回

復之損害 25。

（3）平衡各方之損害

　　國會參考著作權法與商標仿冒法相關規定 26，而於法條明

定：法院須考量「否准聲請所造成之損害，大於准許扣押後相

對人之合法利益損害，且顯然大於第三人因扣押令所造成之損

害。」因之，聲請人須主張其所受之損害大於相對人或第三人

因扣押令所受損害而有核發扣押令之必要。

（4）聲請人成功地證明其營業秘密有被不正當取得之可能

　　此亦係參考著作權法與商標法相關規定 27，聲請人須向法

院成功地證明相對人持有之資訊為其所有之營業秘密，相對人

係以不正當方法取得營業秘密，或與他人密謀使用該營業秘密。

24 Brunswick Rail Management v. Sultanov, No. 5:17-CV-00017-EJD, 2017 WL 67119 (A court may 
issue a seizure order only if, among other requirements, an order under Fed. R. Civ. P. 65 or another 
form of equitable relief would be inadequate.) 

25 Supra note 15.
26 15 U.S.C. §1116(d)(4)(B)(vi) (noting the requirement that "the harm to the applicant of denying the 

application outweighs the harm to legitimate interests of the person against whom seizure would 
be ordered of granting the application."); 17 U.S.C. §503 (a)(3) (adopting the procedures used in 
trademark counterfeiting cases under 15 U.S.C. §1116(d).)

27 15 U.S.C. §1116(d)(4)(B)(iii) (noting that "the applicant is likely to succeed in showing that the person 
against whom seizure would be ordered used a counterfeit mark in connection with the sale, offering 
for sale, or distribution of goods or services."); 17 U.S.C. §503 (a)(3) (adopting the procedures used in 
trademark counterfeiting cases under 15 U.S.C. §1116(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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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於不正當方法取得營業秘密之定義，國會立法報告明確說明：

依 1979年統一營業秘密法規定，包括竊盜、賄賂、虛偽陳述、

利誘違背保密義務或透過電子設備或其他方式之不正當方法取

得、使用或揭露營業秘密 28。

（5）相對人實際持有（actual possession）營業秘密

　　聲請人應向法院敘明相對人實際持有應予扣押之營業秘密

資料，該營業秘密須具秘密性而非屬於該領域之公共知識 29。

如該資料為第三人持有中，依國會立法報告說明：法院不得對

第三人核發此扣押令；但為防止第三人洩漏營業秘密，法院得

另依聲請核發禁制令 30，例如對於網路服務提供者提供他人儲

存而持有之營業秘密資訊，該服務提供者非實際持有人，即不

得對其核發扣押令。

（6）聲請狀之明確性要求

　　防衛法規定聲請狀應敘明被扣押物，其應被扣押之程度，

並確認應被扣押物之地點；所謂敘明，指讓執行扣押人員於執

行時可以確認被扣押物為營業秘密，包括是否為數位化載具、

公式或配方、財務數據、原型、或客戶名單及任何其他顯著特

徵。應被扣押事務之地點於聲請狀中應敘明地址，無論係營業

所、住宅、公寓、複式建物、穀倉、停車間或任何得以區分的

特徵。因為執行人員未必熟悉所指涉營業秘密資料，有時需要

聲請人明確指出。又法院如認專家參與，對執行效率與減少扣

押費用支出而有益者，得依執行人員之請求，允許與聲請人無

關係且同意接受法院所核准保密協議拘束之技術專家參與執行。

28 DTSA House Report at 14. (noting the definition of "improper means" is "identical to the definition In §1 
(1) of the UTSA and includes theft, bribery, misrepresentation, breach, or inducement of a breach of a 
duty to maintain secrecy, or espionage though electronic or other means.")

29 Kewanee Oil Co. v. Bicron Co., 416 U.S. 470, 475 (1974) (noting the need for the trade secret to "be 
secret, and most not be of public knowledge or of a general knowledge in the trade or business.")

30 DTSA House Report, at 9. (while the court may not order a seizure against the third party under this 
provision, the court may decide to issue a third-party injunction preventing disclosure of the trade 
secret using its existing authority to provide equitable relie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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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執行扣押營業秘密與刑事搜索程序相似

　　美國憲法增修條文第 4條規定人民不受無理搜索與扣押，

聯邦刑事訴訟規則第 41條 (e)(2)(A)規定「搜索票須確認被

搜索人或財產，確認被扣押人或財產。」及聯邦最高法院在

Maryland v. Garrison案對搜索事物須明確表示：「（增修條文

第 4條）明確性要件目的是為防止概括搜索（general search）。

藉由對特定領域及事物任意搜索之限制，可確保搜索票之正當

性，且不會呈現制憲者所欲禁止廣泛搜索探尋的特色。」31此

於執行民事扣押營業秘密之程序亦有適用。

（8）扣押令不事先通知相對人

　　如事先通知相對人，將會使其或第三人毀損、搬遷、隱匿

或其他使被扣押物無法於訴訟中使用。此亦係參考著作權法與

商標仿冒法規定而訂定 32。

（9）聲請人未公開已聲請扣押令之事

　　國會考量單方扣押會有潛在負面宣傳效果，故以聲請人未

公開聲請扣押令之事作為法院核發扣押令的消極要件。另規定

扣押令於相對人收受後且經公開，法院則須採行適當手段以保

護相對人，如限制聲請人不得發布取得扣押令新聞。此規定源

自商標法立法時之國會立法報告即說明：「扣押令聲請人先行

提醒新聞界即將發生扣押行為，試圖產生對被告有害的宣傳，

在此情形下，對未事先通知將受扣押的被告而言，非常不公

31 Maryland v. Garrison, 480 U.S. 79, 84 (1987). (The manifest purpose of this particularity requirement 
requirement was to prevent general searches. By limiting the authorization to search to the specific 
areas and things for which there is probable cause to search, the requirement ensure that the search 
will be carefully tailored to its justification, and will not take on the character of the wide-ranging 
exploratory searches the Framers intended to prohibit.)

32 15 U.S.C. §1116(d)(4)(B)(vii) (noting the requirement that "the person against whom seizure would be 
ordered, or person acting in concert with such person, would destroy, move, hide, or otherwise make 
such matter inaccessible to the court, if the applicant were to proceed on notice to such person."); 17 
U.S.C. §503 (a)(3) (adopting the procedures used in trademark counterfeiting cases under 15 U.S.C. 
§1116(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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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33此情形於營業秘密部分亦有相類狀況，故立法者於防衛

法立法時亦為相同規定。依防衛法立法報告說明：「本法立法

時，國會就此部分要件附帶說明此規定與美國憲法增修條文第

1條國會不得立法剝奪人民言論自由 34及聯邦最高法院 Bartnicki 

v. Vopper案見解一致。」35上開判決 36表示：「如果媒體合法

地獲得有關公共重要問題的真實訊息，國家官員於欠缺最高命

令之情形下，在憲法上不得懲罰公布訊息之人。」37是以如媒

體合法地獲得扣押令發布的資訊並經公開，法院對此則須注意

聲請人是否有不當揭露單方扣押聲請之事。

（10）對扣押令要件之限制不影響其他聯邦法院權限

　　本法立法報告亦說明，防衛法扣押令的限制並不影響其他

聯邦法院依聯邦民事訴訟規則所為其他之保全程序，例如其他

法院依規則第 65條對第三人所為之禁止對他人揭露營業秘密

資料之禁制令 38。

33 Joint Statement on Trademark Counterfeiting Legislation, 130 Cong. Rec. H12076 H12080-81 (Oct. 
10.1984). (The reason for this provision is that when a private applicant obtain an order directing law 
enforcement officials to seize materials from an unrepresented defendant, the applicant should not be 
permitted to take advantage of the surprise character of the seizure to unfairly injure the reputation of 
the defendant. For example, it would be highly unfair to a defendant who has been given no advance 
notice of a seizure if the applicant were to alert the press to the upcoming seizure in a effort to create 
damaging publicity about the defendant. This provision therefore requires a party seeking an ex parte 
seizure to certify to the court that it has not publicized the requested seizure.)

34 美國憲法增修條文第 1條規定：「國會不得制定關於列事項之法律：設立宗教或禁止信教自由；
限制或剝奪人民言論及出版之自由；剝奪人民和平集會及向政府請求救濟的權利。」

35 DTSA House Report, at 10 n.11; DTSA Senate Report, at 7 n.15. (The Act's protection against the 
misappropriation of trade secrets -- are not intended displace or restrict protections for members of the 
press recognized under the First Amendment. The Act should be applied consistently with the First 
Amendment and with the Supreme Court's decision in Bartnicki v. Vopper, 532 .U.S. 514 (2001).)

36 Bartnicki v. Vopper案事實為不知名人士截取到教師工會談判人員與學校董事會協商談判錄音，
討論罷工時機問題，並交予被告即廣播電台評論人員在空中播放該錄音，原告即主張被告違反

規範電話竊聽相關法律，最高法院多數意見認為美國憲法增修條文第 1條保護揭露不合法竊聽
但未參與該竊聽人之言論自由，衡量私人與公共重要事項的利益時，其隱私權消失。

37 Bartnicki v. Vopper quoting Smith v. Daily Mail Publ'g Co., 443. U.S. 97, 102 (1979). (If a newspaper 
lawfully obtains truthful information about a matter of public significance then state official may not 
constitutionally punish publication of the information, absent a need of the highest order.)

38 DTSA Senate Report, at 6; DTSA House Report, at 10. (Subparagraph (A)(ii) contains numerous 
limitations, described below, and is not intended to affect the authority of the Federal courts to 
provide equitable relief and issue appropriate orders pursuant to Rule 65 of the Federal Rules of Civil 
Procedure, the All Writs Act (28 U.S.C. § 1651), or any other authority, including the court’s inherent 
author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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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第二階段：民事扣押令要件

民事扣押令應記載事項於防衛法第 1836條 (b)(2)(B)規定分為六項要

件，包括：支持扣押令所主張之事實與法律、最小範圍的扣押、防止扣

押的財物揭露與重製、法院扣押令指導執行方式、扣押聽證程序及裁定

適當的擔保，另法院亦得裁定禁制令為補充，說明如下：

1、扣押令記載事項：

（1）支持扣押令所主張事實與適用法律

　　依防衛法第 1836條 (b)(2)(B)(i)規定，由聲請人證明其主

張之事實（finding of facts）與適用足以支持其主張之法律規定

（conclusions of law），如不能舉證，法院則駁回其聲請或修正

後核發適當之扣押令。聲請人主張之事實為扣押令主要架構，

上級審依聯邦民事訴訟規則第 52條 (a)(6)規定，除事實明顯錯

誤外不得撤銷。適用之法律係基於認定事實而作出結論，上級

審如認原審適用法律錯誤則重新審理（de novo）。

（2）在最小範圍內扣押

　　依防衛法第 1836條 (b)(2)(B)(ii)規定，扣押令應記載扣押最

小範圍的財產，且要求法院應指示扣押令之執行應以最小化方

式介入第三人業務，儘量不干擾相對人業務活動，使其客觀化。

此規定係要求法院基於衡平之立場適度裁量。

（3）防止扣押的財物揭露與重製

　　依防衛法第 1836條 (b)(2)(B)(iii)規定，為保護扣押財產，法

院核發扣押令時，得附有禁止聲請人接近或禁止相對人揭露或重

製全部或部分資訊，當事人直到法院審理時始有機會接觸扣押之

資料。此規定目的係為避免相對人或第三人受到過度損害。

（4）扣押令指示執行之時間與方式

　　依防衛法第 1836條 (b)(2)(B)(iv)規定，法院核發扣押令時，

應載明執行扣押的時間與是否得對封閉區域使用強制力。此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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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目的是為使執行人員明確知悉執行作法。例如聯邦刑事訴訟

規則第 41條 (a)(2)(B)關於搜索及扣押規定，就日間（daytime）

定義為依當地時間之上午 6時至下午 10時，扣押令亦可按此內

容在命令中指示；又如美國司法部法律教育辦公室發布之「於

刑事調查中搜索和取得電腦中電子證據參考手冊」（Searching 

and Seizure Computers and Obtaining Electronic Evidence in 

Criminal Investigation）39指出，搜索儲存在電腦內的資訊，聲

請人說明在現場（on-site）逐步搜尋電腦內圖像需要花費相當時

間，故聲請人應在所提出之宣誓書內解釋為何需於工作時間外

（off- site）檢查被扣押電腦硬碟內全部資料，甚或搬走電腦為

進一步搜尋，此亦為美國法院所許可 40等情，均可供參考。

（5）執行扣押後聽證程序

　　依防衛法第 1836條 (b)(2)(B)(v)規定，除相對人同意外，核

發扣押令法院應不遲於 7日內儘快進行聽證程序。此係參照著

作權法與商標仿冒法規定訂定 41。其目的旨在短時間內聽取當事

人意見，並就所查獲營業秘密資料作成適當的扣押令。

39 See Searching and Seizure Computers and Obtaining Electronic Evidence in Criminal Investigation at 
76, Published by Office of Legal Education Executive Office for United States Attorneys. 2015.01.14.
https://www.justice.gov/sites/default/files/criminal-ccips/legacy/2015/01/14/ssmanual2009.pdf (last 
visited Jun. 19, 2018).

40 See Id. at 77. (Because examining a computer for evidence of crime is so time consuming, it will 
be infeasible in almost every case to do an on-site search of a computer or other storage media for 
evidence of crime. Agents cannot reasonably be expected to spend more than a few hours searching 
for evidence on-site, and in some circumstances, such as executing a search at a Suspect’s home, an 
extended search may be unreasonable.) United States v. Hargus, 128 F.3d 1358, 1363 (10th Cir. 1997). 
United States v. Tamura, 694 F.2d 591, 595-96 (9th Cir. 1982). United States v. Upham, 168 F.3d 532, 
535 (1 Cir. 1999).

41 15 U.S.C. §1116(d)(5)(E) ("An order under this subsection shall set forth……a date for the 
hearing……."); § 1116(d)(10)(A) ("The court shall hold a hearing, unless waived by all the parties," 
that is set "not sooner than ten days after the order is issued and not later than fifteen days after the 
order is issued, unless the applicant for the order shows good cause for another date or unless the party 
against whom such order is directed consents to another date for such hearing."); 17 U.S.C.§503(a)(3)
(adopting the procedure used in trademark counterfeiting cases under 15 U.S.C. § 1116(d).)

https://www.justice.gov/sites/default/files/criminal-ccips/legacy/2015/01/14/ssmanual2009.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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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裁定適當的擔保

　　依防衛法第 1836條 (b)(2)(B)(vi)規定，法院得對相對人因

不法或過度扣押等原因造成相對人可能之損害，於扣押令內裁

定聲請人提供相當之擔保金，以備償相對人可能受到之損害。

此係參照著作權法、商標仿冒法及聯邦民事訴訟規則第 65條 (c)

規定訂定 42。

2、法院得以禁制令補充

依國會立法報告說明，扣押令不得對於第三人裁定，但法院得按

民事訴訟規則第 65條規定對第三人裁定禁制令，以確保營業秘密及

防止其被揭露 43。是受理單方扣押聲請法院，亦得作成禁制令。

（三）第三階段：民事扣押令之執行

防衛法第 1836條 (b)(2)(E)規定參照著作權法與商標法相關規定 44，

明定由州或地方行政執行人員執行扣押令，並排除聲請人或其代理人加

入扣押執行程序。其目的旨在由中立、經過訓練且具有經驗的執行人員

執行，可客觀地按扣押令所載事項執行。法院如認與聲請人無利害關係

且同意接受經法院許可保密協議之技術專家參與執行，可增加效率與減

少費用，則可允許技術專家與執行人員共同執行。又執行人員可將扣押

之資料或材料，裁定由法院保管。

42 15 U.S.C. §1116(d)(4)(A) ("The court shall not grant such an application unless……the person 
obtaining an order under this subsection provides the security determined adequate by the court for the 
payment of such damages as any person may be entitiled to recover as a result of a wrongful attempted 
seizure under this subsection."); 17 U.S.C. § 503(a)(3) (adopting the procedures used in trademark 
cases under 15 U.S.C. § 1116, or person acting in concert with such person, would destroy, move, hide, 
or otherwise make such matter inaccessible to the court, if the applicant were to proceed on notice to 
such person.); 17 U.S.C. § 503 (a)(3) (adopting the procedures used in trademark counterfeiting cases 
under 15 U.S.C. § 1116(d).)

43 DTSA House Report, at 9. ("While the court may not order a seizure against the third party under this 
provision, the court may decide to issue a third-party injunction preventing disclosure of the trade 
secret using its existing authority to provide equitable relief.")

