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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緒論──公平交易法與著作權法之基本關係 

壹、前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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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揭示著作權之立法目的。由於文化方面之精神創

作是人類思想、智慧之結晶，屬於人類文化資產之一部分，對於人類文化之進步

與發展有所貢獻，因此有必要對於從事創作之人加以保障，並藉以鼓勵其從事精

神創作活動，使人類之文化資產更為豐富
1
。著作權法為鼓勵文學創作與提升科

技發展，透過賦予著作人獨占排他專屬權利（Exclusive Right）2
，禁止他人以相

同表達重製著作人之創作，藉以保護著作人之人格與財產上之利益。 

然而如果著作權人利用此種法律上或經濟上之優勢地位，利用如授權契約之

限制約款、獨占地位之行使或拒絕授權等行為，排除或限制其他競爭者進入市場

，以不當之人為因素而非提昇產品品質之行為，造成對他人進入市場之障礙，則

對於市場經濟會造成一定之影響。亦即著作權法本身提供著作人之保障地位，有

可能產生著作權人利用該地位，而壟斷其經濟利益，影響原本正常運作之市場競

爭機制。 

依公平交易法第一條規定：「為維護交易秩序與消費者利益，確保公平競爭

，促進經濟之安定與繁榮，特制訂本法」，由於公平交易法之目的在建立公平之

競爭秩序，以保護消費者利益，最終之旨則是促進經濟之安定與繁榮等，因此著

作權人行使權利本身便有可能因為其具有某程度之壟斷性而產生公平交易法上

之問題。 

貳、公平交易法之規範目的與保護法益 

一、規範目的 

 
1
 謝銘洋等著，著作權法解讀，月旦，2001 年 3 月，頁 3。 

2
 從智慧財產權之發展過程上觀之，具有排他性之性質是其來有自，例如專利權完全排除他人就

相同技術自行研發之可能性，專利權人取得專利後，他人即使是未抄襲而自行研發出相同技術，

亦不得使用，其排他性最強。在商標領域，只要不是著名商標，商標法允許他人將相同或近似之

商標指定使用在不同類別商品上，亦即數人得共享一個商標。相較於專利權、商標權，著作權之

排他性較弱，著作權允許「平行創作」，只要未抄襲，即使著作內容一樣，也不會構成侵害，另

外著作權之內容係於著作權法逐一規定，其排他效力僅以所完成創作之作品為限，不能及於其他

著作，不如商標權之排他效力表現於其指定之商品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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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公平交易法第一條之規定，公平交易法之規範目的，在於
3
： 

（一）維護交易秩序 

所謂交易秩序，係指商品或服務之交易市場上，為供給或需要之經濟活動所

應遵行之規則。易言之，即市場規則與秩序。因本法名為「公平交易」，因此講

求公平，故禁止事業不得為任何足以影響交易秩序之欺罔或顯失公平之行為（第

二十四條參照），在維護公平交易之市場秩序所應建立及遵行之規則，亦含有公

平競爭規則之意。 

（二）確保公平競爭 

競爭是二以上之事業，在市場上爭取交易機會之行為。事業為求得競爭之優

勢，勢必努力於降低生產成本與改進生產技術，進而使社會資源得有充分合理之

使用。因此競爭具有引導投資、節約資源與激勵提高生產效能之作用。另外，競

爭本身亦有淘汰、促進進步及使各個經濟力量相互牽制與制衡之作用。 

（三）維護消費者利益 

有學者認為，雖然公平交易法第一條將維護消費者利益列入立法目的之中，

消費者利益應併與重視，但並非唯一應保護之法益。而消費者利益與事業在市場

上自由競爭之利益不能兼顧時，應從維護競爭制度與功能以及整體經濟利益之觀

點予以衡量取捨
4
。 

（四）促進經濟之安定與繁榮 

競爭之本身係促進經濟安定與繁榮之一種政策手段，換言之，透過對市場競

爭秩序之維護，達到促進經濟安定與繁榮之政策目的。 

二、保護法益 

公平交易法所保護之法益，包括
5
： 

（一）公共利益 

 
3
 以下關於公平交易法之規範目的，參閱廖義男，公平交易法之釋論與實務，三民，83 年 2 月，

頁 1~14。 
4
 黃茂榮，公平交易法理論與實務，植根，1993 年 10 月，頁 2~3、574，。 

5
 黃茂榮，前揭註 4，頁 5 以下。另可參閱謝銘洋，智慧財產權之基礎理論，翰蘆，1997 年 10

月，頁 173~17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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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謂公共利益，在競爭法指市場經濟制度之建立、維持以及市場競爭機能之

維護所構成之利益。該利益之公共性格在於市場經濟體制一方面對於私人或是事

業提供利用自己掌握之資源，根據其自由意思從事自己決定之經濟活動之項目與

方法，另一方面，使整體經濟因此可獲得安定繁榮。 

（二）競爭利益 

所謂競爭利益指參與市場之事業在市場經濟體制中可以經由提供商品或服

務及有利之交易條件供交易相對人選擇，爭取交易機會，以獲得發展自己之業務

的利益。亦即，競爭利益為市場經濟體制對於事業所提供之經營環境上之利益，

為一種制度性之利益。 

（三）交易利益 

交易利益指交易行為發生時或可期待其發生時，參與交易者間，亦即交易相

對人間，因該交易所可獲得之利益。 

參、智慧財產權與競爭法之關係 

一、概說 

智慧財產權為法律所賦予之一種排他性地位，受保護者享有法律上之壟斷地

位，因而與競爭法所欲追求之自由競爭與公平競爭在表面上似為衝突，然而嚴格

言之，競爭法在功能上屬於從市場機能之維護觀點所提供之進一步保護，因此在

保護上，專利、商標、著作權法等與競爭法競合時，並不生互相排斥的問題，而

只有從體系之觀點互相界定個別法律之規範目的及其適用範圍之問題
6
。 

廣義來說，整體智慧財產權保護呈現出規範競爭之功能，故智慧財產權法為

競爭法之特別法；若從狹義之觀點瞭解，競爭法為智慧財產權法之補充法，以補

充該體系之漏洞。且為維持競爭之功能亦包括藉由競爭達到革新技術之效果，二

者實為一相輔相成之法律體系
7
。智慧財產權因具有提升產業技術、保護文化資

 
6
 黃茂榮，專利濫用與公平交易，專利濫用與公平交易研討會，民國 83 年 8 月 30 日，頁 3，轉

引自張心悌，國際智慧財產權保護擴張與競爭法規範，東吳大學法律研究所碩士論文，民國 84

年 6 月，頁 12。 
7
 Gerhard Schricker, International Aspects of the Law of Unfair Competition,  Symposium on Int＇l 

