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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有機會以文化的產出養活自己。 

此外，近來著作權的重要性伴隨文化商品的國際貿易，像：

書籍、電影、電腦軟體等，已由文化領域跨足產業領域，著作權

制度的調整不再僅須顧及文化發展層面，也與一個國家的產業發

展密切相關。加上社會上需要太多以商業誘因創造的著作，像

是：電影、商用電腦軟體、工具書⋯等，有許多產業、創作者乃

是依靠著作權制度生存。 

在這種趨勢下，筆者只能說：「回頭太難」。因此，如何在現

行的社經環境下，找出著作權制度的最適位置，是現在最急切需

要努力的目標，檢討著作權制度的存廢固然有其法律哲學上的必

要性，但是，如何使社會大眾在最佳的著作權制度下活動，是大

家應該共同努力的方向。 

貳、著作權法簡史 

相信大家都很清楚，著作權是從“Copyright”這個英文字翻

譯過來的，過去也被稱作「版權」。追溯到最早期“Copyright”

並不是保護著作人對其作品的權利，而是保護印刷業者對其耗費

大量時間、金錢完成的刻版的保護，到了近代才轉化為對著作人

創造作品的保護。以下簡單介紹這段歷史： 

 有關於 Copyright 到底應該翻譯成「著作權」
還是「版權」的問題，過去曾經爭議許久。

從字面意義及歷史延革來觀察， Copyright
翻譯成「版權」比較適當，因為確實是由對

刻版印製權利的保護而來。然而，現代意義

的著作權法，乃是強調保護著作人對其作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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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權利，因此，翻譯成「著作權」也有其道

理。目前國內立法上是採用「著作權」的用

語，而中國大陸則採用「版權」的用語，基

本上二者在法律上的內涵是相同的，只是在

國內仍以採用「著作權」的用語為佳。  

一、印刷術創造以散布著作營利的模式 

著作發生經濟上的價值，與印刷術的發明有絕對的關係，在

印刷技術尚未發達，以人工抄寫的時代，取得著作的成本非常

高，但是，這個價值並不是因為著作本身的價值，而是花錢請人

抄寫的費用。因此，取得著作就好像現在請人理髮或是修車一

樣，是屬於手工業，不是商業。印刷術發明之後，只要花一次的

機器建置、作品的雕版費用，利用油墨、紙張，就可以印刷大量

的著作。這時候就產生一種新的商業模式，是以銷售著作重製物

來獲取利潤，並不是過去單純以勞力換取價金。這種新興的行

業，至今仍然扮演著相當重要的角色，就是印刷出版業。 

  就 商 業 意 義 上 而 言 ， 一 般 多 以 古 騰 堡  
（ Johann Gutenberg）於西元一四五六年利
用活字印刷術印製出第一批聖經作為印刷

術商業應用的開端。雖然遠在宋朝時，畢昇

即發明活版印刷術，但這項發明並未受到應

有的重視，中國一直到清朝外國傳教士入華

傳教時，鉛字活版印刷才廣泛活用。  

早期著作人對於著作應擁有「權利」的觀念，與其說是法律

層次的思考，不如說是道德層次的要求。西方這個時代的印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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術，因為歷史背景的關係，以聖經、教會相關著述為主。在整個

歐洲文藝復興的時代，透過著作宣揚理念，是著作人最大的期

待，而由出版業印刷則是著作人散布著作的最佳途徑，十六世紀

初馬丁路德所掀起的宗教改革運動，可說是歷史上首次大規模展

現出版對知識傳播、社會文化的影響力4。 

 在十六世紀的時候，修道士 Columba 偷偷
地將 Abbot Finian 所做的一首禱告文抄下
來 後 ， 知 情 的 Diarmid 國 王 就 立 刻 下 令
Columba 將該抄本交給 Abbot，並且說：「對
於每隻母牛來說，牠所生的小牛都是屬於牠

的；而對於每一本書來說，其手抄本也應該

屬於它的作者 5。」  

二、Copyright概念產生與公會獨占 

在十五世紀時，“Copyright”的概念首次產生，主要是由於

印刷技術仍然未臻成熟，無論是一般的雕版印刷或是活字印刷，

出版業者都必須投入大量的資金、勞力進行印製工作，通常必須

要取得君主、城邦的支持。為了確保其自身的權利及印刷品質，

當時的出版業者組成公會（guilds；基爾特或稱公會），透過君主、

                                                           
4  西元一五二○年歐洲出版德文書籍、文章 208冊，其中馬丁路德的
著作有 133冊之多。被稱作宗教改革三大論著的《致德意志貴族公
開書》﹑《教會被囚於巴比倫》﹑《基督徒的自由》都發表在那一年。

資料來源：功過參半“遁入空門”的馬丁路德，中華網，網址

http://culture.china.com/zh_tw/world/recover/359/20010117/91603.html 
5  本段故事轉引自 Goldstein, Paul著，葉茂林譯，捍衛著作權—從印
刷術到數位時代之著作權法，頁 6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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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邦授與特別的權利（print patnet；印刷特許權），只有經過出版