44 15 U.S.C.§1116(d)(9) ("The court shall order that service of a copy of the order under this subsection 
shall be made by a Federal law enforcement officer (such as a United States marshal or an officer 
or agent of the United States Customs Service, Secret Service, Federal Bureau of Investigation, or 
Post Office) or may be made by a State or local law enforcement officer, who, upon making service, 
shall carry out the seizure under the order."); 17 U.S.C.§503(a)(3) (adopting the procedures used in 
trademark counterfeiting cases under 15 U.S.C.§1116(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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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第四階段：維護被查封之營業秘密

防衛法第 1836條 (b)(D)規定，法院須保管扣押之任何資料，不被他

人以實體或電子方式接觸，目的是在確保於實施聽證程序前，能安全地

維護扣押資料。其具體內容如下：

1、法院確保查獲資料之安全

保護被扣押物取決於其性質，依防衛法第 1836條 (b)(2)(D)規定，

如果被扣押物屬於電子形式（electronic form）或儲存媒體（storage 

medium），則需要技術保障措施。國會立法報告亦表示：除兩造當事

人同意外，法院應小心保存電子資料或儲存資料媒體，並要切斷與網

路之連繫，以確保資料安全性 45。

2、當事人得聲請加密

依防衛法第 1836條 (b)(2)(H)規定，當事人或與扣押物具有利害

關係之人得聲請法院就被扣押而儲存於媒體之物以加密方式處理，法

院可請兩造到庭陳述，亦可聽取單方意見。

3、禁止公開扣押訊息

防衛法第 1836條 (b)(2)(A)(ii)(VIII)特別規定，聲請人尚未公開

已請求扣押令之事作為考量予以核發扣押令之要件，又依同法第 1836

條 (b)(2)(C)規定，法院對收受命令之人或因扣押而被公開之人，採取

適當之手段予以保護。

4、保護被扣押物之機密性

依防衛法第 1836條 (b)(2)(D)(iii)規定，法院對扣押物而與聲請人

所主張之營業秘密無關者，應採取適當保護措施，惟當事人得同意揭

露被扣押物之資訊。

45 DTSA House Report, at 11. (noting "unless there is consent form the parties, the court should be 
careful to keep any electronic data or storage media secure and disconnected from any network or the 
Internet, thereby increasing security of thematerials."); DTSA Senate Report, at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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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指定特別管理人

依防衛法第 1836條 (b)(2)(D)(iv)規定，法院得指定特別管理人

（Special Master），將聲請人所主張被盜用之營業秘密予以隔離，並

便利被扣押人取回與扣押令無關之財產與資訊，該特別管理人須同意

接受法院允許保密協議之拘束。此保密協議與防衛法第 1836條 (b)(2)

(E)規定，要求技術專家簽署保密協議相同。

（五）第五階段：扣押後聽證程序

法院於執行人員執行扣押後應儘快進行聽證（Post-Seizure 

Hearing），依防衛法第 1836條 (b)(2)(B)(v)規定，須至遲於 7日內舉行，

聲請人於聽證程序中，須舉證其主張之事實與支持扣押令之法律規定，

聲請人如舉證不足，依防衛法第 1836條 (b)(2)(F)(ii)規定，法院即應撤銷

扣押令或予以修正，此係參照著作權法與商標法相關規定而訂定 46。目的

是使法院就扣押程序與聲請人主張之事實及適用法律部分，審視其正確

性，以裁量適當的扣押令。扣押後聽證程序有以下的功能：

1、 提供法院檢視扣押營業秘密資料清單與最新狀況；

2、 查看是否有其他措施可以保護營業秘密資料，例如當事人聲請扣押電

腦儲存資料加密；

3、 了解在執行扣押令時可能需要解決的問題，例如扣押資料需要技術專

家參與；

4、 決定是否委任特別管理人協助檢查扣押營業秘密的資料；

5、 決定是否返還扣押資料，如有委任特別管理人，得請其協助整理出與

扣押不相關的資料；

46 15 U.S.C. § 1116(d)(10)(A) (The court shall hold a hearing, unless waived by all the parties, on the 
date set by the court in the order of seizure. That date shall be not sooner than ten days after the order 
is issued and not later than fifteen days after the order is issued, unless the applicant for the order 
shows good cause for another date or unless the party against whom such order is directed consents 
to another date for such hearing.); 17 U.S.C. § 503(a)(3) (adopting the procedures used in trademark 
counterfeiting cases under 15 U.S.C. § 1116(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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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可為開示證據命令並設定其時間限制；

7、 可聽取任何關於爾後為本案訴訟標的範圍、不當或過度扣押之主張。

（六）第六階段：不法或過度扣押之賠償

執行扣押後發現有不當或過度扣押需要有衡平措施，防衛法為以下

之規定：

1、駁回聲請或修改扣押令

依防衛法第 1836條 (b)(2)(B)(v)規定，於聲請人獲得扣押令，因

此而受損害之相對人或他人接到通知後任何時間得聲請法院撤銷或修

正命令。此與聯邦民事訴訟規則第 65條 (b)(4)禁制令在未通知情況下

發出，相對人得向法院提出駁回或修正命令聲請之規定類似 47。

2、不當或過度扣押部分須予賠償

依防衛法第 1836條 (b)(2)(G)規定，因不法或過度扣押致相對人

受有損害，得請求賠償，並與 1946年商標法第 34條 (d)(11)規定相同

之救濟方式 48，包括所失利益、被扣押資料之成本、商譽損失和在惡

意聲請扣押之懲罰性賠償，且法院就損害額得不以裁定擔保之範圍為

限。又上開商標法亦規定，除法院認聲請人之聲請有可原諒之情形外，

受損害相對人亦得請求合理律師費用。另外法院實務認此賠償亦可適

用美國民事訴訟規則第 11條 (c)規定 49，即提出之書狀等不得為無益

之聲請及主張，如有違反，法院得對違反之當事人或律師或律師事務

所予以裁罰。例如 1994年間加州聯邦地方法院在 Super Power Supply, 

Inc. v. Macase Indus. Co.案 50；或 2013年間喬治亞州聯邦地方法院在
47 Fed. R. Civ. P. Rule65(b)(4). ("On 2 days' notice to the party who obtained the order without notice - 

or on shorter notice set by the court - the adverse party may appear and move to dissolve or modify the 
order. The court must then hear and decide the motion as promptly as justice requires.")

48 15 U.S.C. § 1116(d)(11).
49 Fed. R. Civ. P. Rule11(c).
50 Super Power Supply, Inc. v. Macase Indus. Co., (154 F.R.D. 249).其事實為：經銷商向電腦機箱供
應商提起訴訟，主張仿冒行為違反商標法及州法，法官認經銷商無權獲得對供應商初步禁制

令，經銷商律師依聯邦民事訴訟規則 11支付美金 15,000元作為處罰。（imposing sanctions under 
Rule 11 and 28 U.S.C. § 1927 where there was "no basis whatsoever upon which to seek unnoticed, ex 
parte relief" under 15 U.S.C. § 1116(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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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omecare CRM, LLC. v. Adam Group, Inc.案 51均對代理人予以裁罰。

參、與我國法律規定比較 
我國法律關於營業秘密民事保全程序，有假扣押、假處分、定暫時狀態處分

與證據保全等制度，分別規定於民事訴訟法、智慧財產案件審理法、辦理民事訴

訟應行注意事項與智慧財產案件審理細則。所謂假扣押，依民事訴訟法第 522條

以下規定，指以保全債權人金錢請求之強制執行為目的，先扣押債務人財產，以

保全將來之強制執行，旨在防止債務人隱匿或處分其財產而達脫產目的 52；假處

分依民事訴訟法第 532條以下規定，係以債權人就金錢請求以外之請求，為保全

債權人將來之強制執行，避免其金錢請求以外之請求無法實現為目的；又定暫時

狀態處分依民事訴訟法第 538條以下規定，為避免重大損害或因其他情事，就爭

執之法律關係，定其暫時狀態，使其不受繼續之危害為目的，除制止與禁止外，

必要時得採取履行與給付的滿足方法 53；另證據保全依民事訴訟法第 368條以下

規定，指證據有滅失或礙難使用之虞、或經他造同意得聲請法院保全，如係確定

事務之現狀有法律上利益並有必要，亦得聲請鑑定、勘驗或保全書證。除上開規

定外，智慧財產案件審理法第 18條、第 22條、智慧財產案件審理細則第 37條、

第 38條及法院辦理民事訴訟事件應行注意事項第 115項、第 213項至第 220項，

另重申前開規定意旨並增加部分細節性要件。

51 Homecare CRM, LLC v. Adam Group, Inc., 952 F. Supp. 2d 1373 (N.D.Ga. 2013).其事實為：電腦
軟體開發商對競爭同業起訴，主張競爭同業盜用開發商之營業秘密，後者依聯邦民事訴訟規則

第 11條規定聲請法院裁罰，法官判斷認開發商就違反營業秘密之主張輕率起訴，違反規則第
11條規定而予以裁罰，令開發商支付競爭同業費用。（Rule11 sanctions ordered when the factual 
allegations in support of Homecare's trade-secrets claim do not, and did not at the time this action was 
filed, have evidentiary support…….）

52 最高法院 100年度台抗字第 851號民事裁定。
53 最高法院 105年度台抗字第 452號民事裁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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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國防衛法國會立法報告均明示，單方扣押規定目的是為保存證據與防止聲

請人營業秘密擴散，並減少對第三人營業活動之干擾 54，其名為扣押，但非為保

全將來之強制執行，故與我國民事訴訟之假扣押與假處分制度不同，且其明定依

聯邦民事訴訟規則第 65條禁制令或禁止令規定為不適當時，始能核發，是亦與

定暫時狀態處分制度相異，而與我國之證據保全相同。兩者雖均以法院依單方之

聲請及避免不可回復損害目的，而審酌是否准許核發，然主要有下列之不同：

一、範圍不同

（一） 我國證據保全原規定證據有滅失或礙難使用之虞、經他造同意為要件，民

事訴訟法於 2000年修正後增訂「為確定事、物現狀而有法律上利益並有必

要」之要件，依實務見解「此項就確定事、物之現狀程序，一方面係為實

現證據開示之機能，另一方面難免有摸索性證明之虞，如何避免二者間之

衝突，應視紛爭之類型、聲請人與他造對事證之獨占程度，綜合接近證據

程度、武器平等原則、利益權衡原則，予以平衡考量，以為『必要性』之

判斷。」55故民事訴訟法之證據保全屬於通案性規定，除證據有滅失或礙

難使用情況外，視各類訴訟事件之證據或事物現狀而定其保全證據方法。

（二） 防衛法則直接針對屬於受營業秘密法保護之「資訊」，多為技術性資料，

並以電腦檔案儲存，且法院要衡量按聯邦民事訴訟規則發給禁制令等為

不適當時，始能核發扣押令，並由法院審酌是否屬於法律所定之「特別

情況」。

二、舉證與有無擔保之不同

（一） 我國聲請證據保全之理由，依民事訴訟法第 370條第 2項規定，應釋明之；

所謂釋明，依同法第 284條及辦理民事訴訟事件應行注意事項第 89項規

54 DTSA House Report, at 2; DTSA Senate Report, at 3. (It also provides for expedited relief on an 
ex parte basis in the form of seizure of property from the party accused of misappropriation only if 
necessary to preserve evidence or prevent the dissemination of a trade secret. Any ex parte seizure 
order issued by a court must minimize any interruption to the business operations of third parties, 
protect the property seized from disclosure, and set a hearing date at the earliest possible time. The bill 
also provides sanctions for an erroneous seizure.)

55 最高法院 105年度台抗字第 774號民事裁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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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指得使用法院信其主張為真實可即時調查之證據，釋明只須使法院信

為大概如此，無須遵守嚴格之形式上證據程序，但不可解為敘明或說明之

意。又我國民事訴訟法未規定法院得命證據保全聲請人須提供相當擔保。

（二） 防衛法第 1836條 (b)(2)(A)規定，聲請人須敘明聲請內容屬於特別情形，

並成功地證明營業秘密有被相對人不正當取得及使用之可能性，而相對

人實際持有該營業秘密；法院須考量不予核發命令將會發生立即與不能回

復之損害，否准聲請所造成之損害大於准許扣押後對相對人合法利益之損

害。美國法院實務則說明，核發扣押令之標準與聯邦最高法院就暫時限制

令核發之將來勝訴可能、否准聲請很可能造成無可回復之損害、雙方受損

害程度及禁止令符合公益之四項標準並無不同 56，但衡量程度是在證明程

度等級間滑動，聲請人須證明發生無可回復損害有相當之可能，而不論其

所受損害之程度 57。另防衛法第 1836條 (b)(2) (B)(vi)規定，法院對聲請人

取得扣押令造成他方因不法或過度扣押等可取得求償情況時，得於扣押令

內訂定相當於損害額之擔保。

三、執行後有無聽證程序之不同

（一） 保全證據後本案尚未繫屬，依我國民事訴訟法第 376條之 1及第 376條之

2規定，於保全證據程序期日到場之兩造，就訴訟標的、事實、證據或其

他事成立協議時，法院應就其協議記明筆錄；保全證據程序終結後逾30日，

本案尚未繫屬，法院得依利害關係人聲請，以裁定解除因保全證據所為文

書、物件之留置或其他適當之處置，並命聲請人負擔程序費用。因之，保

全證據後本案尚未繫屬，聲請人不提起本案訴訟，亦僅由利害關係人聲請

56 Winter v. Natural Resources Defense Council, Inc., 555 U.S. 7, 22 (2008). (The plaintiff must show 
(1) that it is likely to succeed on the merits, (2)that it is likely to suffer irreparable harm in the absence 
of preliminary relief, (3) that the balance or equities tips in its favor, and (4)that an injunction is in the 
public interest.)

57 Brunswick Rail Management, et al. v. Richard Sultanov, et al., U.S. District Court, N.D. California, 
San Jose Division 2017 WL 67119. ("These formulation are not different tests but represent two points 
on a sliding scale in which the degree of irreparable harm increases as the probability of success on 
the merit decreases. "Big Country Foods, Inc. v. Board of Educ, of the Anchorage Sch. Dist., 868 
F.2d 1085, 1088 (9th Cir. 1989). But "under either formulation, the moving party must demonstrate a 
significant threat of irreparable injury, irrespective of the magnitude of the injur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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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除保全證據所為文書物件等之留置，又於保全證據程序實施時，兩造未

到場或未達成協議，法院應否調整扣押證據之裁定並未規定，且我國法亦

無再請兩造到庭，審理證據保全程序中所留置證據是否過度或有留置不適

當之情形。

（二） 依防衛法第 1836條 (b)(2)(B)(v)規定，法院就扣押令核發後應儘快於 7日內

舉行聽證程序，聲請人於聽證程序中，須舉證所主張之事實與支持扣押令

規定，如舉證不足，法院應撤銷扣押令或予以修正，以調整扣押令之內容。

四、聲請不當有無賠償之不同

（一） 我國法律就實施保全程序有不當，設有損害賠償者，僅有民事訴訟法第

531條撤銷假扣押債權人之賠償責任及智慧財產案件審理法第 22條第 7項

撤銷定暫時狀態債權人之賠償責任。但對於證據保全並無相關規定。

（二） 依防衛法第 1836條 (b)(2)(G)規定，因不法或過度扣押致相對人受有損害，

設有損害賠償規定。

肆、結論

美國 2016年防衛法是為保護資訊財產，以符合數位時代強烈需求而制定，

而修正增加 1996年經濟間諜法所未有之規定，此非排除各州之立法或政策權限，

而係提供當事人得向聯邦法院尋求救濟之機會。本文所討論單方扣押規定，係美

國國會參考 1909年著作權法、聯邦最高法院著作權法執行規則、1984年商標仿

冒法等相關規定而於防衛法中加以規定，其目的在於保全證據並防止營業秘密繼

續散布，要求聲請人對聲請內容詳為載明，由法院審查後核發扣押令，再由專職

人員執行，於執行終了後，法院須儘速開庭，確認有無過度扣押，並特別設定如

有造成相對人或第三人損害，聲請人負有賠償責任等相關規定。防衛法將單方扣

押之聲請至執行與執行後各項細節明確規定，其內容有平衡聲請人與相對人或第

三人間在保全證據程序中各項利害關係之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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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國智慧財產法律皆未對民事證據保全作特別規定，而須依民事訴訟法規

定。然智慧財產民事侵權事件，相關證據多偏在於侵害人一方，有蒐證不易、因

果關係證明困難等因素，傳統民事訴訟法之證據保全規定似不足以因應數位時代

之需求，例如在法律中明定專職人員與專家參與執行或禁止聲請人對外公開已聲

請或執行證據保全之事，是智慧財產法律要否單獨制定保全證據內容，容有政策

考量，然美國單方扣押制度有法理上依據，其執行細節相關規定或可供我國實務

上參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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論文字資料探勘行為涉及的資料庫保護爭議
――以授權契約限制條款為中心

林利芝 *

* 作者現為東吳大學法律學系專任副教授。

 本文相關論述僅為一般研究探討，不代表本局之意見。

壹、前言

貳、學術研究應用文字資料探勘技術

參、著作權法的電子資料庫保護與法定權利限制

　　一、電子資料庫保護

　　二、法定權利限制

肆、著作利用授權契約限制條款之適法性

伍、結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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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隨著資通訊科技的快速發展，學術環境也與時俱進，大學校園裡電子資料庫

應用日益普及，透過網路校內外連線提供教授、學生檢索資訊。近幾年電子資料

庫的規模已遠超過研究者的閱讀能力，但是拜人工智慧（Artificial Intelligence，

AI）結合文字資料探勘（text and data mining）技術之賜，使得人類原本無法瀏覽

或閱讀之巨量資訊的分析成為可能。文字資料探勘可以幫助研究者從現有知識中

發現新知識、解決研究問題。收編大量論文、期刊和資料的電子資料庫，成為等

待被探勘和分析的資訊寶庫。惟電子資料庫業者為了因應資料庫內容的數位特性

而易遭受侵權之問題，除了積極維護電子資料庫的著作權或資料庫特別權之外，

亦利用著作授權契約來強化其對電子資料庫的保護，特別是透過內含著作利用限

制條款的定型化授權契約，規定其可接受和不可接受的資料庫內容使用方式。然

而這些授權契約對資料庫內容使用的廣泛限制，似已超越電子資料庫業者身為權

利人所擁有的排他權限，產生過度限制著作利用與規避著作權「法定例外或限制」

的實質效果。有鑒於此，本文試從文字資料探勘角度探討前述問題。

關鍵字： 大數據、文字資料探勘、人工智慧、中繼資訊、電子資料庫、編輯著

作、資料庫特別權、Big Data、text and data mining、AI、metadata、

database、compilation work、sui generi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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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前言