Harmonization of Competition Law, at 2（Mar.1994），轉引自張心悌，國際智慧財產權保護擴張與競

爭法規範，東吳大學法律研究所碩士論文，民國 84 年 6 月，頁 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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產、鼓勵創新發明等公益性質，因此公平交易法對於因行使智慧財產權所造成經

濟秩序之影響，賦予其較大之寬容。我國公平交易法第四十五條規定：「依照著

作權法、商標法或專利法行使權利之正當行為，不適用本法之規定。」自該條規

定所使用之文字，似意在排除公平交易法對於行使該等權利之正當行為的適用性

。然究諸實際，條文僅將「行使權利之正當行為」豁免於公平交易法之適用，其

應在表明專利、商標及著作權不阻卻濫用其權利行為之違法性，亦即智慧財產權

之行使並不當然排除公平交易法之適用
8
。以上係我國學者對於智慧財產權與競

爭法之間的關係與公平交易法第四十五條應為如何解釋所為的說明。本文認為，

有必要從宏觀之角度，觀察競爭法對於智慧財產權市場力量之管制態度與規範，

以此作為處理本文議題之基礎。 

二、規範立場 

大體言之，從各國關於限制競爭行為之競爭法規範中，對於智慧財產權所可

能形成之市場力量應如何加以管制，可區分為三種規範立場
9
，茲分述如下： 

（一）德國限制競爭防止法 

德國 1999 年新修正之限制競爭防止法第十七條規定：「有關讓與或授權已取

得或已申請之專利權、新型權、佈局權或品種保護權之授權契約，若其契約之約

款係限制受讓人、被授權人之營業交易，且該限制亦逾越保護權利之內容者，不

得為之。對於前述讓與或授權之方式、範圍、技術上之適用範圍、數量、領域或

時間所為之限制，不逾越保護權利之內容」（第一項）。 

但是如果其約款是屬於下列情形者，且未逾越權利保護期限，則仍有其效力

（第二項）：「讓與人或授權人為使受保護之客體能在技術上妥善地被實施而有正

當利益，在非專屬授權之情形，課以就改良或應用之發明有回饋或讓與之義務者

，如果讓與人或授權人亦負有相同之義務，不得對被授權之權利提出異議或宣告

無效，對於被授與之權利要求最低利用數量或應給付最低報酬，在被授權之產品

上標識生產者並非專屬授權。」 

 
8
 黃茂榮，專利濫用與公平交易，專利濫用與公平交易研討會，民國 83 年 8 月 30 日，頁 3，轉

引自張心悌，國際智慧財產權保護擴張與競爭法規範，東吳大學法律研究所碩士論文，民國 84

年 6 月，頁 13。 
9
 王立達，競爭法對智慧財產權市場力量之管制──以有線電視頻道授權案件為例，月旦法學第

84 期，2002 年 5 月，頁 150~1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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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述被禁止之契約，只是原則被禁止，例外仍有可能被容許，亦即如果其契

約對於受讓人或被授權人或其他事業之經濟活動自由並不造成不公平之限制，且

其競爭限制對於市場並未造成重大影響者，得申請豁免之，卡特爾主管機關若於

申請後三個月內並未表示異議，則其契約即被豁免並因而有效（同條第三項）。 

另外，同法第十八條並將前條除外規定之適用範圍，擴及於未受法律保護之

技術、營業祕密、商標、新式樣、農作物品種等人類精神成果之讓與及授權契約

德國限制競爭防止法。 

以上所述德國之情形，係以事業行為是否可屬於智慧財產權之權利內容範圍

內，而決定其是否受到競爭法規範之拘束。若系爭事業行為並未逾越智慧財產權

之權利範圍，則排除於競爭法規範之外。 

（二）我國公平交易法 

第二種規範立場，對於智慧財產權權利範圍內之事業行為，不當然將其豁免

於競爭法之規範範圍。換言之，採取此一立場者，對於智慧財產權之行使，除須

判斷其是否屬於智慧財產權之權利內容外，尚須就其是否不當擴張智慧財產權專

屬排他權能之影響範圍、不當侵害他人權益或影響公共利益、是否為損害他人或

對市場競爭造成過度限制等不同面向加以考量，以決定其是否適用競爭法上相關

規範。我國公平交易法第四十五條之規定，對於依法行使智慧財產權之行為，尚

須要求其為正當，方不受同法規定之拘束。可認為我國公平交易法所採取者為第

二種規範立場，而目前歐美各國與相關實務國際公約，對於智慧財產權可能形成

之市場力量管制，也都採取此一基本立場。 

（三）日本學界通說 

第三種規範立場為日本學界通說所採取之確認說。本說認為競爭法對於智慧

財產權之適用規定，充其量僅具有訓示作用，亦即提醒智慧財產權賦予權利人之

專屬排他權利，並不等於競爭法上之獨占，除此之外並無其他功能。且競爭法上

之獨占，本即按照特定市場相關產品之替代可能性加以判斷，與該產品本身的權

利屬性係屬二事，因此也不因為該等規定而有所影響。此說之缺點在於忽略了智

慧財產權所具有的創新、促進研發及無體財產等特性。 

三、智慧財產權與市場力 

市場力或市場控制力（market power），在經濟層面可被作為品質、服務或創

新程度之指標，但就反托拉斯法而言，則可視為影響、改變或破壞競爭市場上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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衡均勢的力量。某廠商對於其較高品質之產品，能以較高價格售出之能力並非市

場控制力，而係指市場上不論買賣雙方，於相當之一段時間內，在競爭層面下能

擁有將物價予以上下控制或維持之實力。基本上，智慧財產之所有人並不當然因

其擁有無體財產權，而應立即被視為具有市場控制力（market power per se）。雖

然智慧財產權所有人就特別產品、製程或創作可以享有排除他人競爭之地位，然

而則此種地位之享有本身並不必然就違反反托拉斯法。問題是如果智慧財產權所

有人透過其智慧財產權所賦予之排他性地位而進行不合理行為，以取得或維持其

市場控制力，造成競爭之傷害，則當然有反托拉斯法之適用
10

。 

由此可見智慧財產權之賦予，並不代表權利人必然擁有市場力量，智慧財產

權之法律規範雖然賦予受保護者人獨享其經濟利益之專屬排他權利，然其是否具

有市場力量，仍須視其與其他智慧財產或一般商品或服務，是否具有替代可能性

而定。倘系爭智慧財產權與其他具有替代性之產品相較，在特定市場中並不具有

市場力量，則其授權行為基本上應無限制競爭之可能，尚不至違反競爭法之規範
11

。 

肆、公平交易法與著作權法之接軌─公平交易法第四
十五條 

一、立法意旨與適用範圍 

（一）公平交易法第四十五條之法律性質
12

關於公平交易法第四十五條之法律性質，有「確認規定說」、「例外豁免規定

說」、「豁免規定兼確認規定雙重性質說」及「範圍性規定說」等等。有學者認為

公平交易法第四十五條在性質上屬於除外規定，亦即符合該規定者，即可被豁免

於公平交易法適用範圍之外而不受公平交易法之規範，因此可被稱之為範圍性之

規定。亦即，原則上應可認為所有之經濟活動受到公平交易法之規範，只有在例

外之情形使得被排除於適用範圍之外。而除外規定在適用時，原則上即應從嚴解

釋認定之，而盡量維持公平交易法之適用範圍。 

 
10

 陳家駿、羅怡德，公平交易法與智慧財產權──以專利追索為中心，五南，頁 198~199。See 

Antitrust Guidelines for the Licensing of Intellectual Property §2.2 （U.S. Department of Justice & the 