公會同意加入公會之業者，始得合法出版印刷物。這種透過行政

的方式保護的新興權利狀態，即是最源初的“Copyright”概念，

也正由於“Copyright”是源自於出版的權利，因此，翻譯成「版

權」也有其歷史因素。 

 給予特定資本排他性的 Copyright，最早出
現在西元 1469 年義大利的威尼斯市政府，
基於鼓勵新生印刷產業的發展，並保障其降

低風險，威尼斯市政府給予特定商人印製特

定書籍的特別權力，是歷史上 Copyright 制
度的起源。  

出版公會（基爾特）是源自於歐洲十一、十二世紀的工匠技

藝傳統，當時社會上工匠具有相當高的社會地位，工匠也以自身

的技藝自豪，為避免技藝不佳的工匠為社會大眾提供服務，將有

損工匠的名譽及客戶的利益，故透過公會作為自律、管制的組

織。這個傳統到近代則是轉化為「證照制度」。以德國為例，無

論是麵包師傅、水電技工等具有專業技藝的行業，都必須要取得

證照才能執業。 

而這種公會傳統所產生的最大問題，便是市場壟斷。社會上

所有的出版業者都必須要加入出版公會始能從事出版行業，而公

會之所以擁有此種權力，則源自於君主、邦國的支持。由於體認

到出版的力量，早期多數國家為維護王室的既得利益，透過控制

出版公會的方式，排除異己，間接達到對不利王室出版品的檢

查、管制的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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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安妮法案破除出版業公會的壟斷 

英國最早的 Copyright 保護出現於西元一四七六年，當時活

版印刷技術剛被引進英國，英國皇室基於保護出版印刷業的投

資，以迅速建立本國的出版印刷工業，加上政治控制實施檢查制

度的目的，在一四八三年組成出版公司（Stationery Company），

將羊皮紙供應商、出版商、裝訂工人集於一堂，由王室給予出版

的「壟斷（Monopoly）」特權，使出版成為專賣事業。 

西元一五三三年，亨利八世為了鎮壓宗教改革的宣傳，授權

給出版公司更大的權力。出版公司的負責人及監視員不但有權搜

查、扣押、燒燬違禁的作品，還可以將私自出版書籍的人逮捕下

獄。到一五五八年，更建立書籍登制制度6。 

然而，隨著英國國會勢力的抬頭，新興的中產階級開始對出

版品的檢查制度產生排斥。在一六九四年國會拒絕再次更新審檢

法（Licensing Act）後，過去透過國家授與獨占出版權利，達到

出版、言論管制目的的結合型態受到破壞。出版公司不甘既有利

益受損，因而開始向國會請願，要求回復檢查制度，但此訴求未

被接受。出版業者後來則改以為著作人的利益，請求立法保護，

獲得國會支持，於一七○九年通過「安妮法案」。 

 安妮法案的正式名稱為「 An act  for  the 
encouragement of  learning,  by vest ing the 
copies  of  pr in ted books in  the authors  or 
purchasers  of  such copies ,  dur ing the t ime 
therein  mentioned.」由法案名稱可以了解，

                                                           
6  請參照，賀德芬，文化創新與商業契機，頁 32~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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著作權的保護目的是以鼓勵學習這個公益

目的作為出發點，並非單純保護著作權人或

出版商的利益。  

安妮法案雖然以鼓勵學習、保護作者的權益為主要目的，但

因規定著作權可以自由轉讓，在出版商掌握昂貴的印刷工具的社

會背景下，作者為了取得報酬，必須將著作權轉讓給出版商，否

則出版商不願將著作印製成書，因此，出版商仍為最大獲利者。

這個時期，著作權幾乎等於著作印刷出版的權利，故其保護核心

為著作的「重製（Copy）」，尚未發展出多元化的著作權種類。 

“Copyright”在這安妮法案中，首次由出版業出版、印刷的

特權，轉化、加入保護著作人權益的色彩，這在著作權法制史上

具有相當重大的意義。社會上開始產生著作人應對其作品具有權

利的想法，因此，安妮法案也被認為是著作權法制史上第一部「成

文法」。著作權法發展的歷史也多由西元一七○九年開始起算。 

四、近代著作權法的發展—以美國為例 

美國憲法第一條第一項第八款規定：「國會應有權制定賦予

作家及發明人之作品或發明有限期的專屬權，以促進科學及工藝

發展之法律7。」此乃美國著作權法及專利法立法之憲法依據，

國會並隨後於一七九○年制定著作權法。從條文中可以看出著作

權法乃是透過賦予著作權人其作品財產權的保護，以鼓勵著作權

人努力從事創作，以追求國家文化的發展。 

                                                           
7  條文原文為「The Congress shall have power ...to Promote the Progress 

of Science and Useful Arts, by Securing for limited Times to Authors 
and Inventors the exclusive Right to their Writings and Discoveri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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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國著作權法的立法是依循英國安妮法案及普通法的傳統