隨著資通訊（ICT）科技的快速發展，學術環境也與時俱進，產生顯著質變

與量變。質變的部分是大學校園裡電子資料庫應用日益普及，透過網路校內外連

線提供教授、學生檢索資訊。為了提供電子資料庫給教授、學生使用，學校必須

訂閱電子資料庫內容，簽署授權契約，並每年支付高額權利金。這些經由學術活

動產生的大量學術論文、期刊和資料，由電子資料庫業者透過收集、整合、彙編

而建置的電子資料庫，是學術文化的寶庫。近幾年電子資料庫的規模已經遠遠超

過研究者的閱讀能力，無論是近代新創作的數位著作或早期紙本文獻數位化儲

存，沒有研究者能閱讀其研究領域的所有相關文章，即使能理解個別研究文章，

也難以釐清和串連文章之間的關聯性，但是拜文字資料探勘技術之賜，使得人類

原本無法瀏覽或閱讀之巨量資訊的分析成為可能。學術環境因為研究文獻（資料）

的量變帶來研究方法的質變，解決疑問方式從過往提出假設、尋找驗證資料的因

果性研究，轉而透過統計學科和人工智慧領域的工具與資料庫管理技術相結合，

利用巨量資料進行相關性研究，文字資料探勘可以幫助研究者從現有知識中發現

新知識、解決研究問題。收編大量論文、期刊和資料的電子資料庫，成為等待被

探勘和分析的資訊寶庫。隨著電子資料庫資料的巨量增加，如何從這些巨量資料

中挖掘隱藏的知識和資訊，已成為現今大學各領域學科的顯學。

惟電子資料庫業者為了因應資料庫內容的數位特性而易遭受侵權之問題，除

了積極維護電子資料庫的著作權或資料庫特別權（sui generis）1之外，亦利用著

作利用授權契約來強化其對電子資料庫的保護，特別是透過內含著作利用限制條

款的定型化授權契約，規定其可接受和不可接受的資料庫內容使用方式。然而這

些授權契約對資料庫內容使用的廣泛限制，似已超越電子資料庫業者身為權利人

所擁有的排他權限，產生過度限制著作利用與規避著作權「法定例外或限制」的

實質效果。毫無疑問地，身為權利人，電子資料庫業者得授權他人使用資料庫內

容，此舉有助於健全著作權授權市場之秩序，但是合法利用人近用資料庫內容之

1 我國現行著作權法制並未提供資料庫特別權保護。資料庫特別權（sui generis）主要為歐盟會員
國依照相關指令賦予。所謂資料庫特別權，基於競爭法觀點，以特別立法方式針對符合重大投

資要件的資料庫賦予一定期間的特別權利保護，藉由此保護資料庫設置者之經濟利益的方式，

鼓勵設置資料庫或更新既有資料庫之軟硬體設備。關於資料庫特別權之詳細介紹，建議參閱張

懿云等，經濟部智慧財產局 90年度專題研究報告「資料庫之保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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權益，從而鼓勵創作與創新的重大公益性亦不容罔顧，公益與私益的法益衡平是

著作權法制之重要目的，因此本文主要分成三部分進行討論。第一部分「學術研

究應用文字資料探勘」，列舉知名範例和說明侵權疑慮。第二部分則是「著作權

法的電子資料庫保護與法定權利限制」，採用比較法學研究方法，借鏡美國、歐

盟與英國相關規定。第三部分「著作利用授權契約限制條款之適法性」，整理美

國與我國關於契約限制條款之效力判斷見解，續而討論授權契約限制條款廣泛限

制學術電子資料庫之文字資料探勘行為的適法性問題，提出本文意見，以供各界

參考。

貳、學術研究應用文字資料探勘技術

為迎接數位化學習時代，大學訂閱電子資料庫內容以支援教授的教學、研究，

學生的課程學習和資訊需求，已經成為大學教育的重點項目。多年來，各領域學

科的電子資料庫內容巨量增加，這些純人工分析無法控制與管理的巨量資料被統

稱為「大數據」（Big Data）。這些巨量資訊在研究者使用電子資料庫方面帶來

各種挑戰。人工研究電子資料庫的過程艱難繁瑣，幸得力於文字資料探勘技術的

開發，有助於電子資料庫的使用。文字資料探勘在學術應用上日益普及，啟發研

究者從電子資料庫中精準提取所需資訊，成為解讀巨量資訊的重要研究方法，可

以幫助研究者對大量資訊進行分類、識別模式和趨勢，以及瞭解個別文字之間的

關聯性。舉例而言，在 2012年福爾格莎士比亞圖書館館長Michael Witmore曾使

用文字資料探勘技術分析莎士比亞的劇本合集「第一對開本」（First Folio）中 36

部作品裡 767個不同的千字摘錄。透過文字資料探勘技術過濾莎士比亞的經典作

品，揭示了研究者以傳統人工閱讀方式永遠無法窺見的莎士比亞作品模式 2。

另一個文字資料探勘技術應用於電子資料庫的學術研究實例，出現在 2013

年 Authors Guild v. Google, Inc.案美國紐約南區聯邦地方法院 Chin法官作出的判

決 3。Chin法官指出，研究者用 Google圖書探索美國以「單數形式」（the United 

2 William M. Hannay, Bruce Strauch, Bryan M. Carson and Jack Montgomery, Legally Speaking: Of 
Mindfields and Minefields: Legal Issues in Text and Data Mining, Vol. 26 Iss. 1, AGAINST THE 
GRAIN, Article 20 (2017), https://doi.org/10.7771/2380-176X.6663 (last visited Oct. 25, 2018).

3 Authors Guild, Inc. v. Google Inc., 954 F. Supp. 2d 282 (S.D.N.Y. 2013).

https://doi.org/10.7771/2380-176X.666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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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ates is）出現的頻率與美國以「複數形式」（the United States are）出現的頻率，

隨著時間的推移如何變化。人文學者利用文字資料探勘技術分析巨量資訊，從數

以億計書籍和檢查詞彙頻率、句法模式和主題標記所創造的文學紀錄，以考慮文

學風格隨著時間的推移如何變化，並且演算出不同詞彙在不同時間出現在書中的

頻率，能夠提供關於詞典編纂，語法演變的新知 4。同樣，在 Authors Guild, Inc. v. 

HathiTrust案，聯邦地方法院 Baer法官在該案註腳中做出以下觀察：大規模數位

化開發出非表達性計算和統計研究的新領域，通常稱為「文字資料探勘」。文字

資料探勘的一個例子是比較作者隨著時間的推移使用「是（are）」指稱美利堅合

眾國的頻率與使用「是（is）」指稱單一美國的頻率。直到 19世紀後半期，美國

大多數作家才使用「是（is）」指稱單一美國，反映美國為一個單一不可分割國

家的概念。透過追蹤美國作者使用「是（are）」指稱美利堅合眾國的頻率與使用

「是（is）」指稱單一美國的頻率，研究者發現了詞彙用法隨著時間的推移而產

生變化 5。

然而，研究者在其合法近用學術電子資料庫進行文字資料探勘的第一階段，

即是資料採集。資料採集通常涉及重製大量資料庫內容。有學者認為，在文字資

料探勘過程中進行的重製行為，應該被視為僅是在重製文字資料探勘技術運作所

需的「中繼資訊」（metadata），亦即有關資料庫內容（著作權作品）的事實或

資訊，而不是在進行著作利用行為，而著作權法的「事實／表達二分原則」（fact

／ expression dichotomy）從未限制使用著作權作品所表達的事實或資訊 6。但是

亦有學者認為，當研究者為了驗證其文字資料探勘結果而保留其重製的資料庫內

容，甚至另行建置小型資料庫，且在大多情況下這些內容可能受著作權保護，則

是進行著作利用行為而受著作權法規範。因此，即使研究者可以透過其大學提供

的學術電子資料庫合法近用和閱讀著作權作品，但大量重製資料庫內容可能涉有

侵權。為此，研究者對學術電子資料庫進行的文字資料探勘研究，引發了研究者

是否需要取得電子資料庫業者授權，或者任何法定權利限制規定可否允許研究者

對其合法近用的電子資料庫進行文字資料探勘的問題。

4 Id. at 287.
5 Authors Guild, Inc. v. HathiTrust, 902 F. Supp. 2d 445, 460-64 (S.D.N.Y. 2012).
6 Matthew Jockers, Matthew Sag & Jason Schultz, Digital Archives: Don’t Let Copyright Block Data 

Mining, 490 NATURE 29-30, (October 4, 20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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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字資料探勘技術的進化，巨量資料的匯聚，量變引發的質變 7，學術界利

用新型態研究方法在電腦軟體輔助下探索浩瀚數位文獻海洋，發現新知。然而探

索旅程充滿未知危險，學術研究探勘電子資料庫的侵權風險影響學術研究者的研

究意願，這類著作權爭議亟需釐清和尋找解決之道。

參、著作權法的電子資料庫保護與法定權利限制

雖然著作權法保護電子資料庫權利人，但是同樣提供著作利用人利用著作的

自由空間，藉由限定特殊情況適用的法定例外或概括性合理使用規定構成法定權

利限制條款，實踐公益與私益的法益衡平。

一、電子資料庫保護

（一）美國

美國對於資料庫所提供的法律保護，以現行 1976年著作權法為核心，

主要以「編輯著作」（compilation work）的創作方式賦予資料庫著作權

保護。美國著作權法第 101條將「編輯著作」定義為「蒐集和整合既存

資料或事實資料而組成之著作，其選擇、綜合或編排資料或事實性資料

的方式致使合成的著作整體而言，構成具有原創性的著作。」8美國著作

權法第 103條規定：「著作權保護之標的包括編輯著作，但編輯著作享

有之著作權保護僅及於著作人具有原創性之選擇和編排編輯著作的部分，

而不及於該著作所使用的既存資料，且不得對此既存資料主張任何專屬

權利。編輯著作享有之著作權保護是獨立存在，且不影響或擴大該著作

7 麥爾荀伯格 Victor Mayer-Schönberger講述，李郁怡整理，大數據帶來的破壞與創造，哈佛商
業評論 全球繁體中文版 2015年 10月號，資料網址 https://www.hbrtaiwan.com/article_content_
AR0003256.html（最後瀏覽日：2018/7/27）。

8 17 U.S.C. § 101 (2016).
 A “compilation” is a work formed by the collection and assembling of preexisting materials or of data 

that are selected, coordinated, or arranged in such a way that the resulting work as a whole constitutes 
an original work of authorship. The term “compilation” includes collective works.

https://www.hbrtaiwan.com/article_content_AR0003256.html
https://www.hbrtaiwan.com/article_content_AR0003256.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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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使用之既存資料的著作權保護範圍、期間、歸屬或存續。」9

美國著作權法第 102條 (b)項規定「概念／表達二分原則」（idea／

expression dichotomy）：「在任何情況下，具有原創性之著作的著作權保

護，僅及於該著作的『表達』，而不及於其所表達的思想（構思）、程序、

製程、系統、操作方法、概念、原理以及發現，不論該著作的陳述、詮釋，

例證或具體表現之形式為何。」10此一「概念／表達二分原則」也涵蓋「事

實」，因此著作權不保護「事實」，只保護著作人對「事實」的「原創表達」

（original expression）。此一「事實／表達二分原則」乃是前述「概念／

表達二分原則」之延伸。

資料庫可以「編輯著作」取得著作權保護，但前提要件是資料庫對

收編之既存資料或事實資料的選擇、整合或編排具有「原創性」，才能

獲得著作權保護，與資料庫建置者付出的心力、勞務與投資多寡無關。

簡言之，美國著作權法對資料庫的保護有限，保護範圍僅及於資料庫本

身的「編輯原創性」，而不及於既存資料或事實資料 11。因此對於資料庫

中不受著作權保護的既存資料或事實資料，任何人都可自由擷取利用，

包括商業性利用。雖然美國法院對於「原創性」的程度要求不高，不過

法院對於資料庫建置常見的選擇和編排資料的方式，例如字母順序排列、

交叉引用、地理區域，或時間順序，則是認為不具足夠的「原創性」而

不予保護。由此可見，一般常見、操作方便的資料庫很難達到「原創性」

的標準，尤其是資料選擇越全面性或編排越簡單，資料庫本身的「編輯

原創性」不高，受著作權保護的範圍相對有限。

9 17 U.S.C. § 103 (2016).
 (a) The subject matter of copyright as specified by section 102 includes compilations and derivative 

works, but protection for a work employing preexisting material in which copyright subsists does not 
extend to any part of the work in which such material has been used unlawfully. (b) The copyright in 
a compilation or derivative work extends only to the material contributed by the author of such work, 
as distinguished from the preexisting material employed in the work, and does not imply any exclusive 
right in the preexisting material. The copyright in such work is independent of, and does not affect or 
enlarge the scope, duration, ownership, or subsistence of, any copyright protection in the preexisting 
material.

10 17 U.S.C. § 102(b) (2016).
11 17 U.S.C. § 103(b) (20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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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歐盟

歐盟對於資料庫所提供的法律保護採著作權和特別權保護雙軌制 12，

保護符合著作權原創性要件的資料庫和不具原創性但有大量投資的非原

創性資料庫。後者之保護由 1996年的「資料庫保護指令」13建構。

在著作權保護方面，歐盟對於資料內容之選擇和編排具有原創性 14

的資料庫，提供著作權保護。原創性要件的標準為「著作人就資料內容

之選擇和編排方式具有智慧創作」15。只要符合此一著作權要件之權利人

可享有重製、改作、散布、公開傳輸、公開展示其資料庫之專有權利 16。

在特別權保護方面，歐盟也對「不具原創性之資料庫」賦予特別權保護。

有鑒於資料庫建置者投入大量人力、物力和財力建置資料庫，但是未必

能符合著作權法之原創性要件，故而給予特別立法保護。資料庫的著作

權保護與特別權保護並不互相排斥，可以並存。

（三）英國

英國對於資料庫所提供的法律保護亦採雙軌制，主要包括 1988年著

作權、設計和專利法（the Copyright, Design, Patent Act，CDPA），以及

1997年資料庫之著作權和權利條例（the Copyright and Rights in Databases 

Regulations 1997）17。

英國除了對「具原創性之資料庫」提供著作權保護之外，並且透過

1997年資料庫之著作權和權利條例實施了歐盟資料庫指令，對資料庫賦
12 Directive 96/9/EC on the legal protection of databases. See Commission launches public consultation 

on Database Directive, available at https://ec.europa.eu/digital-single-market/en/news/commission-
launches-public-consultation-database-directive (last visited Oct. 25, 2018).國內有學者稱此作法為
「積累原則（Kumulationsprinzip）」，參閱張懿云、陳錦全，國際智慧財產權法制對「不具原創
性資料庫」之保護（下），智慧財產權月刊第 77期，頁 84-86，2005年 5月。

13 Directive 96/9/EC on the legal protection of databases, available at https://eur-lex.europa.eu/legal-
content/EN/ALL/?uri=CELEX:31996L0009 (last visited Oct. 25, 2018).