Federal Trade Commision, Apr. 6, 1995），available in Intellectual Property Antitrust（1995）。 
11

 參閱王立達，前揭註 9，頁 156。 
12

 關於公平交易法第四十五條法律性質為何，學說上素有爭論，可參閱溫俊富，專利制度與競

爭制度調和之研究，政治大學法律研究所博士論文，86 年 7 月，頁 227~2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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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這樣的想法之下，因為該規定之作用僅在於決定公平交易法之適用範圍，

因此某一行為縱使認為應該受到公平交易法之規範，並不表示該行為必然違反公

平交易法，是否違法仍應就該法中所規定之各種具體要件判斷之
13

。此種說法，

本文將之界定為「範圍性規定說」，該說認為公平交易法與智慧財產權法間應是

處於緩和之關係。雖然智慧財產權法賦予權利人某程度之法定的壟斷性權利，但

其與競爭法之間，並不必然處於相衝突之局面，因此範圍性規定說立於公平交易

法之立場，認為原則上所有之經濟活動均應受到公平交易法之規範，但在智慧財

產權之「正當行使」權利之範圍內，例外不受公平交易法之規範，彼此之間的關

係理應為緩和甚至是相互補充之關係，本文贊同該說，以下之論述亦以之為基礎
14

。 

（二）公平交易法第四十五條排除適用公平交易法之範圍 

公平交易法之目的雖在建立公平之競爭秩序，為部分事業之經濟活動有其他

之特定目的（例如專利制度之目的在於獎勵發明，而賦予專利權人排他性權利）

，或針對公共服務予以特別考慮（例如公營事業不適合立即適用公平交易法），

此種合法之權利或特別考慮，與公平交易法本質衝突，有明文界定之必要，故參

酌美國等外國立法例，於公平交易法第四十五條及第四十六條特設有除外規定。 

而公平交易法第四十五條對於行使智慧財產權之正當行為所能排除適用之

公平交易法範圍究竟如何？事業適用本法第四十五條除外規定之範圍，應只限於

限制競爭法（即反托拉斯法）部分，就不正競爭法部分則無除外規定之適用，因

任何人皆不得為不公平競爭之行為，否則豈不鼓勵事業從事不法競爭，此係法理

上必然之推論，而德國立法就此亦有明文規定
15

。 

二、行使權利正當行為之判斷標準－以著作權為例 

 
13

 謝銘洋，智慧財產權之基礎理論，翰蘆，1997 年，頁 32 以下。 
14

 當然，也有從著作權法之角度來思考公平法第四十五條之法律性質，亦即，著作權法所賦予

著作權人之權利，基本上應不受到競爭法之規範，在著作權權利本身之外，由權利濫用所包裹，

在權利濫用之外，始有公平法介入之問題。在這樣以著作權法為主體的思考立場上，在競爭法與

著作權法之間，存有「權利濫用」之模糊中介地帶，而競爭法本身面對著作權法，應該是屬於一

種補充性之規範。這樣的思考面向，或許可以提供我們參考。 
15

 賴源河編審，公平交易法新論，元照，2000 年，頁 90、100~101。此所謂之限制競爭法，乃是

因公平交易法規範內容分為兩大部分，一為限制競爭法（即反托拉斯法），一為公平競爭法（即

不正競爭防止法）。前者規定於第二章，規範企業之獨占、寡占、結合及聯合行為，採低度立法

原則，容許獨占、寡占之存在，但不得濫用其獨占地位阻礙競爭，聯合行為原則禁止，例外許可

。後者則規定在第三章，規範仿冒及不實或引人錯誤之表示或廣告等不公平競爭行為，採高度立

法原則，違者重罰。另可參閱謝銘洋，智慧財產權之基礎理論，翰蘆，1997 年，頁 198~1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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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概說 

公平交易法第四十五條所允許之例外情形僅以「行使權利之正當行為」為限

，由此可知立法者並無意將所有之智慧財產權行使行為均排除於公平交易法規範

之外，這些權利之行使仍然必須與正當之競爭原則相符。而所謂之「行使權利之

正當行為」所指為何？其認定之標準為何？此乃涉及高度不確定之法律概念，就

公平交易法第四十五條而言，其主要之目的在於調和「智慧財產權法對於智慧財

產權利人之保障」與「公平交易法對於公平交易秩序之維護」二者所產生之衝突

現象，因此在適用該規定時，除了考量智慧財產權人之利益外，亦需考量到維護

一個自由公平之競爭環境對於競爭者與社會公眾所具有之利益，並於該二者間為

一適當之衡量
16

。 

（二）判斷標準
17

在判斷某一行為是否屬於「行使權利之正當行為」時，需要考量到兩個層次

之問題：首先必須是「行使權利」之行為，其次必須是「正當」之行為，需二者

均該當，始得排除公平交易法之適用。 

1.行使權利之行為
18

是否屬於行使權利之行為，應就相關智慧財產權法而為判斷，以著作權為例

，依我國著作權法第十條規定，著作人於著作完成時享有著作權，此著作權分為

著作人格權與著作財產權，與公平交易法有關者乃著作財產權。依著作權法之相

關規定，著作權人享有重製、出租或讓與其著作等權利。此外，依著作權法第三

十條第一項規定：「著作財產權，除本法另有規定外，存續於著作人之生存期間

及其死亡後五十年。」在此期間內，著作權人獨占上開著作財產權，不容他人侵

害。故行使著作權，若其係正當行使，乃依法行使合法權利，無公平交易法之適

用。 

 
16

 參閱謝銘洋著，前揭註 13，頁 200 以下。 
17

 參閱謝銘洋著，前揭註 13，頁 201~202。 
18

 關於著作權之行使的範疇之說明，學者黃茂榮教授認為：「著作物之買賣涉及著作權之行使，

因此著作物之買賣當包括著作權之授權。有疑問者為其授權之範圍為何？限於自閱自覽，或包括

以有償或無償的方式，利用使用借貸或租賃借予第三人使用？目前的趨勢為將自閱自覽或轉供他

人閱覽，在授權範圍上分開來處理。基於以上的認識，關於著作之買賣，一直必須注意其著作權

之授權範圍究竟為何？特別是在影碟、錄影帶之買賣上，必須注意是否可以將該影碟、錄影帶出

租他人觀賞或在公開場合映演；在電腦軟體的買賣，則必須注意究竟限於單機使用或多機使用。

以上限制屬於著作權之行使的範疇。依公平交易法第四十五條除有濫用之情形，可排除公平交易

法之適用。特別是阻卻公平交易法第十九條第六款之適用。」參閱黃茂榮，公平交易法理論與實

務，植根，1993 年 10 月，頁 574~57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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實務上，公平交易委員會八十一年七月十五日公研釋第０二六號，即謂：「

