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則如：著作權的立法目的包含促進國家文化發展、著作權保護期

間的限制、著作權合理使用規定的限制、著作權的強制授權制度

等。 

事實上，由於著作權在國際貿易上的需求，透過相關國際組

織及條約的努力，相信在未來著作權制度將逐漸趨於一致，目前

我國著作權法規除有關數位、網路相關規定正由主管機關努力中

之外，多數規定早已與國際著作權保護的標準相當甚至超越。 

肆、圖書館在著作權法的地位 

一、圖書館的發展 

世界各文明圖書館的產生，與文字的創造密切相關。亦即，

圖書館肇始於政府、寺院、商店或私家所蒐集的文字資料；當此

類蒐集之範圍及於歷史、文學與其他具有參考價值的著作，且應

用這些資料的人亦不僅限於蒐藏者時，遂形成圖書館。在西元前

三前年的埃及以及公元前兩千年的巴比倫，即已有經過編排的檔

案，及名符其實的圖書館14。 

圖書館在人類文化發展上，自有文字紀錄的需求以來，一直

扮演著一定的角色。早期圖書館的功能僅是單純蒐集與保存文

獻，可能是保存國家重要事件紀錄的處理，也可能只是耆宿大儒

的私人藏書庫；自十八世紀著名學者諾德提出，「圖書館的概念，

是系統地展示所有紀錄下來的知識，向所有學者開放」，建立近

代圖書館的管理概念。 

                                                           
14 有關於西方圖書館的發展，請參照 Elmer D. Johnson， 尹定國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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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圖書館的英文拼字為 Library ，是由拉丁文
Librar ium 一字演化而來，意為放書的地
方；德文中的圖書館稱 Bibl io thek，法文為
Bibl io theque，俄文是 Bibl io teka，意大利與
西班牙均作 Bibl io teca，則都是從一個拉丁
化的希臘字 Bibl io theca 變化而成。這個字
的前半部 Bibl io，是希臘文的「書」字；後
半部 Theca，乃裝東西的容器，合之而為放
書的地方，也就是圖書館。  

在十六世紀之前，由於書籍以手工抄寫，因此，多數是由私

人或是教會收藏，圖書的數量有限，能夠接觸到圖書的人自然也

極為有限。這種情形在十六世紀後，由於印刷術的發達，有顯著

的改善。配合當時國家概念的成熟，遂有國家（皇家）圖書館的

產生，在圖書館史上具有重大意義。圖書館能夠在國家經費的支

持下，長久維持，可避免私人藏書家死亡後，藏書即隨之迭失的

困境。同時，透過國家的力量，也比較能夠吸引及培養優秀的圖

書館專業人員。 

 法國的「皇家圖書館（法國大革命後改為國
家圖書館）」及「大英博物館（圖書館）」的

發展，均歷經從貴族→皇家→國家的轉變，

其圖書館的發展史，在西洋圖書館史上，佔

有重要地位。  

十九世紀開始，對一般人提供借閱服務的公共圖書館的概念

                                                                                                               
西洋圖書館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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誕生，西元一八四七年，英國國會通過一項法案，指定一公共圖

書館委員會，考量在全國各地設立公共圖書館的必要性。公共圖

書館法案於一八五○年通過，允許每個有一萬以上人口的市鎮徵

稅以支持公共圖書館15。美國則自一八四九年新罕布夏州首先通

過法案，授權各城鎮撥款設立及維持公共圖書館。而麻薩諸塞州

及緬因州亦分別於一八五一年及一八五四年通過類似法案16。公

共圖書館的大量建置，使得圖書館由單純藏書的角色，新增傳播

知識、推廣教育的功能，加強圖書館社會公益性的地位。 

二十世紀中葉以後，各國自二次世界大戰的戰火中復甦，由

於科技進步、人民所得提高，文化出版事業也隨之蓬勃發展，大

量的期刊、書籍的發行，大量專業資訊的產生，使得系統化的處

理資料的需求大幅提昇，圖書館在徵集文獻、提供資訊、教育服

務等社會角色更形重要。圖書館肩負著處理社會上大量出版著作

的責任，隨著電腦及數位科技的普及，圖書館學所欲處理的課

題，已超越了傳統圖書館學的範圍，由國內各大學圖書館系，紛

紛因應時代的變遷，更名為圖書資訊系等名稱可以了解。 

二、自由接觸公共資訊的實踐 

(一)美國—公共資訊原則 

美國國家圖書館事業和資訊科學委員會於西元一九九○年

六月二十九日通過公共資訊原則（ Principles of Public 

                                                           
15  請參照 Elmer D. Johnson， 尹定國譯，西洋圖書館史，頁 168 
16  請參照 Elmer D. Johnson， 尹定國譯，西洋圖書館史，頁 2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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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formation）17，指出開放（open）且無拘束（uninhibited）接觸