14 歐盟所採取的標準為「作者自身的智慧創作」（the author’s own intellectual creation），參閱馮震
宇，歐盟著作權指令體制與相關歐盟法院判決之研究，收於劉孔中主編，國際比較下我國著作

權法之總檢討，頁 498-499，台北：中央研究院法律學研究所，103年 12月。
15 See Directive 1996/9/EC on the legal protection of databases, 1996 O.J. (L 77) 20, Art. 3(1).
16 參閱馮震宇，歐盟著作權指令體制與相關歐盟法院判決之研究，收於劉孔中主編，國際比較下

我國著作權法之總檢討，頁 498-499，台北：中央研究院法律學研究所，103年 12月。
17 本條例在 1998年 1月 1日生效。

https://ec.europa.eu/digital-single-market/en/news/commission-launches-public-consultation-database-directive
https://ec.europa.eu/digital-single-market/en/news/commission-launches-public-consultation-database-directive
https://eur-lex.europa.eu/legal-content/EN/ALL/?uri=CELEX:31996L0009
https://eur-lex.europa.eu/legal-content/EN/ALL/?uri=CELEX:31996L00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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予特別權保護。即使資料庫不享有著作權保護，但因資料庫建置者在獲

取、核實或展示資料庫內容方面進行大量投資，故另以特別權保護。資

料庫特別權的存續期，為完成資料庫的 15年，如果未經授權擷取或再利

用（extracts or re-utilizes）資料庫的全部或大部分內容，則資料庫特別權

受到侵害。又如果未經授權連續擷取或再利用資料庫的少量內容，則資

料庫特別權也受到侵害。

（四）我國

基本上，我國對於資料庫之法律保護在著作權法方面，類似美國著

作權法，透過第 7條規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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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輯著作之保護，對其所收編著作之著作

權不生影響。」據此，嚴格說來，我國著作權法並未如歐盟資料庫指令，

特別就資料庫本身賦予資料庫著作權，而是以「編輯著作」之概念解釋

資料庫，倘若選擇和編排所收編資料之方式具有原創性，即可享有著作

權保護。收編的資料本身是否受到保護，必須就其本身是否屬於著作權

保護標的和有無原創性 18進行判斷。

二、法定權利限制

資料採集乃是文字資料探勘過程中無可避免的步驟，可是爭議所在的資料採

集行為是屬於著作權法規定的「重製」行為，採集的資料內容包括受著作權保護

的著作或是不受著作權保護的數據與事實性資料。雖然未經授權重製受著作權保

護的著作致生侵權疑慮，但是若適用相關法定權利限制條款（亦即法定例外規定

和合理使用條款），則不構成著作權侵害。因此文字資料探勘的問題核心，是文

字資料探勘過程中的資料採集行為可否適用相關法定例外或是合理使用原則，做

為學術電子資料庫業者主張侵權的抗辯。

18 我國實務認為原創性，廣義解釋包括狹義之原創性及創作性，狹義之原創性是指著作人原始獨

立完成之創作，非單純模仿、抄襲或剽竊他人作品而來；創作性不必達於前無古人之地步，僅

依社會通念，該著作與前已存在作品有可資區別之變化，足以表現著作人之個性為已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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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美國

著作權人享有對其著作之專有著作權保護，惟著作權保護並非可無

限上綱，毫無限制，著作權保護之私益仍應與社會其他公益價值加以衡

量，其中以著作權法公認的保護核心，亦即允許他人未經著作權人授權

合理使用著作權著作的「合理使用」原則，最為重要。1976年著作權法

將合理使用原則明文規定在第 107條，其設有四項判斷基準：（1）系爭

著作使用原著作的目的與性質（包括著作之使用是否為商業性質或為非

營利教育之目的）；（2）原著作的性質；（3）系爭著作對於原著作整

體之使用的「質」與「量」；（4）系爭著作使用原著作對於原著作潛在

市場或商業價值的影響。由於合理使用原則是普通法的一項衡平原則，

故沒有具體準則或硬性審酌規則。某一特定著作利用是否屬於合理使用，

是法院必須根據四項判斷基準就個案的情況整體權衡判定。合理使用的

彈性適用，有助於因應不斷創新的科技發展，但也潛伏侵權風險。利用

人的重製行為成立合理使用，方不構成侵權。

對於第一項判斷基準的探究，法院一般著重在著作之利用究竟是基

於商業目的或是非營利教育目的 19。在學術機構中對電子資源進行的文字

資料探勘大多具有研究和教育驅動的目的，並且由於其本質大多屬於非

商業性質，所以有利於合理使用之認定。此外，法院在第一項判斷基準

下亦考慮作品的「轉化性」，或在何種程度上使用著作權作品的目的與

著作人創作著作的原始目的不同。在 Authors Guild, Inc. v. Google, Inc.案 20

與 Authors Guild, Inc. v. HathiTrust案 21，法院認為文字資料探勘是一種具

有高度轉化性的用途，因為文字資料探勘所涉及大規模著作權作品的文

字資料分析與每一著作權作品之閱讀目的不同。在 Authors Guild, Inc. v. 

HathiTrust案，第二巡迴上訴法院解釋：「建立全文檢索資料庫是典型的

轉化性使用，詞彙檢索的結果與載有此一詞彙之頁面和書的目的、性質、

表達、含義和訊息有所不同。即使資料庫或搜索引擎之使用是具有商業

19 MCA, Inc. v. Wilson, 677 F.2d 180 (2d Cir. 1981), Benny v. Loew's, Inc., 239 F.2d 532 (9th Cir. 
1956).

20 Authors Guild, Inc. v. Google Inc., 804 F.3d 202 (2d Cir. 2015).
21 Authors Guild, Inc. v. Hathitrust, 755 F.3d 87 (2d Cir. 20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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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目的，其轉化性質也有利於成立合理使用。」對於第二項判斷基準，

法院探究系爭著作是否具有原創性。法院通常給予創意作品較多的保護。

法院對於第三項判斷基準的探究，是涉及著作權作品被重製的數量

和質量。傳統上，重製的「量」和「質」越大，越不易成立合理使用。

然而文字資料探勘往往需要逐字重製著作到資料庫；如果沒有完整地重

製著作，研究者可能無法分析著作未被重製的部分，從而將無法有效進

行文字資料探勘。第二巡迴上訴法院在 Authors Guild, Inc. v. Google, Inc.

案與 Authors Guild, Inc. v. HathiTrust案認為，為了文字資料探勘目的而逐

字重製著作到資料庫中是屬於合理使用 22。法院對於第四項判斷基準的探

究，是著重在著作利用對著作潛在市場或商業價值的影響。文字資料探

勘顯非原著作原本創作之目的，並且文字資料探勘並非利用原著作之表

達，因此本文認為文字資料探勘結果不會對原著作市場產生不利影響，

即使文字資料探勘過程中將之完全逐字重製。由於文字資料探勘市場非

屬原著作之潛在市場，不會產生市場替代性，所以本項因素分析結果應

較有利於文字資料探勘行為人。

（二）歐盟

歐盟的資料庫保護指令設有關於著作權 23與特別權 24的幾項法定例

外，其中與文字資料探勘研究最為相關者，乃是「學術研究」法定例外，

其規定如下：「如果在下列情況下擷取或再利用資料庫的大部分內容，

不構成侵權：（a）擷取資料庫大部分內容的人，是資料庫的合法利用人；

（b）是為了用於教學或研究目的之說明，而不是用於任何商業性目的；
22 Authors Guild, Inc. v. Google Inc., 804 F.3d 202, 209 (2d Cir. 2015), Authors Guild, Inc. v. Hathitrust, 

755 F.3d 87, 90-92 (2d Cir. 2014).
23 Directive 96/9/EC, 1996 O.J. (L 77) 20, Art. 6(2)(b).
 2.  Member States shall have the option of providing for limitations on the rights set out in Article 

5 in the following cases: (b) where there is use for the sole purpose of illustration for teaching 
or scientific research, as long as the source is indicated and to the extent justified by the non-
commercial purpose to be achieved; …….

24 Directive 96/9/EC, 1996 O.J. (L 77) 20, Art. 9(b).
 Member States may stipulate that lawful users of a database which is made available to the public in 

whatever manner may, without the authorization of its maker, extract or re-utilize a substantial part 
of its contents: (b) in the case of extraction for the purposes of illustration for teaching or scientific 
research, as long as the source is indicated and to the extent justified by the non-commercial purpose to 
be achieved;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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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標示出處（標示著作人姓名或是資料來源）25。」 

值得注意的是，有鑒於文字資料探勘過程中的資料採集，極有可能

侵害資料庫的著作權或特別權，而「學術研究」法定例外即使與文字資

料探勘研究最為相關，仍然有適用上的困難 26。歐盟議會為了順利推展

數位單一市場，因此於 2016年數位單一市場指令提案（Proposal for a 

DIRECTIVE OF THE EUROPEAN PARLIAMENT AND OF THE COUNCIL 

on copyright in the Digital Single Market）27中建議訂定資料探勘之法定例

外（提案第 3條），但是由於僅限於科學研究目的和適用於研究機構，

故而引起抨擊 28。雖然歐盟議會的法律事務委員提案擴大範圍，處理未來

可能發生的商業性和非商業性資料探勘行為的侵權問題 29，然而 2018年

9月 12日歐盟議會剛通過的著作權法修正案關於資料探勘之法定例外規

定，大致上仍以原草案為範本 30。

25 See Directive 96/9/EC of the European Parliament and of the Council of 11 March 1996 on the legal 
protection of databases, 1996 O.J. (L 77) 20, Art. 6(2)(b) and 9(b). The exceptions for scientific 
research in Article 5(3)(a) of the Infosoc Directive.

26 詳參歐盟委員會委託研究報告「Study on the legal framework of text and data mining (TDM)」，
2014年 3月， 資 料 網 址 http://ec.europa.eu/internal_market/copyright/docs/studies/1403_study2_
en.pdf.（最後瀏覽日：2018/10/25）。

27 http://eur-lex.europa.eu/legal-content/EN/TXT/?uri=CELEX:52016PC0593 (last visited Oct. 25, 
2018).

28 Marco Caspers, The Commission’s proposed TDM exception: Who’s to benefit?, KLUWER 
COPYRIGHT BLOG, September 15 2016, http://copyrightblog.kluweriplaw.com/2016/09/15/
commissions-proposed-tdm-exception-whos-benefit/ ; Text and data mining limited, https://juliareda.
eu/eu-copyright-reform/text-and-data-mining/ (last visited Oct. 20, 2018).

29 Text and data mining limited, https://juliareda.eu/eu-copyright-reform/text-and-data-mining/. The 
relevant research report: The Exception for Text and Data Mining (TDM) in the Proposed Directive on 
Copyright in the Digital Single Market – Legal Aspects, available at http://www.europarl.europa.eu/
RegData/etudes/IDAN/2018/604941/IPOL_IDA(2018)604941_EN.pdf. (last visited Oct. 20, 2018).

30 Article 3 Text and data mining 
 1.  Member States shall provide for an exception to the rights provided for in Article 2 of Directive 

2001/29/EC, Articles 5(a) and 7(1) of Directive 96/9/EC and Article 11(1) of this Directive for 
reproductions and extractions made by research organisations in order to carry out text and data 
mining of works or other subject-matter to which they have lawful access for the purposes of 
scientific research.

 2.  Any contractual provision contrary to the exception provided for in paragraph 1 shall be 
unenforceable.

 3.  Rightholders shall be allowed to apply measures to ensure the security and integrity of the networks 
and databases where the works or other subject-matter are hosted. Such measures shall not go 
beyond what is necessary to achieve that objective.

 4.  Member States shall encourage rightholders and research organisations to define commonly-agreed 
best practices concerning the application of the measures referred to in paragraph 3.

http://eur-lex.europa.eu/legal-content/EN/TXT/?uri=CELEX:52016PC0593
http://copyrightblog.kluweriplaw.com/2016/09/15/commissions-proposed-tdm-exception-whos-benefit/
http://copyrightblog.kluweriplaw.com/2016/09/15/commissions-proposed-tdm-exception-whos-benefit/
https://juliareda.eu/eu-copyright-reform/text-and-data-mining/
https://juliareda.eu/eu-copyright-reform/text-and-data-mining/
https://juliareda.eu/eu-copyright-reform/text-and-data-mining/
http://www.europarl.europa.eu/RegData/etudes/IDAN/2018/604941/IPOL_IDA(2018)604941_EN.pdf
http://www.europarl.europa.eu/RegData/etudes/IDAN/2018/604941/IPOL_IDA(2018)604941_EN.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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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英國

有鑒於文字資料探勘過程中的資料採集，極有可能侵害資料庫的著

作權，英國在 2014年於現行著作權、設計和專利法第 29A條訂定「非

商業性文字資料分析研究」（text and data analysis for non-commercial 

research）之法定例外，允許研究者為了進行文字資料探勘而重製著作權

作品，免除非商業性文字資料探勘行為的侵權責任，以支持大數據技術的

新用途和利用人需求。「非商業性文字資料分析研究」法定例外規定在

下列情況下擷取或再利用資料庫的大部分內容，不構成著作權侵害：（a）

擷取或再利用資料庫大部分內容的人，是資料庫的合法利用人；（b）是

為了用於非商業性計算分析研究目的，而不是用於任何商業性目的；（c）

標示出處（標示著作人姓名或是資料來源），除非實際上不可行 31。

值得注意的是，「非商業性文字資料分析研究」法定例外規定其所

涵蓋的文字資料探勘行為不得以契約排除。若契約條款旨在限制或阻止

該法定例外規定所允許的行為，該契約條款不得強制執行。

（四）我國

我國著作權法所稱「重製」32，基本上指以印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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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採集

乃是文字資料探勘的必要步驟，採集即是重複製作，此即為侵權爭議所

在，即便資料內容兼具受著作權保護的著作或單純資料。未經授權重製

受著作權保護的著作致生侵害著作權之疑慮，但是若構成合理使用則視

為未侵害著作權，因此在我國現行著作權法未針對文字資料探勘行為訂

定法定例外事由之前，合理使用抗辯為研究者抵抗資料庫相關權利人之

31 29A Copies for text and data analysis for non-commercial research
 (1)  The making of a copy of a work by a person who has lawful access to the work does not infringe 

copyright in the work provided that— 
  (a)  the copy is made in order that a person who has lawful access to the work may carry out a 

computational analysis of anything recorded in the work for the sole purpose of research for a 
non-commercial purpose, and 

  (b)  the copy is accompanied by a sufficient acknowledgement (unless this would be impossible for 
reasons of practicality or otherwise).

32 我國著作權法第 3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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武器。我國著作權法第 65條概括性合理使用規定：「著作之合理使用，

不構成著作財產權之侵害（第 1項）。著作之利用是否合於第四十四條

至第六十三條所定之合理範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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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包括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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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2項）。」

肆、著作利用授權契約限制條款之適法性

在美國，目前尚未出現權利人指控文字資料探勘研究涉嫌侵權的著作權訴

訟，不論是基於非商業性或商業性目的。但是在 Authors Guild, Inc. v. Google, Inc.

案與 Authors Guild, Inc. v. HathiTrust案，美國法院認為文字資料探勘是一種具有

高度轉化性的用途，有利成立合理使用 33。英國則修訂著作權法，為非商業性文

字資料探勘應用提供法定例外，排除侵權責任。歐盟也在數位單一市場提案為文

字資料探勘（非商業性或商業性）提供法定例外。由此可知，無論文字資料探勘

構成合理使用，還是有著作權法定例外之適用，顯然這是一項不應受著作權人控

制的活動。但是事實並非如此，電子資料庫業者正透過著作利用授權契約，對電

子資料庫內容的利用多加限制。最常見的授權契約限制條款之一，是規定電子資

料庫內容僅可用於「個人」或「非商業」目的。另一常見的授權契約限制條款，

是禁止使用網路爬蟲軟體、設備，機器人擷取內容。電子資料庫業者聲稱，在定

型化授權契約中限定「個人」或「非商業」的利用目的，主要是為了防止電子資

料庫內容被廣泛利用和散布，或是在定型化授權契約中禁止利用人以網路爬蟲擷

取內容，主要是為了網路安全採取的防護措施。然而從限制條款實際效果推論背

後目的，似乎是出於電子資料庫業者認為電子資料庫內容的任何利用都可能存在

侵權風險，有害其市場利益，因此應予以限制或禁止。

33 Authors Guild, Inc. v. Google, Inc., 804 F.3d 202, 209 (2d Cir. 2015), Authors Guild, Inc. v. Google, 
Inc., 954 F. Supp. 2d 282, 291 (S.D.N.Y. 2013) ; Authors Guild, Inc. v. Hathitrust, 902 F. Supp. 2d 
445, 464 (S.D.N.Y. 20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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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美國，知名的兩大法學電子資料庫分別是 LexisNexis（LN）和Westlaw，

旗下設立許多子公司負責收集各領域和各類型的專書論著、期刊文獻、法規、判

決和行政函釋，除了總則性使用規範外，尚有依照各個公司性質訂定的附加使用

規範，因此本文僅選擇以適用於所有被授權機構團體的總則性使用規範作為表徵

範例。

LN法學電子資料庫的授權契約設有多項資料庫內容利用限制條款，分別摘

錄如下：

為避免滋生疑義，一律禁止於檔案資料庫下載和儲存檔案 34。

除授權條款明確允許的行為外，被合法授權的利用人禁止下載、發送電子郵

件、傳真，儲存、重製、傳輸、展示，複製，散布或使用從線上服務檢索得到的

資料。未經LN明確書面同意，不能利用LN的商譽，包括商標，服務標誌或標誌。

此外，在任何情況下，被合法授權的利用人不能為了 1、進行商業性轉售或商業

性再散布，或是 2、使用線上服務或資料與 LN競爭業務，而在任何媒介提供任

何線上服務或資料 35。

嚴格禁止透過機械化、程序化，自動控制、改編或任何其他自動化方式使用

線上服務。除非 LN以書面形式另行同意，否則只能透過人工進行個別搜尋和資

料檢索行為來使用線上服務 36。

Westlaw法學電子資料庫的授權契約亦設有資料庫內容利用限制的基本總則

性條款：「不得基於商業招攬、市場營銷、資金籌措或其他類似活動或相關目的

使用資料。」37

34 For the avoidance of doubt, downloading and storing Materials in an archival database is prohibited.
35 Except as specifically provided in Sections 1.1 and 1.2, you and your Authorized Users are prohibited 

from downloading, emailing, faxing, storing, reproducing, transmitting, displaying, copying, 
distributing, or using Materials retrieved from the Online Services. You may not exploit the goodwill 
of LN, including its trademarks, service marks, or logos without the express written consent of LN. 
Additionally, under no circumstances may you or any Authorized User offer any part of the Online 
Services or Materials for commercial resale or commercial redistribution in any medium or use the 
Online Services or the Materials to compete with the business of LN.

36 Use of the Online Services via mechanical, programmatic, robotic, scripted or any other automated 
means is strictly prohibited. Unless otherwise agreed to by LN in writing, use of the Online Services is 
permitted only via manually conducted, discrete, individual search and retrieval activities.