按著作物（錄影帶）授權重製問題，純屬著作權法之課題，與公平交易法無直接

關係」，此乃公平交易法第四十五條之正面解釋。著作權之行使並非全係合法，

若其係濫用著作權獨占之權利，則可能有公平交易法之適用。上開公平交易委員

會解釋意謂：「著作權人之行為須係行使著作權之正當行為，始不適用公平交易

法。」即認為著作權之不當行使（如獨占、聯合行為及不公平競爭）仍適用公平

交易法
19

。 

2.行為正當性之判斷 

若是行使權利之行為，需進一步為正當性之判斷。由於權利之行使或多或少

會對競爭秩序造成限制或影響，但從智慧財產權法之立法目的觀之，公平交易法

對於此種行為原則上應予容忍。例如著作權人與他人訂立讓與或授權契約，於契

約中對於權利範圍、使用區域、使用期間加以限定等。但若是權利人行使權利時

，有其他情事足以被認為濫用其權利或違反誠信原則，並對競爭秩序造成影響時

，例如：搭售限制，此時不能再以公平交易法第四十五條規定正當化其行為，公

平交易法應有介入之空間與必要性。 

另外，有見解認為「何謂『行使權利之正當行為』，此涉及競爭法與智慧財

產權保護間平衡點之尋求。原則上係指智慧財產權公共財轉化為私有財之過程中

，法律所賦予公共財供給人之壟斷權內涵，即應訴諸各該智慧財產權專用範圍之

內容定之。為基於競爭秩序與國家整體經濟產業政策之考量，仍應以公平交易法

作為補充判斷之標準」
20

，亦可參考。 

（三）著作權之權利濫用與公平交易法 

權利濫用此名詞，最早是從英美普通法（common law）上「衡平觀念」（equity

）及不潔之手原則發展出來的。此外，英美法在早期即有「不潔之手」（Unclean 

Hands）原則，意即原告在主張權利時，如有任何瑕疵、不當、隱瞞或矛盾（如

禁反言-Estopple），即欠缺保護要件，權利應受否認。此後才漸漸於智慧財產權

領域中，發展出「權利濫用原則」（Misuse/Abuse Doctrine），即權利人如將其權

 
19

 參閱賴源河編審，前揭註 15，頁 101~102。 
20

 張心悌，國際智慧財產權保護擴張與競爭法規範，東吳大學法律研究所碩士論文，民國 84 年

6 月，頁 13。該文註 7 談到智慧財產權為一公共財，為提高其價值與提供創新之誘因，即以公共

財轉化為私有財之法律手段，創造法律上之壟斷權，將之授與公共財之供給者；並加強法律之執

行，以保護供給者之壟斷權。參照蔡英文，公平交易法與智慧財產權，資訊法務透析，1991 年 7

月，頁 37~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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利不當地擴張到專利或著作權本來所賦予範圍之外，或是利用權利當作控制競爭

的工具皆構成濫用。在美國訴訟案例中，權利濫用往往可構成有力的衡平抗辯，

導致權利人失權的效果
21

。 

以下將針對有關著作權法與競爭法之相關議題，分別從國內規範之角度，

以及國際規範之角度，詳細分析研究我國與其他國家就相關問題之處理態度與方

法。若其他國家有相關之規範，則進而比較不同國家間規範之異同，以及實務見

解之異同。經過詳細之比較、分析之後，對於相關議題應如何處理，積極提出建

議與結論。 

 
21

 陳家駿、羅怡德著，公平交易法與智慧財產權──以專利追索為中心，五南，民國 88 年，頁

106~107。關於權利濫用，美國法上有許多相當值得注意的案例與見解，特別就著作權之濫用，

因為非本文論述之重點，僅能略為提及。關於著作權濫用美國實務見解之發展，可參閱陳家駿、

羅怡德，著作權之行使與不公平競爭──以美國反拉斯法及權利濫用為中心，法學叢刊第 160 期

，頁 1~24。大體言之，早期美國實務對於是否承認「著作權濫用」此項原則，並不如「專利權

濫用」一般順利，直到 1990 年Lasercomb America, Inc. v. Reynolds案，美國聯邦上訴法院首次明白

表示「著作權濫用」原則之存在，並且在適用上獨立於反托拉斯法之外，至 1992 年Atari Games Corp. 

v. Nitendo of America, Inc案原則上法院已願意承認「著作權濫用」之原則存在，並得加以援引作

為抗辯之用。從這些發展上，可以觀察到美國法院原則上已願意接受「著作權濫用之觀念」，並

且也不會考量著作權人是否具有一定之市場力量，此點可為我國在處理類似案件時一項參考之標

準。另外，著重於著作權人不得利用授權契約之限制，擴充其於著作權法中所未取得之權利，特

別是不得利用契約中之限制約款，限制第三人獨力完成內容相同或相似之著作。而關於德國學說

與實務有關權利濫用之見解，可參閱謝銘洋，前揭註 13，頁 202~2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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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著作權仲介團體與使用者之使用費率爭議 