（access）公共資訊乃是確保良好政府及自由社會基礎。美國前

述公共資訊原則，主要來自於人民對於政府資訊公開的要求，因

此，其所謂「公共資訊」主要是指與政府事務密切相關的資訊而

言。 

而在民主制度設計的理念中，確保民主制度不致因多數決而

崩解的基石，即在於人民做任何選擇之前，必須掌握有充分的資

訊，始能做出對其最有利的選擇。因此，公共資訊亦被擴張自「公

眾應被告知的資訊」，不限於政府相關資訊。 

(二)圖書館乃公共資訊保存及散布的重要機制 

在現代社會中，新聞媒體在公共資訊的傳播上，扮演急先鋒

的角色，任何資訊只經簡單的過濾與消化，即被傳播予公眾，然

而，這是只公眾決策時應掌握資訊的一小部分而已，對於事件更

進一步的描述、問題的分析、議題的討論、年度報告⋯等，無論

是質與量，均不適合以新聞媒體傳播。此時，圖書館即扮演保存

及散布此類公共資訊的重要角色。 

然而，並非所有的公共資訊均屬於不受著作權法保護的公共

財，因此，如何在公共資訊的自由接觸、散布，與著作權人權利

的保護間尋求平衡點，確實有必要在著作權法中加以規定，此亦

是討論圖書館在著作權法中的地位所必須思考的角度。 

                                                           
17  公共資訊原則（Principles of Public Information），原文可自下述網址
取得 http://www.nclis.gov/info/pripubin.html，本書所採中文譯本改寫
自，謝清俊，公共資訊系統概說，全文可於下述網址取得

http://www.sinica.edu.tw/~cdp/paper/1995/19950620_1.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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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共資訊原則（Principles of Public Information） 

1. 民眾有權接觸公共資訊 
除法律限制者外，政府機構應保證公共資訊的公開、及時和無

拘束地接觸。無論公共資訊以那種形式呈現，人民應可無須經

特殊訓練或具專門知識和技術，即得接觸公共資訊。 
2. 無論其以何種形式呈現，聯邦政府應保證公共資訊的完整及保存 

面對科技和時間的變遷，政府機構應確實負責盡職地維護公共

資訊，並讓民眾可取閱政府的公務資訊。 
3. 聯邦政府應確保其自由散布、複製及再分送 

對公共資訊散布的任何限制，或立任何其他特殊目的之用途規

範，必須以法律為之。 
4. 聯邦政府應確保使用者或要求查閱公共資訊者的隱私安全，對於
政府記錄中載有資訊的民眾之隱私亦如是 

5. 聯邦政府應落實公共資訊取用管道之廣泛多樣，民間和政府單位
均可為之 
雖然取用的管道可能會因時而異，或因技術改進而變遷，對民

眾而言，政府應有義務鼓勵取用管道的多樣化。 
6. 聯邦政府不應允許因收費的因素而妨礙了人民取用公共資訊的
權利 
政府為其公務目的而製作、蒐集、和處理資訊所招致的花費，

不可以轉移到欲使用公共資訊的民眾身上。 
7. 聯邦政府應確實提供有關政府資訊的信息，這信息應易得易用，
以各種形式的單一索引呈現 
公共資訊的官方索引應由各政府機構在保管其資訊時一並保

存。 
8. 無論民眾住在那裡、工作在那裡，聯邦政府應確保民眾能經由國
家網路，像是典藏圖書館計畫，來取用公共資訊 
政府機構應定時檢討這類的計畫和新冒出的科技，以確保大眾

對公共資訊的取用維持在價廉又方便的情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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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著作權制度—尋求公益與私益的平衡點 