37 Data may not be used for commercial solicitations, marketing, fundraising, or other similar activities or 
related purpos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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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我國，主要且常見的法學電子資料是法源法律網和月旦知識庫。月旦知識

庫 38明白禁止利用人進行自動、大量、連續性地下載資料、列印等重製行為。法

源法律網明確禁止將「法源法律網」所提供之資料，重製於磁碟、光碟、磁帶、

硬碟或其他儲存媒體或資料庫建構之一部分，或是足以侵害「法源資訊股份有限

公司」權益之行為 39。

如上所述，電子資料庫業者正透過著作利用授權契約，限制電子資料庫內容

的利用。然而，權利人無法控制其著作的所有利用行為，原因是著作權法為保障

民眾近用資訊的權益，對於權利人的專有權利亦設有多項法定權利限制規定，其

中一項重要的限制即是「合理使用」原則，允許公眾在某些情況下得未經授權無

償利用他人著作，不構成著作權侵害。在某些情況下，電子資料庫內容用於「非

個人」甚至「商業性」目的，也可能成立合理使用。因此電子資料庫業者透過著

作利用授權契約限制電子資料庫內容僅可用於「個人」或「非商業」目的，以排

除合理使用，藉此獲得比著作權法賦予的更多權利，利用私法契約破壞著作權法

之平衡法益保護機制。

在美國，許多法院曾處理這類爭議案件，但主要是涉及電腦軟體和資料庫

授權契約。法院與評論者的反應大致基於「保護著作權法之立法目的」與「契約

自由」的不同立場，意見相左。許多法院和評論者認為，業者利用授權契約限制

著作權法定例外，不當擴大著作權範圍，允許私人經濟利益凌駕公共利益，與著

作權法鼓勵創作與創新之目的相悖。另一方面，許多法院和評論者則認為，基於

契約自由，業者可利用授權契約提供不同形式和價格的著作使用，有利於著作有

效利用和資訊交流。其中學者 Nimmer表示：「授權契約商定的所有著作利用限

38 團體會員之利用人不得有下列侵權使用之行為：

 1. 使用特殊軟體，進行自動、大量、連續性地資料下載、列印等重製行為。
 2.  於固定 IP位置，進行自動、大量、連續性地下載、列印等重製行為。包含但不限於下列

情形：

  （1） 下載單一期刊（各卷期）、論著庫之電子文本全部（或大部分）全文。
  （2） 於一定時間內下載單一期刊（各卷期）、論著庫之單一或大部分電子文本之頁數，逾

1/4之頁數者，即認定超過著作權法合理使用之範圍。
  （3） 於一定時間內連續下載跨多個不同法領域之期刊、論著庫之單一或大部分之電子文本。
 3. 不得將由本系統下載之電子內容重製、散布供他人使用。
 4. 不得將由本系統下載之電子內容公開散布、公開傳輸或進行任何商業、營利之用途。
39 法 源 法 律 網 使 用 規 範，http://163.14.136.82:2202/event/declare01.aspx（ 最 後 瀏 覽 日：

2018/7/27）。



108.5 智慧財產權月刊 VOL.245 87

論述
論文字資料探勘行為涉及的資料庫保護爭議

――以授權契約限制條款為中心

制或條件應可強制執行，除非由於反托拉斯、顯失公平和其他契約法之限制。」

Nimmer認為，相較立法者或監管團體，個人和基於市場機制商定的授權契約，

有利於滿足契約雙方當事人實際授權交易需求 40。

ProCD, Inc. v. Zeidenberg案是這類爭議的代表性案件，其地方法院判決 41與

上訴法院判決 42，正是凸顯對此類爭議採「保護著作權法目的」與「契約自由」

不同立場的相左意見。在該案，Zeidenberg購買了 ProCD的 SelectPhone光碟，

ProCD授權使用的光碟包括受著作權保護的軟體（用於近用電話清單）和電話清

單 43。ProCD光碟的盒子外印有授權契約，盒子內也附有授權契約。該授權契約

載明使用光碟和電話清單，利用人即同意受到授權契約之約束 44。該授權契約設

有著作利用條款，限制電話清單的重製僅可用於「個人」或「非商業」目的，並

且禁止利用人將軟體或電話清單全部或部分內容提供給任何其他利用人，或將電

話清單全部或部分內容傳輸到用於近用清單的電腦以外的任何電腦 45。利用人每

次操作軟體時，授權契約限制條款會出現在利用人的螢幕上 46。Zeidenberg將電

話清單下載重製至其電腦，並與其建置的搜尋引擎相結合，然後提供給網路利用

人使用 47。ProCD提起訴訟，主張 Zeidenberg侵害著作權與違反授權契約限制條

款，要求法院禁止 Zeidenberg繼續提供電話清單給網路利用人使用。Zeidenberg

主張其重製電話清單的行為不構成著作權侵害，因為電話清單不受著作權保護 48。

Zeidenberg也主張其未同意授權契約著作利用條款，因此不受授權契約之約束 49。

地方法院根據美國聯邦最高法院 Feist Publications, Inc. v. Rural Telephone 

Service Co., Inc.案的見解，認定 ProCD的電話清單缺乏編輯原創性而不受著作權

保護，所以 Zeidenberg重製電話清單的行為不構成著作權侵害 50。此外，地方法

40 Issues in Licensing: An Introduction, 42 HOUS. L. REV., 944 (2005).
41 ProCD, Inc. v. Zeidenberg, 908 F. Supp. 640 (W.D. Wis. 1996).
42 ProCD, Inc. v. Zeidenberg, 86 F.3d 1447 (7th Cir. 1996).
43 ProCD, Inc. v. Zeidenberg, 908 F. Supp. 640, 644 (W.D. Wis. 1996).
44 Id.
45 Id. at 654.
46 Id. at 644.
47 Id.
48 Id.
49 Id.
50 Id. at 6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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院雖然認定 ProCD提供的定型化授權契約屬於「拆封契約」51，但是法院判定雙

方之間的授權契約不能執行，因為法院認定 Zeidenberg沒有機會對授權契約限制

條款進行檢視、協商和提出異議，因此地方法院判定 Zeidenberg沒有接受 ProCD

提供的定型化授權契約 52。地方法院亦認為雙方之間的授權契約限制條款因為牴

觸著作權政策而無法執行。法院表示，授權契約限制條款禁止散布不受保護之事

實資訊，不當擴張權利範圍，逾越權限，將著作權法留存的自由利用空間圈地私

人化。如果允許執行這些授權契約限制條款，將會改變著作權法維持的法益衡平

狀態，並允許各方透過授權契約限制條款來規避著作權法之規定 53。

聯邦第七巡迴上訴法院不同意，認定 Zeidenberg以 ProCD指定的方式接受

授權契約限制條款時（使用該軟體時）即成立授權契約，因此 Zeidenberg購買

ProCD的 SelectPhone光碟受授權契約限制條款之約束 54。上訴法院認為，授權契

約和限制條款反映了私人交易秩序，這對授權市場的有效運作至關重要 55。

在我國著作利用授權契約之主要法律依據，是我國著作權法第 37條第 1項

規定「著作財產權人得授權他人利用著作，其授權利用之地域、時間、內容、利

用方法或其他事項，依當事人之約定；其約定不明之部分，推定為未授權。」本

條規定之意義在於著作權人可以自由地將各個著作利用行為，比如重製、散布、

改作、公開傳輸和公開展示等，分別授權他人行使，並就利用之地域、時間、內

容、利用方法或其他事項，在憲法保障的私法自治權利基礎上，與著作利用人建

立私權契約關係，授權之範圍基於契約自由原則，由雙方當事人自行約定 56。比

如，我國最高法院認為著作權人自得依約定區分為多種權利授權，如就區域之不

同（我國與我國以外地區）、授權內容或層次（試玩版或正式版）57或是就語言

51 Id. at 650.所謂拆封契約，「Shrink wrap contract」、「Shrink-wrap License Agreement」，常見的範
例即是商品封面或包裝印有標語「產品一經拆開包裝，視同購買者同意本產品授權契約」，亦

即終端使用者協議，也就是說只要拆封，視同購買者或使用者同意該產品業者提出的產品授權

契約一切條款，負有履約義務。關於淺介此類拆封授權契約之中文資料，參閱楊淑玲，淺論拆

封授權條款相關問題，萬國法律第 155期，頁 77-84，2007年 10月。
52 Id. at 655.
53 Id. at 658.
54 ProCD, Inc. v. Zeidenberg, 86 F.3d. 1447, 1452 (7th Cir. 1996).
55 Id. at 1455.
56 經濟部智慧財產局電子郵件字第 1060106號、電子郵件字第 1060713號、電子郵件字第 

1060214c號。
57 最高法院 91年台上字第 2697號刑事判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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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不同，分開授權（繁體中文版與簡體中文版）58。

雖然著作權授權利用契約之特徵 59，所以其非可歸類於我國現行民法各種有

名契約，因此各種有名契約的強制規定不適合直接適用之，但是民法乃是關於法

律行為及契約的一般性基本規定，授權契約仍然屬於契約之一種，因此民法之基

本限制規定仍可適用，諸如民法第 71條「法律行為，違反強制或禁止之規定者，

無效。」以及第 148條權利濫用禁止和誠信原則規定 60。

授權契約限制條款乃是屬於授權利用範圍之事項，司法實務認為契約當事人

已就特定事項於授權契約中加以明定，僅因雙方對契約條款之解釋不一，致就授

權範圍有所疑義時，法院即應依民法第 98條規定探求當事人於立約當時之真意，

考量當事人締結授權契約所欲達成之目的、授權範圍與授權金之對價平衡及授權

事項之預期可能性等等因素，而就契約條款之文字賦予明確之解釋 61。目前我國

司法實務案例 62往往採行「目的讓與理論」63，以解釋著作權授權契約。法院表

示著作權授權契約授與之權利及利用方式須依契約之目的定之，而不應拘泥於契

約所使用之文字。所以如果雙方當事人之真意不明，又無默示合意存在時，應再

考量契約目的讓與理論，惟有當契約真意不明，又無默示合意存在，或無法適用

契約目的讓與理論，方可認定是屬著作權法第 37條第 1項所稱之約定不明，進

而推定為未授權。但有論者認為司法實務將「目的讓與理論」適用順位安排在「約

定不明之推定原則」之前，有值得商榷之處 64。

有論者認為，由於著作權法制度在設計上已納入考量各項權利之平衡，包含

散布權耗盡規定、合理使用規定與表現自由原則，因此授權契約限制條款不可違

58 最高法院 92 年台上字第 1372號刑事判決。
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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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大法學論叢第 23卷第 1
期，頁 315-317，1993年 12月。

60 同前註，頁 323-325。
61 智慧財產法院 98年度民著上字第 24號民事判決。
62 智慧財產法院 98年度刑智上更（一）字第 50號刑事判決、智慧財產法院 98年度刑智上訴字第

3號刑事判決、智慧財產法院 98年度民著上字第 1號民事判決、智慧財產法院 98年度民著上
字第 11號民事判決。

63 「目的讓與理論」是指著作權人授與權利時，就該權利之利用方式約定不明或約定方式與契約

目的相矛盾時，此時該權利之授權範圍，應依授權契約所欲達成之目的定之。
64 關於此疑義之詳細說明，請參見蔡明誠，著作權契約之解釋與目的讓與理論及契約目的理論─

從智慧財產法院九十八年民著上字第一號民事判決談起，月旦裁判時報第 5期，頁 102-103，
2010年 10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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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既定之強制規定 65。亦有論者認為，著作權人藉由授權契約規避出於公共利益

考量之著作權限制規定，也就是說透過授權契約限制被授權人依法得主張合理使

用之權利，此約定屬於著作權濫用，應不生法律效力 66。

授權契約是根據著作權法確定的權利運作。基於契約自由原則，通常認為契

約雙方將透過自由談判而商定公平合理的授權契約。但是當身為權利人的電子資

料庫業者完全控制資料庫內容的近用，利用人必須接受電子資料庫業者提供的定

型化授權契約方能近用作品時，契約雙方已出現協商能力不對等的情況。利用人

只能依照授權契約規定的條件利用電子資料庫內容。電子資料庫業者與利用人之

間的關係完全以電子資料庫業者提供的定型化授權契約為準，因此電子資料庫業

者可透過授權契約限制條款限制資料庫內容的利用，甚至禁止其無權限禁止的利

用範圍，產生以私契約行為取代著作權法規定的實質效果。問題是，著作權法賦

予權利人的權利，可否以授權契約的約定條款重新定義？權利人可否以授權契約

限制條款控制其專有權範圍外的著作利用，以擴大著作權法賦予的權利？

在 ProCD, Inc. v. Zeidenberg案，對於 ProCD可否以授權契約限制利用人散

布其授權使用光碟中不受保護的事實資訊，地方法院和上訴法院的意見相左，反

映出不同法院對授權契約限制條款的不同看法，也凸顯出著作權政策與契約自由

之間的潛在衝突。地方法院認為著作權法是美國國會為求公益與私益間之衡平所

為之立法強制規定，契約雙方自不得透過授權契約限制條款來規避著作權法的規

定。反之，上訴法院則認為著作權法是一套預設規則，在大多數情況下應允許契

約雙方以其選擇的契約約定條款取代法律規定。前者強調「保護著作權法之立法

目的」以保障民眾近用資訊的權益，但後者強調「契約自由」是實現資訊市場有

效運作的手段。

雖說契約自由是實現資訊市場有效運作的手段，但是本文認為授權契約仍應

遵守禁止權利濫用的法理，以及尊重各個法律規範的立法目的和強制規定。畢竟

立法者立法建立著作權法制時必然有其法益衡平考量，以及意圖促進與實踐的公

65 黃惠敏，當著作權授權契約遇上著作權限制─以著作權限制規定之性質為中心（下），萬國法

律第 156期，頁 100，2007年 12月。
66 賴文智，數位科技對著作權授權契約及合理使用範圍之影響之研究，智慧財產權月刊第 65
期，頁 130-131，2004年 5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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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利益，因此本文傾向採取「保護著作權法之立法目的」解釋授權契約，以保障

民眾近用資訊的權益。就本文討論的文字資料探勘而言，如果研究者在其合法近

用學術電子資料庫進行的文字資料探勘通過合理使用分析，構成合理使用行為，

而合理使用屬於著作權法定權利限制，因此雖然授權契約限制條款是規定電子資

料庫內容僅可用於「個人」或「非商業」目的，但是此時應失其效力。授權契約

限制條款之有效性的判斷標準之一，是有無背離法定權利限制規定，因此不能以

授權契約限制條款禁止屬於合理使用之文字資料探勘或文字資料分析。簡言之，

本文認為法院應秉持採取「保護著作權法之立法目的」之立場，根據個案情況解

釋授權契約限制條款之適法性。

伍、結語

電子資料庫權利人認為文字資料探勘是利用其所收集、整合、彙編的資料，

所以是利用電子資料庫內容的行為，而應當取得權利人授權方可為之。再者，對

電子資料庫進行文字資料探勘，勢必影響電子資料庫的正常運作，拖慢檢索速度，

造成其他資料庫利用人的權益受損，因此電子資料庫權利人主張有權採取必要防

範措施，例如科技保護措施、契約限制條款，維護資料庫的正常運作和資訊安全。

然而，前述「學術研究應用文字資料探勘」事例可證明這種研究方法開啟未來創

作無限可能性，如果全然認同電子資料庫權利人之主張，此類授權契約限制條款

和授權金門檻（協商地位不對等，利用人往往苦於高額授權金而放棄）將形成阻

礙，恐造成創作機會不均，導致創作與表意自由受限 67，影響文化發展，而有違

憲法精神和著作權法立法目的。

67 關於分配正義（財力─授權金─創作）創作機會均等之討論，請參閱 陳起行，美國數位著作保
護的法理論述，臺大法學論叢第 36卷第 2期，頁 140-144，2007年 6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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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高行政法院 107年判字第 442號有關
「BENTLEY」商標廢止事件行政判決

【爭點】

一、 商標授權契約嗣後被解除，而使契約效力溯及消滅，或因其他法律原因而無

效，倘被授權人基於信賴，於授權期間係依授權契約對系爭商標為真實使用，

其使用仍應視為參加人之商標維權使用。

二、 商標是否真實使用，應自其交易期間、商品種類、銷售量、交易方式是否符

合一般交易習慣等為事實判斷。

【案件事實】

參加人（即商標權人）以「BENTLEY」商標，指定使用於第 9類之機車用

安全帽等商品，獲准為註冊第 1334869號商標（下稱系爭商標）。上訴人英商‧

賓利汽車有限公司主張系爭商標有違商標法第 63條第 1項第 2款規定，申請廢

止註冊。案經經濟部智慧財產局審查，認為系爭商標指定使用於「行動電話電池、

電話機、電話答錄機、電話對講機、汽車電話機、電視遙控會談裝置、傳真機、

行動電話機、行動電話護套、行動電話車用免持聽筒、行動電話免持聽筒、視訊

會議裝置」等 12項商品（下稱行動電話電池等 12項商品）之註冊廢止不成立；

指定使用於其餘商品之註冊，應予廢止之處分（下稱原處分）。上訴人對於廢止

不成立之部分，提起訴願，經決定駁回，乃向智慧財產法院（下稱原審）提起行

政訴訟。經原審判決駁回後，遂提起本件上訴，後經最高行政法院 107年度判字

第 442號判決駁回上訴。

【判決見解】

一、 商標權人雖未使用或繼續停止使用商標已滿 3年，但其有授權他人使用商標

時，被授權人之使用可視為商標權人使用，即不構成廢止事由。因商標之維

權使用，係重在其使用行為於客觀上是否使消費者將商標與商品或服務產生

具體連結之事實，縱商標授權契約嗣後被解除，而使契約之效力溯及消滅，

或因其他法律原因而無效，倘被授權人於授權期間，基於授權契約為有效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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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賴，於客觀上對商標為真正實際使用，足使消費者將商標與商品或服務產