而來。立法者並不認為著作權是創作者與生俱來的權利，而是與

專利權一樣，是屬於國家為了獎勵創作、促進文化發展，所作的

配套措施，藉由賦予創作者就其著作財產權的保護，來達到最終

促進國家文化發展的目的。 

在這個思考邏輯下，著作權並不是作者在創作完成後，與生

俱來的財產權，而是一種人造的法律狀態，因此，可以隨時因應

社會環境的變遷而修改。以著作權保護期間為例，過去美國對著

作的保護期間只有二十八年，後來延長為五十年，一九九八年還

針對米老鼠（Micky Mouse）的著作權即將屆滿，影響美國文化

產業非常大（因為所有人都可以自由重製米老鼠圖案），在美國

迪士尼公司等利益團體的大力遊說之下，美國國會於一九九八年

十月七日通過「著作權期間延長及音樂著作授權法案(Copyright 

Term Extension and Music Licensing S. 505 )」，並由美國總統柯林

頓於一九九八年十月二十七日正式簽署該法案，使美國著作權保

護期間自著作人終身加五十年延長為著作人終身加七十年。 

在不斷加強著作權保護的同時，為避免賦予著作財產權上的

保護，反而變成國家文化無法順利發展的障礙。在討論著作權法

的立法史時，合理使用的討論佔了非常大的篇幅，例如：於西元

1973 年產生圖書館與著作權法關係最著名的案例 Williams and 

Wilkins Co. v. National Library of Medicine案、而於西元 1976 年

舉行 CONTU 會議8，乃是針對新興科技使用對於著作物利用的

                                                           
8  該會議全名為 The National Commission on New Technological Uses 

of Copyrighted Works (CONT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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影響，該會議所列出的原則，亦包含圖書館的館際互借、而西元

1994 年 CONFU 會議9，更是特別針對著作權法有關合理使用範

圍，提出修法建議白皮書，乃是美國著作權法史上相當重要的文

獻。 

 Will iams & Wilkins 是一家醫學期刊的出版
者，控訴兩家聯邦政府的醫學圖書館，為了

研究者和其他圖書館而大量影印其所出版

的醫學雜誌，導致該公司倒閉的訴訟，是美

國著作權法史上非常著名的訴訟案。最高法

院法官共九名，然本案卻在一位法官棄權，

以 4:4 的比數，維持下級法院的判決。而原
法院的判決則認為，上訴人公司未能證明該

公司所受的損害，而且前開圖書館提供醫學

雜誌的影印，亦屬於聯邦政府的行為，由於

上訴人公司的多本雜誌曾接受聯邦政府補

助，認為美國政府所為的行為，並不構成著

作權的侵害。本案共爭執長達七年，其後並

影響美國在 1976 年將圖書館合理使用範
圍，新增至著作權法第 108 條來特別處理 10。 

由前述美國對於著作權保護期間的變化及合理使用範圍討

論的歷史可以了解，自英國安妮法案延續而來的著作權制度，原

                                                           
9  該會議全名為 Conference on Fair Use (CONFU)，其所完成之白皮書
內，認為應就館際互借、電子保存、遠距教學等事項，進行合理使

用範圍的界定。 
10  有關本案訴訟雙方攻防的詳細介紹，請參考，Goldstein, Paul著，葉
茂林譯，捍衛著作權—從印刷術到數位時代之著作權法，頁 131~2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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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是出版商為了取得出版的獨占權，透過賦予著作人專屬的權

利，再由出版商向著作人購買此一專屬的權利，以明正言順達到

壟斷出版權利的目的。這其中非常重要的關鍵，即在於出版商向

議會以「促進著作流通」為理由，遊說著作權必須可以讓與。而

「促進著作流通」最後則轉化為「公共利益」，在後世的著作權

法中發揮其影響力，與「保護著作人對其著作的財產權」組成英、

美法體系下著作權的二大主軸。 

參、著作權制度的體系 

前文所介紹的著作權制度，主要是以英美法系的著作權發展

為主，然而，著作權法在歐陸傳統大陸法系國家的發展，卻有著

不同的面貌，我國著作權法過去雖以大陸法系為主幹，卻因深受

美國貿易制裁的壓力而頻頻修法的背景，使得我國著作權法同時

兼有二種色彩。以下即分別為讀者介紹： 

一、大陸法系—以自然權理論為主 

自然權理論產生的背景，是由法國大革命所推展的「天賦人

權」的思考模式下產生，比較具有道德的色彩，認為著作人對於

其作品，就如同工匠對其作品，在作品完成時，即具有所有權，

是一種與生具來的權利，故稱為「自然權」。因此，法律應對著

作人對於其作品的此種「自然權」加以保護。 

此外，由於這種著作權理論，使得著作權與著作權人個人特

質相結合，而被賦予人格權的色彩。因此，採大陸法系的著作權

立法例的特色即為對著作人格權的保護，可能會特別規定對著作

人格權的保護（採二元論的說法），或是將著作權視為人格權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