我國著作權法第一條規定：「為保障著作人著作權益，調和

社會公共利益，促進國家文化發展，特制定本法。本法未規定者，

適用其他法律之規定。」由條文中可以看出，著作權法的立法目

的有二個，一個是著作權人對於其著作的權益，這是屬於國家對

於個人「私權」的保護；另一個則是促進國家文化發展，這是屬

於對於「公共利益」的保護。然而，當著作權遇上公共利益時，

二者都是著作權法所欲保護的利益，就會產生衝突的問題。 

而著作權法「私權」與「公共利益」的衝突幾乎隨時隨地發

生，主要的原因在於文化發展與著作物（資訊）的流通息息相關，

而著作權—Copyright，最重要的核心權利就是「重製權」，著作

權人掌握著作「重製」的權利時，自然對於著作物的流通有很強

的控制能力。因此，當有人要將著作「重製」並進行流通時，就

可能會產生「重製」是侵害著作權，但是，卻又有利於國家文化

發展的情形（其實早年外文書的盜印，確實也使許多莘莘學子能

夠接觸外文資訊），這也就是著作權制度處理起來相當複雜的主

要原因。 

著作權法為了解決公益與私益的衝突，在制度設計上對於某

些創作度較低，或是與人民知的權利相關的作品，不賦予著作權

的保護，以利資訊自由流通，並對於著作的利用，設計許多合理

使用的規定，避免人民在日常生活動輒有侵害著作權的疑慮，並

針對部分容易受壟斷的著作採取強制授權制度，以使著作的商業

利用變得更容易。本書將於以下一章中進一步加以說明。 

而圖書館（尤其是公共圖書館），即屬於此種立法邏輯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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扮演公益性的角色的一面，因為圖書館通常不對利用人收費，無

能力購書的人可以透過圖書館接觸著作，同時圖書館較私人有能

力蒐集更完整的資料，也是學術研究的重要資料來源。因此，在

做權益衡平的判斷時，著作權人遇到圖書館時，其權利常常會被

要求必須退縮，以維持圖書館散布、流通著作，促進國家文化發

展的功能。 

四、現代法律觀點下的圖書館 

從圖書館歷史的發展加以觀察，圖書館早期是因為人類有紀

錄、存檔之需求而產生，本質上是一種文獻中心、檔案室的角色，

而因文獻記載當時人類的活動、歷史。因此，也使得圖書館具有

保存人類文化的作用。由於圖書館館藏豐富，早期開放學者進行

研究，後期則向公眾開放，進而發展出散播知識、教育民眾的功

能。以下則希望進一步由目前存在的法律文件中，探討圖書館在

現代所扮演的角色。 

(一)公共圖書館宣言 

聯合國教科文組織（United Nations Educational, Scientific and 

Cultural Organization, UNESCO18）公共圖書館宣言（UNESCO 

Public Library Manifesto19）中表示：「社會和個人的自由、繁榮

與發展是人的基本價值。只有當有文化的公民能夠行使其民主權

利並能在社會上積極發揮作用時，這些價值才能實現。富有成效

                                                           
18  該組織網址為 http://www.unesco.org/ 
19  該宣言英文本請參考下列網址

http://unesdoc.unesco.org/images/0011/001121/112122eo.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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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參與和民主的發展有賴於良好的教育和對知識、思想、文化及

信息的自由和不受限制的獲取。公共圖書館是各地通向知識之

門，為個人和社會群體的終生學習、獨立決策和文化發展提供了

基本的條件。本宣言表明教科文組織深信公共圖書館是發展教

育、傳播文化和提供信息的有力工具，也是在人民的思想中樹立

和平觀念和豐富人民大眾的精神生活的重要工作。因此，教科文

組織鼓勵各國政府及地方政府支持並積極參與公共圖書館的發

展。20」以下則分別就公共圖書館宣言所揭櫫的三項功能分別說

明21： 

1.發展教育 

根據公共圖書館宣言顯示，公共圖書館的功能主要有

發展教育、傳播文化、提供資訊（信息）三項。就教育功

能而言，宣言中特別舉列出五項服務要求：  

1.從小培養和加強兒童的閱讀習慣；  

2.支持個人自學及各級正規教育活動； 

3.為個人發展創造力提供機會； 

4.激發兒童和青年的想像力與創造力； 

5.支援和參與並在必要時組織不同年齡組的掃盲活動

與計畫。 

                                                           
20  聯合國教科文組織公共圖書館宣言簡體中文譯本，1994年 11月，
檔案可透過下列網址取得

http://unesdoc.unesco.org/images/0011/001121/112122cb.pdf 
21  請一併參照，王振鵠，從聯教宣言談公共圖書館服務，書苑季刊，
第 41期，頁 19-22，
http://public.ptl.edu.tw/publish/suyan/41/text_04.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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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傳播文化 