生來源之具體連結，已實現商標作為識別來源之主要功能，亦可視為商標權

人有合法使用商標。依原審確定之事實，參加人係於西元 2011年 10月 1日

與瑞陶時公司簽訂授權合約書，將系爭商標授權予瑞陶時公司使用，授權期

間為西元 2011年 10月 1日至 2017年 12月 31日，雖斯時參加人之代表人鄭

○○亦為瑞陶時公司之代表人，而有雙方代表之情事，縱雙方所簽訂商標授

權契約之效力應適用我國公司法第 108條準用第 59條及第 223條規定，且

參加人之股東於事後亦否認上開契約，致其無效，然依上開規定及說明，倘

被授權人瑞陶時公司於上開授權期間係依授權契約對系爭商標為真實使用，

其使用仍應視為參加人之商標維權使用。

二、 商標法第 39條第 1項及第 2項規定：「（第 1項）商標權人得就其註冊商標

指定使用商品或服務之全部或一部指定地區為專屬或非專屬授權。（第 2項）

前項授權，非經商標專責機關登記者，不得對抗第三人。⋯⋯」準此，商標

授權係採登記對抗主義，亦即授權契約於意思表示合致時，於契約當事人間

即發生效力，至於未經商標專責機關核准授權登記，僅該授權不得對抗第三

人，並不影響商標授權於契約當事人間之效力，且其授權方式並不以書面為

限，口頭合意亦屬之。另依行政訴訟法第 176條準用民事訴訟法第 358條第

1項規定：「私文書經本人或其代理人簽名、蓋章或按指印或有法院或公證

人之認證者，推定為真正。」參加人提出授權合約書係用以佐證其授權瑞陶

時公司於西元 2011年 10月 1日至 2017年 12月 31日使用系爭商標之事實，

上訴人並未爭執上開契約業經雙方代表人鄭○○簽名或蓋章，則依上開規定

及說明，參加人與瑞陶時公司間之授權契約於意思表示合致時即已生效，且

上開授權合約書於形式上亦推定為真正，上訴人雖泛稱因參加人與瑞陶時公

司代表人為同一人，故上開契約係通謀而為虛偽意思表示，然未提出證據予

以佐證，則法院自得就卷內相關證據資料，根據經驗法則，依自由心證判斷

上開私文書是否足以證明授權契約之存在。

三、 商標法第 5條規定所稱之「行銷」，應指向市場銷售作為商業交易之意，而

行銷之地域參酌商標法係國內法及採屬地主義之精神，應指我國領域內之地

域而言。商標最主要功能即在於識別商品或服務來源，故商標之真實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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係指使用人基於行銷之目的，於客觀上在國內有積極使用商標於指定商品或

服務之行為（例如商標法第 5條規定之使用情形），足使相關消費者認識為

指示商品或服務之來源，而得與他人之商品或服務相區別。如其商標使用並

非基於行銷商品或服務之目的，而無商業交易行為或計畫，致其使用不具經

濟上意義，或其使用行為於客觀上不足以表彰所指定商品或服務之來源，即

非真實使用。至於是否真實使用，應自其交易期間、商品種類、銷售量、交

易方式是否符合一般交易習慣等為事實判斷。原判決依參加人於廢止審查階

段提出附件 3之統一發票及財政部北區國稅局以 106年 3月 3日北區國稅中

和銷審字第 1060471701號函，認為訴外人瑞陶時公司確有先後於 101年 8月

1日、103年 11月 1日分別開立編號 DK04204254號、CZ26576554號統一發

票計 2張予訴外人財聚公司，另於 103年 9月 1日、同年 11月 1日分別開立

編號 CE26738620、CZ26576557號統一發票計 2張予訴外人翡仕公司。另依

上開 4張統一發票品名欄、商品數量、單價之記載，佐以附件 4之商品實物

照片及 105年 4月 28日函文附件 1之商品實物照片，暨證人陳○○之證詞，

認定訴外人瑞陶時公司確係有於 101年 8月 1日、103年 9月 1日、同年 11

月 1日，販售品名「Bentley手機」、「Bentley電話」、「Bentley行動電話

電池」、「Bentley行動電話」予訴外人財聚公司及翡仕公司，且於手機（行

動電話）商品上及包裝盒內、外正面均有標示系爭商標之事實，而足以證明

參加人於申請廢止日（104年 5月 25日）前 3年內，確有基於行銷目的，

將系爭商標使用於手機、電話、行動電話電池、行動電話等商品之事實，業

經原審依調查證據並斟酌全辯論意旨之結果依法認定，並詳述其得心證之理

由，核與卷附證據相符，其認事用法，均無違誤。

四、 按電信法第 42條第 1項規定：「連接第一類電信事業所設電信機線設備之電

信終端設備，應符合技術規範，並經審驗合格，始得輸入或販賣；其技術規

範由電信總局訂定公告之。」第 67條第 1、2、4項規定：「（第 1項）有

下列各款情形之一者，處新臺幣 3萬元以上 30萬元以下罰鍰：⋯⋯三、違

反第 42條第 1項規定，輸入或販賣未經審驗合格之電信終端設備者。（第 2

項）前項第 3款情形，並得沒入其設備；⋯⋯（第 4項）依前 2項規定沒入

之設備或器材，不問屬於何人所有，均得為之。」訴外人瑞陶時公司確有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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賣使用系爭商標之手機、行動電話等商品予訴外人財聚公司及翡仕公司，業

如前述，縱其商品並未依法經審驗合格，核係其是否違反電信法第 42條第 1

項規定，而應依同法第 67條規定處罰及沒入之問題，與其交易行為是否屬

實，以及其使用行為是否該當真實使用商標無涉。

系爭商標 註冊第 1334869號
第 9類：機車用安全帽、安全帽護目
鏡、安全帽鏡片、⋯⋯、行動電話電
池、電話機、電話答錄機、電話對講
機、汽車電話機、電視遙控會談裝置、
傳真機、行動電話機、行動電話護套、
行動電話車用免持聽筒、行動電話免
持聽筒、視訊會議裝置。⋯⋯。已曝
光Ｘ光膠片。打卡鐘。雷射指示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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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9年 4月 1日起日本調整發明專利申請案實體審查費

日本特許廳（JPO）公布，為配合《不正競爭防止法部分修正法案》的

頒布，發明專利申請案請求實質審查費自 2019年 4月 1日起調整，新規費

適用於 2019年 4月 1日起新申請之一般專利申請案。 

一般專利申請案實體審查請求費 

調整後：JPY 138,000 +請求項數 x JPY4,000

原規費：JPY 118,000 +請求項數 x JPY4,000

生效日：2019年 4月 1日以後（含當日）提出的發明申請案 

- 有 JPO製發的 PCT案國際檢索報告

調整後：JPY 83,000 +請求項數 x JPY2,400

原規費：JPY 71,000 +請求項數 x JPY2,400

適用：2019年 4月 1日起新申請的 PCT案 

- 有非 JPO製發的 PCT案國際檢索報告

調整後：JPY 124,000 +請求項數 x JPY3,600

原規費：JPY 106,000 +請求項數 x JPY3,600

適用：2019年 4月 1日起新申請的 PCT案 

- 有指定檢索機構製發的檢索報告

調整後：JPY 110,000 +請求項數 x JPY3,200

原規費：JPY 94,000 +請求項數 x JPY3,200

適用：2019年 4月 1日以後（含當日）提出的發明申請案 

*分割及改請案以新申請案實際申請日為準。

相關連結： https://www.jpo.go.jp/e/system/process/tesuryo/revision_fee_2019.

html

https://www.jpo.go.jp/e/system/process/tesuryo/revision_fee_2019.html
https://www.jpo.go.jp/e/system/process/tesuryo/revision_fee_2019.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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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WIPO發布「技術趨勢」報告—人工智慧的未來

人工智慧（AI）是否將成為一種快速創新發展的互聯網，並徹底改造我

們的世界，普及於我們的生活當中？這是在世界智慧財產權組織（WIPO）

理事長 Francis Gurry主持，與來自私部門及學術機構 AI專家的討論中，一

位成員作出的大膽預測。 

參與研究的團隊包括：紐約大學（NYU）、洛桑聯邦理工學院（EPFL）

智慧系統實驗室、西門子公司、中國科學院（CAS）科學與發展研究院、

IBM公司等。人工智慧是WIPO一系列就新技術趨勢的研究，該調查報告顯

示，近年美國及中國大陸的 AI相關發明數量驟增。 

主要研究成果如下：

*  AI自 1950年代誕生至 2016年止，創新發明者和研究人員申請與 AI相關

的發明已近 34萬件，並發表超過 160萬件科技論文。

*  AI相關專利申請正迅速成長，超過一半以上的 AI相關專利申請都在 2013

年之後發布。

* 前 30大 AI專利申請人中，有 26個是企業，其餘 4個是學術機構。

*  截至 2016年，美國 IBM公司共提出 8,290件 AI發明申請，擁有最多的 AI

專利組合，其次是美國微軟，共 5,930件。前 5大企業的申請人還有：日

本東芝公司（5,223件），韓國三星集團（5,102件）和日本NEC集團（4,406

件）。

*  前 30大 AI專利申請人中，中國大陸的機構在 4個學術機構中占了 3個，

其中中國科學院排名第 17，擁有超過 2,500個專利家族。在學術界中，前

20個學術機構中有 17個來自中國大陸；另外，前 20個由學術機構發表的

AI相關科技論文，有 10個來自中國大陸。

相關連結：https://www.wipo.int/tech_trends/en/news/2019/news_0003.html

●　國際智慧財產權指數報告—美國排名上升

美國商會（USCC） 全球創新政策中心（Global Innovation Policy 

Center，GIPC）發布 2019年國際智慧財產指數（International IP Index）報告，

https://www.wipo.int/tech_trends/en/news/2019/news_0003.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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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國在專利、相關權利及其限制上排名第 2，反映出美國在專利保護政策上

有顯著改善。此外，美國今年再度被評為 IP保護及執法的全球領導者及標

準制定者。 

美國商務部長Wilbur Ross表示，川普政府瞭解強大且可靠的智慧財產

保護對美國企業的成功至關重要，美國商務部和專利商標局（USPTO）為

重回保護智慧財產權的領導地位感到自豪，這將確保美國在未來持續創新與

發明。

美國商務部負責智慧財產權事務副部長兼 USPTO局長 Andrei Iancu表

示，隨著全球智慧財產領域的競爭越來越激烈，我們必須透過可靠、可預測

及高品質的專利制度繼續推動美國創新，USPTO為維護發明人及品牌所有

者權利的憲法義務感到自豪。 

GIPC於報告中針對全球 50個經濟體的智慧財產權環境進行調查，並把

美國優越的表現歸功於 USPTO領導專利異議政策的改革。另外，去年在請

求項結構標準、新標準作業程序，以及去年專利政策和專利審理暨上訴委員

會（PTAB）等方面的改革，皆是美國於 2019年有較高排名的原因。GIPC

進一步指出，USPTO在過去一年做出有意義的改革，很大程度上解決了對

美國專利異議制度中不可預測及不確定性的擔憂。

相關連結：

https://www.uspto.gov/about-us/news-updates/united-states-moves-international-

rankings-patent-protection

●　USPTO公布美國專利女性發明人申請趨勢及特徵

美國專利商標局（USPTO）近日發布「進展和潛力：美國專利女性發明

人概況」報告，是關於 1976年至 2016年美國女性發明人取得美國專利的趨

勢和特徵，報告顯示，取得專利的發明人中女性仍只占少數，並指出女性在

推動美國創新的未開發潛力。 

該報告提出幾項重要發現，包括：

*  1980年代至 2016年所有美國專利中，發明人含至少一名女性的專利比率

由約 7%增加至 21%。

https://www.uspto.gov/about-us/news-updates/united-states-moves-international-rankings-patent-protection
https://www.uspto.gov/about-us/news-updates/united-states-moves-international-rankings-patent-protec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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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即使有上述增幅，2016年的核准專利中，女性發明人僅占所有發明人的

12%。

*  參與科學和工程職業及創業的女性增加，但並未導致取得專利的女性發明

人數整體成長。

*  技術密集型的州，以及女性占該州總體勞動力比例大的州，女性發明人的

比例較高。

*  女性發明人愈來愈集中於某些特定技術，顯示女性仍專精於傳統上前人的

專利領域，而非進入男性主導的領域。

*  在核准的專利中，女性較傾向為團隊中的發明人之一，而非如男性為單一

的發明人。 

USPTO局長 Andrei Iancu 表示，對美國來說，在人口、地域和經濟方面

擴大創新生態圈非常重要，美國需要更多的發明人參與美國專利所能提供的

諸多好處；USPTO將繼續就此議題推動全國對話，並盡力促成真正的變革。 

USPTO副局長 Laura Peter表示，女性發明家已經並將繼續做出重要貢

獻，我們期待與產業界、學術界和其他政府機構合作，找出增加各行業女性

發明人的方法。

相關連結：

https://www.uspto.gov/about-us/news-updates/us-patent-and-trademark-office-

releases-new-report-trends-and-characteristics#

●　CIPO發布 2017-2018年度報告：幫助加拿大成為全球創新中心

2019年 1月 30日加拿大智慧財產局（CIPO）發布 2017-2018年度報告，

強調將持續為加拿大政府的創新與技術計畫做出貢獻，並在加拿大智慧財產

權策略中發揮積極作用。

2017-2018年會計年度，也是 CIPO「五年經營策略」（2017-2022年）

的第一年，CIPO在實施工業設計、商標及專利等 5項國際智慧財產權條約

取得重大進展，相關重點如下：

https://www.uspto.gov/about-us/news-updates/us-patent-and-trademark-office-releases-new-report-trends-and-characteristics#
https://www.uspto.gov/about-us/news-updates/us-patent-and-trademark-office-releases-new-report-trends-and-characteristic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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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8年 11月，CIPO完成加入《工業設計海牙協定》，幫助加拿大企業進

入或擴大其在國際市場的影響力。

*  2017年 6月，CIPO專利部門獲得國際標準化組織的 ISO 9001：2015認證，

使 CIPO成為提供優質專利權的全球領導者之一。

*  推出實現卓越服務新策略，加強與客戶的互動，並針對全國客戶進行滿意

度調查，以改進服務工作。

*  2017年 5月，啟動新智慧財產權意識及教育計畫，為加拿大創新者及企業

提供更好的服務，使智慧財產權成為一種策略工具，幫助其在市場中成長

及取得成功。

*  展望未來，CIPO將致力於確保加拿大的企業及企業家瞭解智慧財產權的

價值，並能充分利用其創造力。 

2017-2018會計年度的重要數據如下：

*  CIPO受理超過 3萬 4,000件專利申請，並核准超過 2萬 4,000件新專利；

提出審查請求至核准專利的平均時間為 33.6個月，比去年減少 3.1個月。

*  啟動人才招募，在未來三至五年將增加僱用 60名新專利審查員。

*  商標申請量穩定增加，2017-2018年達 6萬多件，比前一年成長逾 8%。

*  2017-2018年，工業設計申請量增加至 6,600件，成長 8%。

*  去年，CIPO在加拿大各地舉辦 150場研討會，總計 1,900名參與者，主題

包括基礎智慧財產權、專利和商標等，以及如何制定智慧財產權策略、如

何保護企業在中國大陸的智慧財產權等。

*  2017-2018年，客戶服務中心接獲超過 4萬 8,000件諮詢，有 99%達到服

務標準的時間。

相關連結：

https://www.canada.ca/en/intellectual-property-office/news/2019/02/cipo-releases-

its-annual-report-20172018-helping-make-canada-a-global-centre-of-innovation.

html

https://www.canada.ca/en/intellectual-property-office/news/2019/02/cipo-releases-its-annual-report-20172018-helping-make-canada-a-global-centre-of-innovation.html
https://www.canada.ca/en/intellectual-property-office/news/2019/02/cipo-releases-its-annual-report-20172018-helping-make-canada-a-global-centre-of-innovation.html
https://www.canada.ca/en/intellectual-property-office/news/2019/02/cipo-releases-its-annual-report-20172018-helping-make-canada-a-global-centre-of-innovation.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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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WTR年度「智慧財產局（IP Office）創新排名」研究報告—新加坡被評為