壹、前言 

著作權仲介團體與使用人之間的「費率爭議」，一直是多年來著作權法領域

極為困擾的問題。 

在著作權法於民國九十年十一月十二日修法之前，著作權仲介團體所定之

使用報酬率，應先經「著作權審議及調解委員會」審議
22

；修法之後，刪除此項

規定。因此目前著作權仲介團體與使用者間有關「費率的爭議」，即應回歸一般

契約法的市場原則。但由於著作權仲介團體的本質或特徵，因此當著作利用人未

能與著作權仲介團體就使用報酬達成一致，致無法利用著作時，則經常質疑著作

權仲介團體收費太高，濫用其市場優勢地位。因此在著作權法修法之後，有不少

將原本是屬於專業主管機關或法院管轄費率爭議之問題，直接適用到公平交易法

濫用監督的討論。 

一般對於著作權仲介團體的監督包括，包括對「著作權仲介團體與權利人

之間」、「著作權仲介團體與著作權仲介團體之間」以及「著作權仲介團體與使用

者之間」的關係。因研究主題之限制，故本文主要係以「著作權仲介團體與使用

者間之費率爭議」為研究重點，同時一併觀察其他國家在此一問題上之制度設計

。 

貳、德國 

一、監督模式：共同監督 

早在 1965 年的德國著作權立法草案中，立法者即已認識到：著作權仲介團

體（以下簡稱：仲團）具有市場優勢地位。這主要是由於受著作權保護之著作具

有事實上不易替代之獨占特徵，其權利人往往取得獨占地位所致。 

不論從經濟上或社會文化的觀點，仲團具有事實上的獨占性是符合各方的

期待。因為透過這種將著作權集中管理的方式，不僅可節省行政管理費用、降低

 
22

 見（修法前）著作權法第八十二條第一款後段之規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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授權成本，同時亦可有效的保障權利、提高法律安定性。但是，仲團的市場優勢

地位卻也有其風險，因此有必要透過創設法律的方式，對仲團進行全面性的監督

，以避免對著作利用人或是對著作權人濫用其地位。 

德國法上對著作權仲介團體的監督是採「專業主管機關」和「卡特爾主管

機關」共同監督的方式
23

。 

二、監督機關 

（一）專業主管機關的監督 

依德國『著作暨鄰接權受託管理法』（Gesetz über die Wahrnehmung von 

Urheberrechten und verwandten Schutzrechten , 以下簡稱 WahrnG）第十八條第一項

規定，著作權仲介團體的監督機關是「德國專利商標局」（Deutsche Patent- und 

Markenamt，以下簡稱 DPMA）。 

同法第十八條第二項規定：「若其他法律對仲團的監督另有規定時，則由該

其他機關和德國專利商標局會同處理（im Benehmen mit dem DPMA auszuüben）。

」依德國現行法，由於對仲團的監督有另為規定的，只有限制競爭防止法第三十

條而已（詳請參見後述之說明），因此本條所稱之「其他機關」通常指的就是「

聯邦卡特爾署」（Bundeskartellamt）而言。 

此外，在特定事項上（即授予仲團的營業許可
24

以及撤銷許可
25

的情形），則

必須由「德國專利商標局」取得「聯邦卡特爾署」之同意。若雙方就該特定事項

未能達成一致的同意時，則德國專利商標局應將該案交由聯邦司法部長；經聯邦

司法部長與經濟部長取得一致之意見後，再以指示代替同意
26

。 

基於仲團具有事實上獨占的結果，為了保障著作權人或著作利用人免於受

到不公平的對待，因此德國著作暨鄰接權受託管理法乃採取了『雙重強制締約』

（doppelte Kontrahierungszwang）的手段，即所謂的「強制管理」與「強制締約」

 
23

 看起來，德國這種由「專業主管機關」和「卡特爾主管機關」共同監督方式似乎限制了仲團

的經濟活動自由，但由於兩個監督機關所採取的節制立場，故這方面所招致的批評並不多見。 
24

 參閱德國著作暨鄰接權受託管理法第二條規定。 
25

 參閱德國著作暨鄰接權受託管理法第四條規定。 
26

 參閱德國著作暨鄰接權受託管理法第十八條第三項規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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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強制管理（Wahrnehmungszwang）」
27

的部分，主要適用於仲團與權利人之

間，當著作人無其他有效管理其著作的可能時，則受請求的仲團有義務，以適當

的條件（zu angemessenen Bedingungen）為著作權人管理其著作。至於所謂的「強

制締約（Abschlußzwang）」
28

，主要是在規範仲團與著作利用人之關係，仲團有

義務就其所管理之著作，以適當的條件（zu angemessenen Bedingungen）轉讓或同

意他人使用。 

但由於我國實務上最主要的爭執多發生在仲團與利用人之間，限於篇幅，

因此本文之討論擬暫以「仲團與利用人之關係」為重心。  

1.強制締約 

依著作暨鄰接權受託管理法第十一條第一、二項規定：「仲團就其所管理之

著作及鄰接權，有義務以適當之條件轉讓或授權他人使用。若雙方未能就使用報

酬的金額高低達成協議時，利用人如依仲團所要求的報酬，以附保留的方式對仲

團支付或已為其利益而加以提存者，視為讓與或授權其使用。」 

因此利用人與仲團在簽訂使用契約時，契約必須是具備適當條件的。原則

上，只要利用人沒有另為聲明（這裡是指著作暨鄰接權受託管理法第十一條第二

項之情形），則對於已經完成簽訂的個別契約，即不得再針對適當條件的部分再

為檢視
29

。 

至於何謂「適當之條件」，在本條中並無精確的定義。事實上，此一要件屬

於一般概括性條款，在涉及各種利益糾葛的情形下到處可見，尤其是每當有新而

多面向關係的個案出現而非法律所能明確規定時，此一概念的使用更見頻繁。除

了在著作暨鄰接權受託管理法第十一條之外，同法第六條與第十二條中也都列有

相同之要件。 

根據本條之規定，關於「適當之條件」一語僅適用於對價關係的部分，也

就是必須讓權利人與付費義務人互相維持平衡的關係。此時，使用報酬的高低就

自然成為最重要的因素了。而衡量使用報酬是否合理的標準，最主要是考慮著作

權人在財務上的參與程度以及使用人方面的經濟參與程度；原則上，多是以使用

 
27

 參閱著作暨鄰接權受託管理法第六條規定。 
28

 參閱著作暨鄰接權受託管理法第十一條規定。 
29

 同此見解者，V.Gamm, Tariffestsetzung durch die urheberrechtlichen Verwertungsgesellschaften, FS für 

Nirk, 1992, S.314ff.,317；Becker, Verwertunggesellschaften als Träger öffentlicher und provater Aufgaben, 

FS für Kreile, 1994, S.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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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品在經濟上的獲益為估算基礎
30