在文化功能方面，宣言中有關公共圖書館的文化功

能，從以下服務要項中可窺其端倪：  

1.提高對文化遺產的認識、對藝術的鑑賞力以及對科

學成就與發明的了解； 

2.提供通過各種表演藝術來表現文化的途徑； 

3.促進文化間的交流，並保持文化的多樣性； 

4.發揚口述傳統文化(Oral tradition)。 

3.提供資訊 

另外，在提供資訊功能方面，在宣言中舉列以下三項

服務內容：  

1.確保民眾獲取各種社區資訊；  

2.對當地企業、社團及利益團體提供必要的資訊服務； 

3.提供利用資訊和電腦的能力。 

而宣言中所提及以上各項，僅是提示圖書館應擔負的

主要核心內容，仍應依各圖書館情況及實際需要而定。 

(二)圖書館法 

我國於二○○一年一月十七日通過圖書館法，該法第一條前

段規定：「為促進圖書館之健全發展，提供完善之圖書資訊服務，

以推廣教育、提升文化、支援教學研究、倡導終身學習，特制定

本法。」第二條規定：「本法所稱圖書館，指蒐集、整理及保存

圖書資訊，以服務公眾或特定對象之設施(第一項)。前項圖書資

訊，指圖書、期刊、報紙、視聽資料、電子媒體等出版品及網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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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源(第二項)。」第七條規定：「圖書館應提供其服務對象獲取公

平、自由、適時及便利之圖書資訊權益。」 

從我國圖書館法第一條及第七條規定可以看出，圖書館所應

具有的現代功能，仍然遵循前文介紹公共圖書館宣言的三大功能

「發展教育」、「傳播文化」、「提供資訊」，而圖書館的傳統功能，

則放在第二條圖書館的定義中，即「蒐集、整理、保存圖書資訊」。

而與數位化圖書館相關的規定有二，其一是第二條第二項規定：

「圖書資訊，指圖書、期刊、報紙、視聽資料、電子媒體等出版

品及網路資源。」將視聽資料、電子媒體及網路資源，都列入圖

書資訊的範圍內，使得圖書館針對這些數位化著作的蒐集、整理

及保存，產生某程度的「社會義務」；其二則是第七條規定，「圖

書館應提供其服務對象獲取公平、自由、適時及便利之圖書資訊

權益。」電腦及網際網路的普及化，使得圖書館以「公平」、「自

由」、「適時」、「便利」的方式提供其服務對象成為可能，這也是

圖書館數位化的主要原因之一。 

相較於我國規定，日本圖書館法早於一九五○年制定，主要

是依社會教育法的精神，而對於圖書館設置、營運所必要之事項

為規定，而以國民之教育及文化發展為其目的22，而同法第二條

第一項前段規定：「本法所稱圖書館，係指蒐集、整理、保存圖

書、其他記錄等必要的資料，以有益於教育、調查研究及娛樂等

                                                           
22  日本圖書館法第一條：「� �法律�、社�教育法（昭和２４年法律
第２０７�）�精神�基�、�書館�設置及�運� � � � �必要
�事項�定�、� �健全� �達� � �、� � � �民�教育�文化
� �展�寄与� � � � �目的�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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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的之設施23。」由日本圖書館法可以發現，圖書館的功能，是