亞洲最具創新的智慧財產局

在世界商標評論（World Trademark Review，WTR）年度「智慧財產

局（IP Office）創新排名」研究報告中，就全球主管商標業務之智慧財產局

進行評比（https://www.worldtrademarkreview.com/governmentpolicy/eu-chile-

singapore-and-spain-ip-offices-named-most-innovative-world），在提供非核心

工具及服務的創新上，新加坡躍升為亞洲地區的領先者；在全球排名方面，

與智利及西班牙並列第 2名，而歐盟智慧財產局仍維持第 1名。WTR指出，

新加坡智慧財產局（IPOS）在 2017年的首次研究當中也是排名第 2，IPOS

作為一個創新機構在商業發展中提供非常強大的教育和支持。 

2019年的研究評比了 50個國家，並指出 IP Offices因其挑戰極限和提

供服務而受到認可。在 2018年全球創新指數（GII）報告中，新加坡為全球

126個國家中的第 5名，也是亞洲地區最具創新性的國家。 

IPOS鄧鴻森局長表示，IPOS歡迎這項國際榮譽，我們從智慧財產權註

冊機構轉變為創新機構，以更好的方式為利益相關者提供服務，特別是能幫

助企業利用智慧財產權促進業務增長及培訓新加坡人的智慧財產權和相關創

新技術。鄧局長並補充，創新、技術及數位化是現今全球經濟增長的關鍵驅

動因素，企業價值將日趨成為無形資產，如：智慧財產、數據及知識等。事

實上，在 2018年，無形資產的價值已首次超越有形資產的價值，未來 IPOS

將善用其智慧財產權制度，培育更多擁有無形資產的企業，並致力於發展創

新企業，擴大其進入亞洲市場。 

過去一年，IPOS支持創新企業利用其無形資產發展業務，並鞏固新加

坡成為 IP中心的地位，相關重大進展如下：

*  2018年 4月，IPOS啟動 FinTech Fast Track計畫，透過加速專利核准程序，

幫助世界各地 FinTech業務主，使其 IP能更快地進入市場，最快可於 6個

月核准專利，而一般專利申請案則須2年。2018年12月，IPOS根據該計畫，

核准第 1件加速審查專利予位於東協的科技公司 Voyager Innovations。 

*  2018年 9月，IP ValueLab（IPOS企業參與部門）、中新廣州智慧城管理

委員會及中新廣州智慧城投資發展有限公司簽署合作瞭解備忘錄，在中新

https://www.worldtrademarkreview.com/governmentpolicy/eu-chile-singapore-and-spain-ip-offices-named-most-innovative-world
https://www.worldtrademarkreview.com/governmentpolicy/eu-chile-singapore-and-spain-ip-offices-named-most-innovative-world


102 108.5 智慧財產權月刊 VOL.245

國際智財新訊

廣州智慧城成立國際智慧產權創新服務中心，使兩國企業能以新加坡和廣

州為基地，獲取 IP專業技術，並使其 IP得以進入東協及粵港澳大灣區等

主要市場扎根及商業化。

*  在全球智慧財產權週@ SG主題會議上，IPOS與全球專業保險和再保險領

先企業 Lloyd’s Asia建立合作關係，在新加坡推出 IP保險產品，幫助創新

企業在使用 IP及進入全球市場時，能吸引資金、避免業務中斷並提升其談

判立場。 

2019年WTR的「IP Office創新排名」研究報告，評比了來自全球 50

個主管商標業務之智慧財產局，報告中特別針對加值建議、線上功能及公共

宣導工作等 3大領域做了詳細研究，並邀請來自全球 100多名智慧財產權專

業人士，分享其對當地註冊機構及 IP Offices非核心服務的見解。

相關連結： https://www.ipos.gov.sg/media-events/press-releases/ViewDetails/

singapore-named-asia's-most-innovative-ip-office-and-second-in-the-

world/

https://www.ipos.gov.sg/media-events/press-releases/ViewDetails/singapore-named-asia's-most-innovative-ip-office-and-second-in-the-world/
https://www.ipos.gov.sg/media-events/press-releases/ViewDetails/singapore-named-asia's-most-innovative-ip-office-and-second-in-the-world/
https://www.ipos.gov.sg/media-events/press-releases/ViewDetails/singapore-named-asia's-most-innovative-ip-office-and-second-in-the-worl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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專利

● 智慧局 AEP 3月份統計資料簡表

　 表一：2019年 3月加速審查申請案申請人國別統計

依月份／國內外統計 

申請月份

本國
本國
合計

外國
外國
合計

總計事由
1
事由

2
事由

3
事由

4
事由

1
事由

2
事由

3
事由

4

2019年 01月 3 0 10 2 15 16 0 0 1 17 32

2019年 02月 0 0 2 0 2 7 0 0 0 7 9

2019年 03月 2 0 8 1 11 12 1 0 0 13 24

總計 5 0 20 3 28 35 1 0 1 37 *65

依申請人國別統計

申請人國別 事由 1 事由 2 事由 3 事由 4 總計

中華民國（TW） 5 0 20 3 28

日本（JP） 13 0 0 0 13

美國（US） 7 0 0 0 7

德國（DE） 5 1 0 1 7

開曼群島（KY） 3 0 0 0 3

芬蘭（FI） 2 0 0 0 2

瑞士（CH） 1 0 0 0 1

瑞典（SE） 1 0 0 0 1

義大利（IT） 1 0 0 0 1

英國（GB） 1 0 0 0 1

香港（HK） 1 0 0 0 1

總計 40 1 20 4 *65

*註：包含 2件不適格申請（2件事由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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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二：加速審查申請案之首次回覆（審查意見或審定）平均時間

申請事由
加速審查案件
回覆期間

首次審查回覆
平均時間（天）

事由 1 2019年 1月至 2019年 3月底 45.7

事由 2 2019年 1月至 2019年 3月底 12

事由 3 2019年 1月至 2019年 3月底 57.9

事由 4 2019年 1月至 2019年 3月底 98.6
註：統計數據計算自文件齊備至首次回覆之平均期間。

表三：主張之對應案國別統計（2019年 3月）

國別 事由 1 事由 2 總計 百分比

美國（US） 19 0 19 50.00%

歐洲專利局（EP） 7 1 8 21.05%

日本（JP） 7 0 7 18.42%

瑞典（SE） 1 0 1 2.63%

澳大利亞（AU） 1 0 1 2.63%

中國大陸（CN） 1 0 1 2.63%

英國（GB） 1 0 1 2.63%

總計 37 1 38 100%
註：其中有 1件加速審查申請引用複數對應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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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標

● 公告「兩岸尼斯分類商品及服務類似組群碼對應表（第 11-2019版）」

配合WIPO尼斯商品國際分類第 11版 2019年定期修正，本局同步更新「兩

岸尼斯分類商品及服務類似組群碼對應表（第 11-2019版）」如附件檔，作為

指定商品／服務分類及商標前案檢索範圍的參考，希有助於兩岸雙方申請人

提出商標註冊申請之事先規劃。

連結網站：https://www.tipo.gov.tw/ct.asp?xItem=666529&ctNode=7573&mp=1

https://www.tipo.gov.tw/ct.asp?xItem=696766&ctNode=7127&mp=1

● 「2019臺歐地理標示研討會」精彩成功！

經濟部智慧財產局（智慧局）與歐洲經貿辦事處（EETO）於 3月 20日在集

思交通部國際會議中心共同舉辦「2019臺歐地理標示研討會」，邀請歐盟執

委會農業及鄉村發展總署國際關係事務官Ms. Natalie Nathon、義大利農業糧

食、林業及旅遊政策部檢查與政策官員Mr. Benedetto Francesco Ballatore、法

國國家干邑局法務長Ms. Virginie Dessimroff及我國行政院農業委員會科技處

李國基科長、南投縣魚池鄉劉啟帆鄉長及本局商標權組夏禾商標審查官等擔

任講師，研討會最後還安排地理標示產品品嘗（GI Product Tasting）活動，讓

與會人士親身感受地理標示產品的優異品質與特性。

食物與飲品往往呈現出一個地區的地理環境與人文歷史的差異，為了保護饒

富特色且與地域因素緊密關聯的產品，國際上發展出地理標示制度。不論是

歐盟的地理標示，或是臺灣的產地證明標章與產地團體商標（產地標章），

用意都在保護真實具有獨特農業環境與生產技術的產品。著眼於地理標示對

於地方農業與產業發展的助益，智慧局與 EETO特別舉辦本研討會，希望經

由雙方專家的分享，增進臺歐雙方對彼此地理標示保護法制與實務的了解，

同時增進大眾對地理標示與產地標章制度的認識，進而善用該機制推廣我國

優良的在地農產品。

https://www.tipo.gov.tw/ct.asp?xItem=666529&ctNode=7573&mp=1
https://www.tipo.gov.tw/ct.asp?xItem=696766&ctNode=7127&mp=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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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次研討會吸引了臺歐產官學界逾 150人與會，與會來賓與臺歐專家進行了

有意義的知識分享與經驗交流，講者與聽眾互動熱烈，與會者咸認這是一場

成功的研討會。 

https://www.tipo.gov.tw/ct.asp?xItem=699187&ctNode=7127&mp=1

著作權

● 公告本局受理「好樂迪股份有限公司等利用人申請審議社團法人亞太音樂集

體管理協會（ACMA）『卡拉 OK、KTV概括授權（公開演出）使用報酬率』

案」，有關「電腦伴唱設備公開演出使用報酬率」一項之審議結果。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 108年 03月 18日

發文字號：智著字第 10816002410號函

主旨：公告本局受理「好樂迪股份有限公司等 5家公司、錢櫃企業股份有限

公司等 6家公司、中華伴唱設備暨著作利用人協會及星聚點文創股份有限公

司申請審議社團法人亞太音樂集體管理協會（ACMA）『卡拉 OK、KTV概

括授權（公開演出）使用報酬率』案」，有關「電腦伴唱設備公開演出使用

報酬率」一項之審議結果。

一、 依據著作權集體管理團體條例第 25條第 1項、第 4項、第 6項、第 9項

及好樂迪股份有限公司 107年 3月 27日使用報酬率審議申請書、錢櫃企

業股份有限公司 107年 3月 28日使用報酬率審議申請書、中華伴唱設備

暨著作利用人協會 107年 4月 2日音協忠字第 10705號函及星聚點文創

股份有限公司 107年 4月 3日使用報酬率審議申請書辦理。

二、本案之使用報酬率，部分決定如下：

（一）KTV業者：審議中，將另案公告審議結果。

（二）電腦伴機唱設備利用人：以每台每年 2,000元計算（未稅）。

（三）以營業面積計算：（刪除）。

https://www.tipo.gov.tw/ct.asp?xItem=699187&ctNode=7127&mp=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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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單曲授權（限能依著作權集體管理團體條例第 37條規定，提供使用清

單作為計算使用報酬依據之利用人）：

　　　1、KTV業者：審議中，將另案公告審議結果。

　　　2、 電腦伴唱設備利用人：以點播次數計算，每點播1次為0.5元（未稅）。

https://www.tipo.gov.tw/ct.asp?xItem=699172&ctNode=7127&mp=1

專利

● 為使請求項之申請專利之標的名稱符合專利法施行細則第 18條第 2項之規定

意旨，請求項應敘明申請專利之標的名稱，敬請配合辦理

依專利法施行細則第 18條第 2項規定，獨立項應敘明申請專利之標的名稱，

意指標的名稱之敘述方式應明確，以反映申請標的，不得過於籠統簡略，若

僅記載「一種物品」、「一種裝置」或「一種方法」等用語，即屬未敘明標

的名稱之情況，不符前揭細則之意旨，本局將以違反專利法第 26條第 4項及

同法施行細則第 18條第 2項之規定通知申請人修正。

https://www.tipo.gov.tw/ct.asp?xItem=699164&ctNode=7127&mp=1

● 108年度本局預定舉辦與專利師專業有關之活動訊息

為保障申請人權益及提升專利代理品質，專利師及專利代理人執業期間，應

每 2年參加與專利師專業有關之進修，其最低進修時數為 12小時。本局今年

預定舉辦 108年度專利法令說明、108年度智慧財產權業務座談會及 108年全

球專利檢索策略與運用說明會（如附件），歡迎有興趣者報名參加，報名時

間等相關訊息請密切留意本局網站。

承辦人員及電話：林芳玉（02）23767240

https://www.tipo.gov.tw/ct.asp?xItem=696761&ctNode=7127&mp=1

https://www.tipo.gov.tw/ct.asp?xItem=699172&ctNode=7127&mp=1
https://www.tipo.gov.tw/ct.asp?xItem=699164&ctNode=7127&mp=1
https://www.tipo.gov.tw/ct.asp?xItem=696761&ctNode=7127&mp=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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智慧財產局動態

● 修正「專利師及專利代理人在職進修 Q＆ A」

為保障申請人權益及提升專利代理品質，專利師及專利代理人執業期間，應

每 2年參加與專利師專業有關之進修，其最低進修時數為 12小時。自 105年

1月 1日起，以其當年度執業事實發生之次年起算。

另外，為利專利師及專利代理人更加瞭解在職進修之執行作業，本局經蒐集

外界關切議題，並於局網之專利師專區修正「專利師及專利代理人在職進修

Q&A」（https://www.tipo.gov.tw/np.asp?ctNode=6728&mp=1）

承辦人員及電話：林芳玉 （02）23767240

https://www.tipo.gov.tw/ct.asp?xItem=700008&ctNode=7127&mp=1

https://www.tipo.gov.tw/np.asp?ctNode=6728&mp=1
https://www.tipo.gov.tw/ct.asp?xItem=700008&ctNode=7127&mp=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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智慧財產權統計

108年專利案件申請及處理數量統計表 
單位：件

新申請案 發明公開案 公告發證案 核駁案 再審查案 舉發案

1月 6,112 4,377 5,361 823 417 47

2月 4,314 3,401 4,705 755 319 28

3月 6,557 4,226 4,566 821 368 28

合計 16,983 12,004 14,632 2,399 1,104 103

備註： 自 93年 7月 1日起，新型專利改採形式審查制，自該日以後無新型
再審查案之申請。

月
項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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智慧財產權統計

107/108年專利案件申請及處理數量統計對照表 
單位：件

新申請案 發明公開案 公告發證案 核駁案 再審查案 舉發案

107 108 107 108 107 108 107 108 107 108 107 108

1月 5,788 6,112 3,435 4,377 4,986 5,361 704 823 496 417 44 47

2月 4,802 4,314 3,036 3,401 5,263 4,705 682 755 393 319 54 28

3月 7,085 6,557 4,688 4,226 5,355 4,566 781 821 414 368 54 28

合計 17,675 16,983 11,159 12,004 15,604 14,632 2,167 2,399 1,303 1,104 152 103

備註： 自 93年 7月 1日起，新型專利改採形式審查制，自該日以後無新型再審查案之申請。

項目
年份

月份

107

108

107/108年專利案件申請及處理數量統計對照圖

新申請案 發明公開案 公告發證案 核駁案 再審查案 舉發案

成長率
-3.92%

成長率
7.57%

成長率
-6.23%

成長率
10.71% 成長率

-15.27% 成長率
-32.24%

17,675

11,159

15,604

2,167
1,303

152

16,983

12,004

14,632

2,399
1,104

1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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智慧財產權統計

108年商標案件申請及處理數量統計表

申請註冊案
（以案件計）

公告註冊案
（以案件計）

核駁案 異議案 評定案 廢止案 延展案

1月 7,194 5,993 605 84 21 38 3,823

2月 5,259 6,671 910 76 18 52 2,626

3月 7,022 4,323 539 79 23 51 4,370

合計 19,475 16,987 2,054 239 62 141 10,819 

單位：件

月

項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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智慧財產權統計

107/108年商標案件申請及處理數量統計對照表
單位：件

申請註冊案
（以案件計）

公告註冊案
（以案件計）

核駁案 異議案 評定案 廢止案 延展案

107 108 107 108 107 108 107 108 107 108 107 108 107 108

1月 7,158 7,194 5,581 5,993 727 605 60 84 12 21 60 38 3,644 3,823

2月 5,138 5,259 6,287 6,671 767 910 41 76 11 18 30 52 2,273 2,626

3月 7,914 7,022 4,160 4,323 485 539 80 79 19 23 59 51 4,287 4,370

合計 20,210 19,475 16,028 16,987 1,979 2,054 181 239 42 62 149 141 10,204 10,819

項目
年份

月份

107

108

107/108年商標案件申請及處理數量統計對照圖

申請註冊案 公告註冊案 核駁案 異議案 評定案 廢止案 延展案
（以案件計） （以案件計）

成長率
-3.64%

成長率
5.98%

成長率
3.79%

成長率
32.04%

成長率
47.62%

成長率
-5.37%

成長率
6.03%

20,210

16,028

1,979

181 42 149

10,204

19,475

16,987

2,054

239 62 141

10,8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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智慧財產權答客問

本園地旨在澄清智慧財產權相關問題及答詢，歡迎讀者來函或 E-mail至

ipois2@tipo.gov.tw詢問。

著作權

問： 將動漫人物圖案彩繪在車身或將圖案輸出後黏貼於車身上的「痛車」文

化，是否有侵害著作權的疑慮呢？

答： 著作權法所稱之美術著作，包含繪畫、版畫、漫畫、連環圖（卡通）、素描、

法書（書法）、字型繪畫、雕塑、美術工藝品等，因此，動漫人物、角色圖案，

如符合著作之保護要件，包括「原創性」（非抄襲他人之著作）及「創作性」

（符合一定之創作高度），即屬受著作權法保護之「美術著作」。

　　 將動漫人物圖案彩繪於車身上，可能涉及「重製」他人美術著作之利用行為，

由於「重製權」為著作財產權人所專有，建議應徵得該美術著作之著作財產權

人之同意或授權，方屬合法利用哦。

商標

問： 產地名稱註冊為產地證明標章或產地團體商標後，標章權人或團體商標

權人可以禁止當地業者使用該產地名稱嗎？

答： 產地證明標章／團體商標權人雖取得商標法所賦予的標章權利，但當地業者若

係依商業交易習慣，以誠實信用的方法，表示其商品／服務的產地，標章權人

／團體商標權人是不可以禁止的（商 84Ⅱ、91）。惟當地業者如係以之作為

標章／商標使用時，標章權人／團體商標權人當然可以主張其權利。

mailto:�w��Ū�̨Ө��E-mail��ipois2@tipo.gov.tw
mailto:�w��Ū�̨Ө��E-mail��ipois2@tipo.gov.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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服務處諮詢與課程表