。此一標準不僅在德國著作權實務被採用，包

括在法律規定方面，如著作暨鄰接權受託管理法第十三條第三項有關費率標準（

Tarif），也是明文採取此項認定原則。此外，使用報酬的高低也必須參酌仲團正

常營運時的經費來源，並扣除必須轉付給權利人使用報酬以及行政上的支出等部

分
31

。    

2.費率標準 

依著作暨鄰接權受託管理法第十三條第一、二項規定：仲團必須就其所管

理的著作或權利制定費率標準（Tarif）。一旦簽訂共同契約，則在契約中所約定

的使用報酬，就會被視為是本條所稱的費率標準。仲團有義務將第一次制定的費

率標準及每次的變動，立即公布在聯邦公報上。 

此外，有關計算費率的標準更明文規定在著作暨鄰接權受託管理法第十三

條第三項（1985 年 7 月 1 日修訂）。依其規定：「費率的標準，原則上應以經由使

用著作所獲致的金錢上的利益為計算標準。如果可以以經濟上的支出去計算出使

用著作所獲得的利益時，那麼也可以用其他的計算基礎去計算費率。在費率的形

成上，必須要考慮到，著作的利用占全部使用行為的比例如何而定。仲團在制定

費率時，也必須要考慮付費義務者的宗教、文化與社會，以及包括青少年保護等

背景條件。」 

在判斷仲團與利用人之間所定的契約是否合於適當條件時，可以優先考慮

以仲團自己所定費率標準做為判斷標準，並且也可以根據著作暨鄰接權受託管理

法第十三條第三項所列的費率標準的細項加以檢查。根據此一費率標準，然後再

去斟酌具體個案所呈現出來的種類、使用方式、利用範圍等不同特徵而為判斷。

換言之，此一費率的計算標準，不僅在第十三條費率標準的抽象控制中明文規定

，實務上在檢查第十一條的契約是否符合「適當之條件」時，亦採取相同的標準

。但如果雙方對費率標準達成協議，則無必要對契約條件是否適當的問題再為審

查
32

。 反之，若雙方對於某項收費標準無法達成協議時，則必須再經確認；至於

仲團自己所定的一般性的費率標準在此時不得被拿來做為費用合理性的間接證

據或解釋標準
33

。 

 
30

 Vgl. BGH, “Masterbänder＂, GRUR 1982, 102f.；BGH, “Filmmusik“, BGH GRUR 1986,376ff. 
31

 Vgl. KG, “Verwertungsgesellschaft＂, GRUR 1978, 247f.248. 
32

 BGH, “Tarifüberprüfung II＂, GRUR 1983,565f.；OLG Hamm, GRUR 1988,858. 
33

 S. Schricker/Reinbothe, a.a.O. §11 WahrnG, Rdnr.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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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調解程序 

在德國著作暨鄰接權受託管理法第十四條第一項規定，凡遇有仲團涉入的

下列爭議事件中，雙方均得向德國專利商標局下的仲裁處（Schiedsstelle）提出申

請（Antrag）（嚴格說來，德國法上此一提出申請的程序，在法律效果上類似『調

解』）： 

（1）關於受著作權法保護之著作或工作成果的利用，或 

（2）有關共同契約之簽訂與變更的問題。 

仲裁處應以和平方式解決爭端為原則，經由仲裁處所做成的和解的當天（

Vergleich），經主席及雙方當事人簽字後，便具有強制執行力，有民事訴訟法相

關規定之適用
34

。 

另外，原本在 1985 年著作暨鄰接權受託管理法修法之前，仲裁處的決定直

接具有拘束力；但是在 1985 年修法之後，仲裁處僅能夠提出一份合意建議書（

Einigungsvorschlag），而不再具有直接之拘束力。對此建議書當事人可以提出異議

，但如未在一個月內以書面提出異議者，則該建議書視為已被接受，其內容生效

，並具有強制執行力，適用民事訴訟法相關之規定
35

。 

在建議書的限制方面：若爭議事件本身除了涉及收費標準的適用性與適當

性外，並包含其他的爭執事項，此時仲裁處得僅就第十三條費率標準（Tarif）的

適用性和適當性做出建議書即可；因此，若該爭議並非涉及收費標準的適用性和

適當性時，則仲裁處可以不做出建議書
36

。 

4.法院的訴訟程序 

再根據著作暨鄰接權受託管理法第十六條第一項之規定：第十四條第一項

所定的爭議事件，必須先經過前述的調解程序後，始得以訴訟方式主張權利
37

。

但如果第十四條第一項的爭議，並不是針對費率的適用性及適當性有所爭執時，

則不必適用調解先行的程序。 

又，法院若在訴訟進行過程中發現事涉費率適用性與適當性的爭議的話，

 
34

 參閱著作暨鄰接權受託管理法第十四條第五項之規定。 
35

 參閱著作暨鄰接權受託管理法第十四a)條之規定。 
36

 參閱著作暨鄰接權受託管理法第十四b)條之規定。 
37

 參閱著作暨鄰接權受託管理法第十六條第一項之規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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應中止程序，以便雙方當事人向仲裁處提請調解。如果未能在法院中斷程序的二

個月內提出申請的話，則法院訴訟程序將繼續進行。在這種情形下，仲團所制定

的費率的適用性與適當性，就會視為成立
38

。     

5.小結 

綜上所述，德國在專業主管機關的監督下，當仲團與使用人產生爭議時，

其處理方式大致可分成兩類： 

（1）若該爭議的內容涉及收費標準的適用性或適當性時，則必須先經過仲

裁處的調解程序後，始能進行法院的訴訟程序。 

（2）若該爭議之內容並未涉及收費標準的適用性或適當性時，則可不必先

經過調解程序即直接提起訴訟；只有當法院在訴訟進行過程中發現事涉費率之適

用性與適當性時，即終止程序，讓當事人在一定時間內申請調解，否則將擬制仲

團所定費率之適用性與適當性。 

（二）卡特爾主管機關之監督 

德國限制競爭防止法（Gesetz gegen Wettbewerbsbeschränkung, 以下簡稱 GWB

）第六次修正草案在 1999 年 1 月 1 日生效，其中第三十條特別針對「著作權仲

介團體」做除外的規定： 

第一項規定：只要著作權仲介團體是受著作暨鄰接權受託管理法之監督，

則該著作權仲介團體之設立就不適用限制競爭防止法第一條（卡特爾之禁止）和

第十四條（價格形成與交易條件約定之禁止）之規定。同時，這些仲團所定的契

約或決議，只要是為了達成著作暨鄰接權受託管理法第一條有效管理權利所必需

並已經向主管經關登記者，亦無限制競爭防止法第一條和第十四條之適用。主管

機關必須將該登記轉交聯邦卡特爾署。 

第二項規定：如果依著作暨鄰接權受託管理法第十六條第四項所定契約之

內容已經為聯邦高等法院所確認的話，則根據本法聯邦卡特爾署之權限僅有對契

約濫用之監督而已。】 

由此看來，仲團的卡特爾豁免範圍只限於第一條（卡特爾之禁止）與第十

四條（價格形成與交易條件約定之禁止）而已，至於GWB的其他規定，尤其是

第十九條（市場優勢地位的濫用監督）及第二十條第一、二項（差別待遇之禁止

 
38

 以上規定，參閱著作暨鄰接權受託管理法第十六條第二項之規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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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仲團仍有適用餘地
39