從傳統的蒐集、整理、保存圖書，擴及教育、文化發展，至於聯

合國公共圖書館宣言中所提及之「提供資訊」功能，則未規定於

日本圖書館法。顯示出「提供資訊」乃是近幾年才被承認的圖書

館應有之功能。 

五、圖書館在著作權法上的影響 

(一)各國均發生為圖書館修正著作權法的問題 

由著作權法發展的歷史來觀察，「合理使用」的概念在英、

美透過判例實務逐漸形成，英國在西元一九五六年的法案中，允

許特定圖書館應使用者研究及個人學習目的之請求，重製館藏著

作24。西元一九七一年於著作權法第七條中，對圖書館及檔案機

構提出詳細的特別規定25。而美國在西元一九七三年起訴的

Williams & Wilkins Co. v. United States案中，對於圖書館（NIH & 

NLM）影印專業醫學雜誌供其分館使用，造成原告之雜誌銷售

量大減，終至倒閉的訴訟案中，最高法院爭執甚久，最後仍判決

原告敗訴（一九七五）。國會並旋即於西元一九七六年，新增著

作權法第一○八條，規定圖書館合理使用的範圍，以解決圖書館

與著作權人間之衝突。 

                                                           
23  日文原文為：「� �法律� � � �「�書館」� �、�書、記� � �
他必要�資料� �集�、整理�、保存� �、一般公� �利用�供
�、� �教養、調�研究、� � � � � � � �等�資� � � � �目
的� � �施設�、」 

24  Davies, Gillian, Copyright and the Public Interest, 1994, P.42 
25  中文譯本請參照，賀德芬等著，著作權法之立法檢討，頁 306~3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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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大陸法系的德國，於一九六五年將公共利益的考量融入著

作權法修正中，於第二十七條對於公共圖書館免除支付租借權權

利金的責任。而於一九七二年修正中，則將圖書館等機構依第二

十七條免除支付權利金的責任，改為公共出借權制度，亦即著作

權人得請求補償相當之金額，且該項請求權僅得由收取團體行使

之。 

 所謂公共出借權（ Publice Lending Right；
PLR），主要是基於圖書館等公益機構，將
著作物（原件或重製物）免費出借公眾閱

覽，對於著作權人可能產生經濟上不利益，

而透過制度的設計賦予著作財產權人一種

新型態的權利，提供一個特殊的財產上請求

權，讓著作財產權人仍然可以取得一定報酬

（詳參本書第六章介紹）。  

由各國自一九五○年代後，陸續將圖書館納入著作權法中特

別規定處理的情形來加以觀察，一則圖書館因為影印技術的發

展，對於著作權人自市場上收取報酬，顯然發生一定程度的影

響，到了不得不立法規範的程度。 

而由目前國際間對於數位環境中，著作權保護的修正方向來

觀察，圖書館利用數位、網路技術提供圖書館服務，也到了必須

要立法規範的程度26，否則著作權人與圖書館間，將難透過現行

                                                           
26  有關美國、英國、澳洲等國著作權法因應數位化圖書館所進行修正
之比較法研究，請參照，Australian Copyright Council, A comparative 
study of library provisions from photocopying to digital communication, 
http://www.copyright.org.au/PDF/Articles/C00n05.pdf；賴文智、劉承



 37 

法律取得諒解與共識。 

(二)目前著作權受圖書館提供服務影響分析 

目前圖書館館藏著作，以紙本語文著作為主，部分圖書館兼

收錄視聽、錄音或多媒體著作。目前多數圖書館提供服務的形

態，主要提供讀者到館閱覽及館外出借的服務，少部分圖書館提

供館內視聽、錄音或多媒體著作的閱聽服務。對於著作權人而

言，由於我國著作權法制並未賦予著作權人出借權，著作權人也

都能夠接受圖書館提供借閱服務。 

至於爭議焦點，則集中於圖書館提供影印機，供讀者將館藏

資料影印後帶出館外。爭議產生的原因有二，一是圖書館對於合

理使用範圍很難實質認定，多數放任不管，以自助式方式由使用

者自行重製，並負擔著作權侵害責任；二是著作權人並未自每年

大量的資料影印中，獲取任何補償，而這些資料影印有許多是利

用圖書館所設置的影印機。日本是透過複寫權中心向提供自助式

影印的圖書館徵收權利金，並對於影印機的製造商收取著作權補

償金。而我國目前著作權人並未積極行使其權利，但亦不應就此

排除著作權人行使權利的可能性。 

 日 本 複 寫 權 中 心 （ Japan Reprographic 
Rights  Center 簡稱 JRRC）27，為社團法人形

態，由受委託行使重製權的著作權相關管理

團體或事業所組成之聯合團體。該中心成立

之宗旨，即在於因為著作物的重製，除合理

                                                                                                               
愚等著，數位化圖書館所涉及之著作權問題之研究，頁 42-56 

27  該中心網址為 http://www.jrrc.or.jp/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