經濟部智慧財產局各地服務處
108年 5月份智慧財產權課程時間表

地區 課程時間 主題 主講人

新竹

05/02（四） 10：00─ 11：00
中小企業 IP專區簡介
「全域／全球檢索系統」
推廣課程

胡德貴主任

05/09（四） 10：00─ 11：00 專利申請實務

05/16（四） 10：00─ 11：00 商標申請實務

05/23（四） 10：00─ 11：00 著作權概論

05/30（四） 10：00─ 11：00
中小企業 IP專區簡介
「全域／全球檢索系統」
推廣課程

臺中

05/02（四） 10：00─ 11：00 中小企業 IP專區簡介
「全域檢索系統」推廣課程

余賢東主任

05/09（四） 10：00─ 11：00 專利申請實務

05/16（四） 10：00─ 11：00 商標申請實務

05/23（四） 10：00─ 11：00 著作權概論

05/30（四） 10：00─ 11：00
中小企業 IP專區簡介
「全域／全球檢索系統」
推廣課程

臺南

05/07（二） 10：00─ 11：00
中小企業 IP專區簡介
「全域／全球檢索系統」
推廣課程

陳震清主任05/14（二） 10：00─ 11：00 專利申請實務

05/21（二） 10：00─ 11：00 商標申請實務

05/28（二） 10：00─ 11：00 著作權概論

高雄

05/01（三） 09：00─ 10：00
中小企業 IP專區簡介
「全域／全球檢索系統」
推廣課程

郭振銘主任

05/08（三） 09：00─ 10：00 專利申請實務

05/15（三） 09：00─ 10：00 商標申請實務

05/22（三） 09：00─ 10：00 著作權概論

05/29（三） 09：00─ 10：00
中小企業 IP專區簡介
「全域／全球檢索系統」
推廣課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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服務處諮詢與課程表

經濟部智慧財產局臺北服務處
108年 5月份專利商標義務諮詢服務輪值表

諮詢服務時間 諮詢服務項目 義務諮詢人員

05/02（四） 09：30─ 11：30 專利 宿希成

05/03（五） 09：30─ 11：30 商標 鄭憲存

05/06（一） 14：30─ 16：30 專利 黃雅君

05/07（二） 09：30─ 11：30 專利 王彥評

05/07（二） 14：30─ 16：30 專利 林瑞祥

05/08（三） 09：30─ 11：30 專利 潘柏均

05/08（三） 14：30─ 16：30 專利 胡書慈

05/09（四） 14：30─ 16：30 專利、商標 林金東

05/10（五） 14：30─ 16：30 專利 趙志祥

05/13（一） 14：30─ 16：30 專利 吳俊彥

05/14（二） 09：30─ 11：30 商標 李怡瑤

05/14（二） 14：30─ 16：30 專利 江日舜

05/15（三） 14：30─ 16：30 專利 沈怡宗

05/16（四） 14：30─ 16：30 專利、商標 徐宏昇

05/17（五） 09：30─ 11：30 專利 丁國隆

05/20（一） 09：30─ 11：30 專利 陳翠華

05/21（二） 09：30─ 11：30 商標 林存仁

05/21（二） 14：30─ 16：30 專利 賴正健

05/22（三） 09：30─ 11：30 商標 彭靖芳

05/23（四） 09：30─ 11：30 商標 梁瑞玟

05/24（五） 14：30─ 16：30 專利 陳群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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服務處諮詢與課程表

05/27（一） 09：30─ 11：30 商標 歐麗雯

05/27（一） 14：30─ 16：30 專利 陳逸南

05/28（二） 09：30─ 11：30 專利 閻啟泰

05/28（二） 14：30─ 16：30 專利、商標 鄭振田

05/29（三） 09：30─ 11：30 專利 祁明輝

05/29（三） 14：30─ 16：30 專利 李秋成

05/30（四） 14：30─ 16：30 專利 張仲謙

05/31（五） 09：30─ 11：30 專利 彭秀霞

05/31（五） 14：30─ 16：30 專利 邵而康

註：1. 本輪值表僅適用於本局臺北局址，服務處地點：106臺北市大安區辛亥路
2段 185號 3樓

　　2. 欲洽詢表列之義務諮詢人員，亦可直撥電話（02）2738-0007轉分機 3063
洽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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服務處諮詢與課程表

經濟部智慧財產局臺中服務處
108年 5月份專利商標義務諮詢服務輪值表

諮詢服務時間 諮詢服務項目 義務諮詢人員

05/08（三）14：30─ 16：30 專利 楊傳鏈

05/09（四）14：30─ 16：30 專利 朱世仁

05/10（五）14：30─ 16：30 商標 陳建業

05/15（三）14：30─ 16：30 商標 陳逸芳

05/16（四）14：30─ 16：30 商標 陳鶴銘

05/17（五）14：30─ 16：30 商標 周皇志

05/22（三）14：30─ 16：30 專利 吳宏亮

05/23（四）14：30─ 16：30 專利 趙嘉文

05/24（五）14：30─ 16：30 專利 趙元寧

05/29（三）14：30─ 16：30 專利 林湧群

05/30（四）14：30─ 16：30 商標 施文銓

05/31（五）14：30─ 16：30 商標 林柄佑

註：1.本輪值表僅適用於本局臺中服務處，地點：臺中市南屯區黎明路二段 503
號 7樓  

　　2.欲洽詢表列之義務諮詢人員，亦可直撥電話（04）2251-3761~3洽詢



118 108.5 智慧財產權月刊 VOL.245

服務處諮詢與課程表

經濟部智慧財產局高雄服務處
108年 5月份專利商標義務諮詢服務輪值表

諮詢服務時間 諮詢服務項目 義務諮詢人員

5/06（一） 14：30─ 16：30 商標 趙正雄

5/07（二） 14：30─ 16：30 商標 鄭承國

5/08（三） 14：30─ 16：30 商標 簡國靜

5/09（四） 14：30─ 16：30 商標 劉高宏

5/10（五） 14：30─ 16：30 商標 戴世杰

5/13（一） 14：30─ 16：30 商標 郭同利

5/14（二） 14：30─ 16：30 商標 蔡明郎

5/15（三） 14：30─ 16：30 商標 王增光

5/16（四） 14：30─ 16：30 商標 劉建萬

5/17（五） 14：30─ 16：30 商標 黃耀德

5/20（一） 14：30─ 16：30 商標 李榮貴

5/21（二） 14：30─ 16：30 商標 王月容

5/22（三） 14：30─ 16：30 商標 盧宗輝

5/23（四） 14：30─ 16：30 專利、商標 洪俊傑

5/24（五） 14：30─ 16：30 商標 俞佩君

註：1. 本輪值表僅適用於本局高雄服務處，服務處地點：高雄市成功一路 436號
8樓

　　2.欲洽詢表列之義務諮詢人員，亦可直撥電話（07）271-1922洽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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智慧財產權相關期刊論文索引

*專利

作者 文章名稱 期刊名稱 期數 出版日期

陳達仁 技術長的專利錦囊 CTIMES 328 2019.02

李懷農、
趙悅均

由正當法律程序視角再探現行
專利訴訟體制

專利師 36 2019.01

陳志遠

論專利說明書充分揭露之界線
──以文獻類對於「所屬技術
領域中具有通常知識者」影響
為核心

專利師 36 2019.01

*商標

作者 文章名稱 期刊名稱 期數 出版日期

法觀人編輯部

購物頻道業者對商標權人之
侵權責任與附帶民事訴訟之
要件──智慧財產法院 105
年度重附民上字第 1號刑事
附帶民事訴訟判決簡評

法觀人 237 2019.02

*著作權

作者 文章名稱 期刊名稱 期數 出版日期

許炳華
時尚設計著作權可分離性論
戰──以美國 Star Athletica案
為核心

中正財經法學 18 2019.01

簡秀如、
曾鈺珺

台灣著作權實務
LEE AND LI 
BULLETIN

2019卷
1期 2019.01

*智財權

作者 文章名稱 期刊名稱 期數 出版日期

邱馨萱

技術授權協議中關於智慧財產
有效性之「不挑戰」條款之有
效性及競爭法之規範分析──以
專利權之「不挑戰」條款為例

專利師 36 2019.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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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
智慧財產權月刊徵稿簡則

智慧財產權月刊徵稿簡則

107年 11月修訂

一、 本刊為一探討智慧財產權之專業性刊物，凡有關智慧財產權之司法實務、法
規修正、法規研析、最新議題、專利趨勢分析、專利布局與管理、國際新訊、

審查實務、產業發展及政策探討等著作或譯稿，歡迎投稿，並於投稿時標示

文章所屬類型。

二、 字數 4,000~12,000字（不含註腳）為宜，如篇幅較長，本刊得分為（上）（下）
篇刊登，至多 24,000字（不含註腳），稿酬每千字 1,200元，超過 12,000字
每千字 600元，最高領取 18,000元稿酬；譯稿費稿酬相同，如係譯稿，本局
不另支付外文文章之著作財產權人授權費用。

三、 賜稿請使用中文正體字電腦打字，書寫軟體以Word檔為原則，並請依本刊
後附之「智慧財產權月刊本文格式」及「智慧財產權月刊專論引註及參考文

獻格式範本說明」撰寫。

四、 來稿須經初、複審程序（採雙向匿名原則），並將於 4週內通知投稿人初審
結果，惟概不退件，敬請見諒。經採用者，得依編輯需求潤飾或修改，若不

同意者，請預先註明。

五、 投稿需注意著作權法等相關法律規定，文責自負，如係譯稿請附原文（以 
Word 檔或 PDF檔為原則）及「著作財產權人同意書」正本（授權範圍需包
含同意翻譯、投稿及發行，同意書格式請以 e-mail向本刊索取），且文章首
頁需註明原文出處、譯者姓名及文章經著作財產權人授權翻譯等資訊。

六、 稿件如全部或主要部分，已在出版或發行之圖書、連續性出版品、電子出版
品及其他非屬書資料出版品（如：光碟）以中文發表者，或已受有其他單位

報酬或補助完成著作者，請勿投稿本刊；一稿數投經查證屬實者，本刊得於

三年內拒絕接受該作者之投稿；惟收於會議論文集或研究計劃報告且經本刊

同意者，不在此限。

七、 為推廣智慧財產權知識，經採用之稿件本局得多次利用（經由紙本印行或數
位媒體形式）及再授權第三人使用。

八、 投稿採 e-mail方式，請寄至「智慧財產權月刊」：ipois2@tipo.gov.tw，標題
請註明（投稿）。

　　聯絡人：經濟部智慧財產局資料服務組 張瓊文小姐、林慧婷小姐。
　　聯絡電話： 02-2376-6069、7170

mailto:ipois2@tipo.gov.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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智慧財產權月刊本文格式

一、 來稿請附中英文標題、3~10 個左右的關鍵字、100~350 字左右之摘要，

論述文章應加附註，並附簡歷（姓名、外文姓名拼音、聯絡地址、電話、

電子信箱、現職、服務單位及主要學經歷）。

二、 文章結構請以文章目次、摘要起始，內文依序論述，文末務必請以結論

或結語為題撰寫。目次提供兩層標題即可（文章目次於 108 年 1 月正式

實施），舉例如下：

　　

壹、前言

貳、美國以往判斷角色著作權之標準

　　一、清晰描繪標準（the distinct delineation standard）

　　二、角色即故事標準（the story being told test）

　　三、極具獨特性標準（especially distinctive test）

　　四、綜合分析

參、 第九巡迴上訴法院於 DC Comics v. Towle 所提出之三

階段測試標準

　　一、案件事實

　　二、角色著作權的保護標準

肆、結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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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文章分項標號層次如下：

　　 壹、貳、叁、⋯⋯﹔一、二、三、⋯⋯﹔（一）（二）（三）⋯⋯﹔

　　1、2、3、⋯⋯﹔（1）（2）（3）⋯⋯﹔

　　 A、B、C、⋯⋯﹔（A）（B）（C）⋯⋯﹔ a、b、c、⋯⋯﹔（a）（b）（c）⋯⋯

四、 圖片、表格分開標號，圖表之標號一律以阿拉伯數字標示，編號及標題

置於圖下、表上。

五、 引用外文專有名詞、學術名詞，請翻譯成中文，文中第一次出現時附上

原文即可； 如使用簡稱，第一次出現使用全稱，並括號說明簡稱，後續

再出現時得使用簡稱。

六、標點符號常見錯誤：

常見錯誤 正確用法

「你好。」，我朝他揮手打了

聲招呼。

「你好。」我朝他揮手打了聲

招呼。

「你好。」、「感覺快下雨了。」
「你好」及「感覺快下雨了」

「你好」、「感覺快下雨了」

...然後 ⋯⋯然後

專利活動包括研發、申請、管

理、交易、以及訴訟等。

專利活動包括研發、申請、管

理、交易，以及訴訟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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智慧財產權月刊專論引註及參考文獻格式範本說明

一、 本月刊採當頁註腳（footnote）格式，於文章當頁下端做詳細說明或出處的陳

述，如緊接上一註解引用同一著作時，則可使用「同前註，頁 xx」。如非緊

鄰出現，則使用「作者名，同註 xx，頁 xx」。引用英文文獻，緊鄰出現者： 

Id. at頁碼。例： Id. at 175。非緊鄰出現者：作者姓 , supra note註碼 , at頁碼。

例：FALLON, supra note 35, at 343。

二、如有引述中國大陸文獻，請使用正體中文。

三、中文文獻註釋方法舉例如下：

（一）專書： 

 羅明通，著作權法論，頁 90-94，三民書局股份有限公司，2014年 4月 8版。

（二）譯著： 

 Lon L. Fuller著，鄭戈譯，法律的道德性（The Morality of Law），頁 45，

 五南圖書出版有限公司，2014年 4月 2版。

（三）期刊：

  王文宇，財產法的經濟分析與寇斯定理，月旦法學雜誌 15期，頁 6-15，1996年 7月。

（四）學術論文：

  林崇熙，台灣科技政策的歷史研究（1949 ∼ 1983），清華大學歷史研究所碩士論文，

 頁 7-12，1989年。

作者姓名 論文名稱 校所名稱博／碩士論文

引註頁 出版年

作者姓名 文章名 期刊名卷期 引註頁 出版年月

中文出版者 出版年月 版次

原文作者姓名 譯者姓名 中文翻譯書名 （原文書名） 引註頁

作者姓名 書名 引註頁 出版者 出版年月 版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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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研討會論文：

 王泰升，西方憲政主義進入臺灣社會的歷史過程及省思，

 第八屆憲法解釋之理論與實務學術研討會，中央研究院法律學研究所，

 頁 53，2014年 7月。

（六）法律資料： 

 商標法第 37條第 10款但書。

 司法院釋字第 245號解釋。

  最高法院 84年度台上字第 2731號民事判決。

 經濟部經訴字第 09706106450號訴願決定。

  經濟部智慧財產局 95年 5月 3日智著字第 09516001590號函釋。

 最高行政法院 103年 8月份第 1次庭長法官聯席會議決議。

 經濟部智慧財產局電子郵件 990730b號解釋函。

（七）網路文獻： 

 林曉娟，龍馬傳吸 167億觀光財，自由時報，

 http://ent.ltn.com.tw/news/paper/435518（最後瀏覽日： 2017/03/10）。

作者姓名 文章名 網站名

（最後瀏覽日：西元年 /月 /日）網址

發表者
姓名

文章名

引註頁 出版年月

研討會名稱 研討會主辦單位

http://ent.ltn.com.tw/news/paper/4355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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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英文文獻註釋方法舉例如下（原則上依最新版 THE BLUE BOOK格式）：

（一）專書範例：

RICHARD EPSTEIN, TAKINGS: PRIVATE PROPERTY AND THE POWER

                                       作者姓名                                                                                                書名

OF EMIENT DOMAIN 173 (1985).
                                                                   引註頁 (出版年 )

（二）期刊範例：

Charles A. Reich, The New Property, 73 YALE L.J. 733, 737-38 (1964).
                                 作者姓名                  文章名                卷期   期刊名稱     文章   引註頁 (出刊年 )
                                                                                                            縮寫             起始頁 

（三）學術論文範例：

Christopher S. DeRosa, A million thinking bayonets: Political indoctrination
                                      作者姓名                                                                論文名 

in the United States Army 173, Ph.D. diss., Temple University(2000).
                                                                         引註頁 博 /碩士學位                        校名 (出版年 )

（四）網路文獻範例：

Elizabeth McNichol & Iris J. Lav, New Fiscal Year Brings No Relief From
                                                       作者姓名                                                              論文名 

Unprecedented State Budget Problems, CTR. ON BUDGET & POLICY PRIORITIES, 1,
                                                                                                                                             網站名                             

http://www.cbpp.org/9-8-08sfp.pdf (last visited Feb. 1, 2009).
                                                                  網址 (最後瀏覽日 )                                               

（五）法律資料範例：

範例 1：35 U.S.C. § 173 (1994).
                                     卷   法規名稱       條     (版本年份 )
                                            縮寫

範例 2：Egyptian Goddess, Inc. v. Swisa, Inc., 543 F.3d 665,
                                                                   原告 v.被告 　　　　　           卷     彙編 輯 案例起始頁 
                                                                                                                                 名稱
                                                                                                                                 縮寫

               672 (Fed. Cir. 2008).
                                     引註頁 (判決法院判決年 )

引註頁

http://www.cbpp.org/9-8-08sfp.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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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引用英文以外之外文文獻，請註明作者、論文或專書題目、出處（如期刊名

稱及卷期數）、出版資訊、頁數及年代等，引用格式得參酌文獻出處國之學

術慣例，調整文獻格式之細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