。  

1.限制競爭防止法豁免的範圍 

依GWB第三十條第一項之規定來看，其首先要鬆綁的是對於仲團設立的監

督，包括了對仲團的組織章程及其變更的部分。仲團之設立，應以書面向專業主

管機關（DPMA）申請許可
40

，至於章程的修改也必須立即向專業主管機關報備
41

，然後由專業主管機關和聯邦卡特爾署共同決定許可事宜
42

。 

其次，受到豁免的還包括為了有效管理著作權而必需共同為之的仲團契約

或決議。在這部份，新舊法的規定略有不同。在修法之前的 GWB 對於仲團的監

督有特別的規定，依 GWB（舊法）第一０二 a)條第二項第一句，必須這些具有

限制競爭作用的仲團契約或決議依著作暨鄰接權受託管理法第一條取得許可之

後，才得例外排除卡特爾法之監督。但由於本條在實務上並無甚作用，因此在新

修正的 GWB 第三十條遂不再採取舊制，而改採一般性的監督，亦即仲團的契約

或決議只要是為了促進著作暨鄰接權受託管理法第一條之有效管理所必需、已經

向專業主管機關登記，然後由專業主管機關將該登記轉交給聯邦卡特爾署者，即

可排除 GWB 第一和第十四條之適用。學者認為，此一修正並未實質改變或擴大

聯邦卡特爾署的權限，因為仲團仍必須根據著作暨鄰接權受託管理法之規定向專

業主管機關登記，然後再由專業主管機關將該登記轉交給聯邦卡特爾署。若仲團

未履行登記義務即執行契約，係 GWB 第八十一條第一項第一款之違反秩序行為

。 

依GWB第三十條第二項之規定來看：在聯邦卡特爾署的監督權限的限制方

面，還有GWB第三十條第二項之規定。其主要是針對經慕尼黑邦高等法院所確

認的具有拘束力的共同契約
43

（Gesamtvertrag），僅於該契約在濫用的情況下，才

受到卡特爾主管機關之監督。換言之，依著作暨鄰接權受託管理法第十六條第四

項所賦予之權利，慕尼黑邦高等法院（OLG München）有權就共同契約之報酬給

 
39

 這 也 是 德 國 通 說 的 見 解 。 Vgl. Langen/Bunte, Kommentar zum deutschen und europäischen 

Kartellrecht, 1998, § 30, Rdnr.7 ； Immenga/Mestmäcker, a.a.O. § 30, Rdnr.17 ； Schricker, 

Urheberrechtskommentar, § 24WahrnG/§ 30GWB,  Rdnr.3, 9 ； Hubmann/Rehbinder, Urheber- und 

Verlagsrecht, 1995, S.267.  
40

 參閱德國著作暨鄰接權受託管理法第二條之規定。 
41

 參閱德國著作暨鄰接權受託管理法第二十條之規定。 
42

 參閱德國著作暨鄰接權受託管理法第十八條第三項之規定。 
43

 所謂的共同契約，規定在德國著作暨鄰接權受託管理法第十二條，係指由「仲團」和「著作

利用人或有義務繳納使用報酬之人所組成的團體」所締結的契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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付方式及金額之高低訂出標準；至於卡特爾主管機關是否有權參與此一決定，在

法條中則未明文規定。因此在解釋上，聯邦卡特爾署的權限，僅止於就雙方所簽

訂的契約來查核是否有濫用的情形而已，若該契約並無濫用情況產生，則聯邦卡

特爾署不得介入處理。 

2.濫用的監督 

在德國的情況是，大部分各種類型的仲團在市場上都具有優勢地位，唯一

比較例外的情況是視聽著作方面的仲團，因為截至目前為止，德國共有六家這種

類型的團體。 

事實上，德國限制競爭防止法除了前述聯合行為的監督外（GWB第三十條

），最主要還是在集中在濫用的監督上，因此GWB第十九條和第二十條經常扮演

比第三十條更重要的角色。雖然GWB第二十條關於差別待遇之禁止也可以適用

於不具市場優勢地位的仲團，但是GWB第十九條的適用則以具優勢地位的仲團

為前提。此時，聯邦卡特爾署的濫用監督，不僅可以在具體個案介入原本屬於專

業主管機關之管轄範圍，並且也可以對仲團的組織章程進行抽象的控制
44

。 

基本上，聯邦卡特爾署在適用GWB第十九或二十條之規範時，最主要還是

進行複雜而全面的利益衡量，除了要考慮實踐著作權法之目的、雙方當事人的利

益外，著作暨鄰接權受託管理法的立法精神與價值，也是在利益衡量時重要的依

據，包括為了達成法律所允許的集中管理的目的而採取的限制競爭措施，其界線

究竟如何？這些措施對於其他的競爭者會造成如何之影響？對於第三人又會產

生如何之負擔等等？根據德國學者Mestmäcker的見解認為，當仲團的契約或決議

已經限制著作利用人的行動自由、或是限制會員國間的競爭時，就已經構成限制

競爭法意義上所稱的濫用了，即便該限制是為了有效管理著作、或是為了對著作

權人做適當的分配所必需的，事實上仍極有可能是一種濫用行為
45
。 但或許是出

於制度的設計，或許是德國仲團在實務運作上的豐富經驗，有關仲團與使用人費

率爭議的問題，在實務上多依著作暨鄰接權受託管理法之相關規定即獲得解決，

因費率爭議而直接導致德國聯邦卡爾署介入的情形，幾乎未見
46

。 

 
44

 Vgl. “GEMA-Wetungsverfahren＂, BGH vom 3. 5. 1988, GRUR 1988, 782ff., 如果在仲團的章程中

有恣意專斷的情形時，則顯然違反GWB 第二十條第一項（差別待遇禁止）之規定。 
45

 s. Immenga/Mestmäcker, a.a.O. §30, Rdnr.16. 
46

 例如德國專利商標局下的仲裁處,在判斷仲團所定費率是否合理時,即援引德國限制競爭防止

法之規定, 認為仲團在對貨運業者概括收取年度的使用報酬時，完全不考慮利用人實際營業幾個

月，是濫用其市場優勢地位。Vgl. Sch-Urh，Einigungsvorschlag vom 30.3.1998, Az.：8/98,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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總結來說，在德國限制競爭防止法的適用上，立法者所要鬆綁的是「仲團

的設立」和「仲團所定的契約或協議」，但是對於具有事實上獨占力仲團的濫用

行為，則不在此限。 

參、歐盟 

一、歐洲共同體條約 

在歐盟的競爭規範方面，不論是歐洲共同體條約（EGV）第八十一條聯合

行為之禁止、或是第八十二條市場優勢地位之濫用監督，都對著作權仲介團體有

直接之適用。 

由於歐盟競爭法中並無相當於德國限制競爭防止法第三十條直接排除著作

權仲介團體適用的規定，並且著作權仲介團體也不在 EGV 第八十六條第二項團

體豁免（Gruppenfreistellun）的範圍內，因此就歐盟卡特爾法的意義來說，仲團這

種集中管理或移轉權利的行為，都是屬於聯合的事業活動（unternehmerische 

Tätigkeit），具有限制競爭的效果，在一般的情況下，會被當成是有損會員國間貿

易的行為。 

歐盟競爭規範對著作權仲介團體的適用，最主要還是在濫用監督的問題。

依歐洲法院實務，仲團的設立或其組織章程的問題，是依EGV第八十二條加以衡

量，至於仲團所定的契約或決議則是用EGV第八十一條加以檢視。但不論是適用

EGV第八十一條聯合行為之禁止、或是第八十二條市場優勢地位之濫用監督，歐

洲法院都會考慮法律許可成立仲團的「法定目標」、並平衡權利人與著作利用人

之間的利益。因此，在具體個案中，為了達到此一目標而採取逾越必要手段以外

的行為時，才會被認為是一種限制競爭的行為方式
47

。 

二、歐洲法院實務的處理（判決） 

在歐盟方面，有關「仲團與使用人使用費率的爭議」，由於欠缺專業主管機

關的監督機制，而是直接適用歐洲共同體條約有關競爭法的相關規定，因此歐洲

法院對於仲團的收費是否濫用市場優勢地位及其判斷標準等，大致可歸納如下： 

 
47

 Fikentscher, Urhebervertragsrecht und Kartellrecht, FS in Schricker, 1995, S.188f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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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一家仲團實質上在歐洲共同市場占有優勢地位，並且與其他會員國

的仲團互為獨家代理，其不僅可以掌控收費標準，且收取數倍於各會員國之其他

仲團所收之費用，亦無進一步說明合理化的客觀理由以及轉付著作權人之金額，

以致於著作利用人所支付之金額與其所獲得服務之經濟價值不成比例時，即屬一

種優勢地位的濫用
48

。 

◎假使某一家仲團在某一會員國是唯一從事該類業務的事業，依EGV第八

十二條之精神，應可視之為歐洲共同市場上具有優勢地位的仲團；因此若該仲團

拒絕對其他歐體的國民提供服務時，即為濫用仲團優勢地位。
49

   

◎歐洲法院對濫用監督所採取的標準係依：為達成目的所需的必要性來作

為具體的衡量標準。因此，如果只要採取少許有效的措施，就可以保障著作人之

權益，而且不會因此增加契約的行政管理及監控作品被使用情形的花費或支出，

但仲團卻採取了其他超越目的的手段時，就算是一種濫用的行為
50

。 

◎將不必要的條件綁在一起作為著作人管理著作之前提，亦屬違法
51

。 

 

以下為關於SACEM之判決
52

： 

（一）事實說明 

原告 Juan-les-Pins 是法國一家經營迪士可舞廳的老闆，被告 Jean-Louis 

Tournierg 是法國音樂著作人、作曲及指揮家協會（以下簡稱 SACEM）的主席。

原告主張，SACEM 強迫他接受超高、不合理而又令人無法忍受的音樂公開演出

的權利金，是法國法上應予刑事處罰之行為。本案在訴訟過程中，由於涉及歐洲

經濟共同體條約的相關問題必須先獲得釐清，因此法國法院終止訴訟程序，先由

歐洲法院就 SACEM 所要求的收費標準，是否符合歐洲經濟共同體條約（以下簡

稱 EWG-Vertrag）的競爭規定加以檢查。 

原告在法國經營的迪士可舞廳，其舞廳所播放的大部分是來自於英美等國

 
48

 EuGH, “SACEM I＂, GRUR Int. 1990, 622ff. 
49

 EuGH, ＂GVL/Kommission＂, GRUR Int.1983, 734f. 
50

 EuGH, “Staatsanwaltschaft/Tournier＂, GRUR Int.1990, 622ff.，Immenga/ Mestmäcker, a.a.O.§30, 

Rdnr.20.  
51

 EuGH, “SABAM II＂, GRUR Int.1974, 342ff. 
52

 EuGH, “Ministère Public/Tournier＂ vom 13.Juli 1989, GRUR Int. 1990,622f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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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音樂作品，因此只想利用 SACEM 部分的著作。但 SACEM 在費用的計算上，

則一律要求依營收的 8.25％（含稅）徵收，並且經常拒絕他人僅利用部分著作的

要求，其結果等於原告要付出非常高的費用，才能去利用他有興趣的一小部分著

作。另外，由於 SACEM 與國外仲團都訂有互相代理契約（Verträge über gegenseitige 

Vertretung），因此原告也無法直接與外國仲團簽約並利用這些外國仲團所管理的

著作，而必須透過 SACEM 的代理。因此原告主張：SACEM 所要求的費用是恣

意而不合理的，因其收費不僅遠高於其他會員國，並且所定的費率標準也不區別

小舞廳和大用戶，如電台、電視台等之不同，而有不同的費率標準，故屬於濫用

市場優勢地位之行為。 

經法國法院調查確定的是，SACEM 的業務遍及於整個法國境內，並且在歐

洲共同市場占有重要地位；此外，其所被指責的行為也可能符合歐洲經濟共同體

法所稱之『有損於會員國間貿易』的情形。SACEM 在法國境內具有優勢地位，

其不僅就所管理的著作享有事實上的絕對獨占力，並且透過與國外仲團簽訂的獨

家代理契約，也使得這些國外的著作在法國境內等於屬於 SACEM 自己的一部份

，沒有任何一家在法國的事業得直接與外國仲團簽訂授權契約。 

（二）法律爭點 

有鑑於此，法國法院乃向歐洲法院提出五個先決問題請求裁判。但本文於

此先僅就歐洲法院就『仲團費率之決定是否妥適』以及『是否屬於濫用市場優勢

地位』等相關問題之討論加以說明
53

： 

問題 1：一個被認為實質上在歐洲共同市場占有優勢地位，並且在法國對於

著作的管理具有事實上獨占的仲團，如SACEM，其所自訂之收費標準或所收取

的的費用，可否被認為是一種違反Art. 86 EWG-Vertrag
54

的違反競爭的濫用行為？

又其所決定的標準，會不會被認為是強迫利用人接受的一種無法談判的、不合理

的交易條件？ 

問題 2：如果一家仲團實質上在歐洲共同市場占有優勢地位，並且與其他會

員國之仲團互為獨家代理，其不僅可以掌控收費標準，又收取數倍於各會員國之

其他仲團所收之費用，且未進一步說明合理化的客觀理由以及轉付著作權人之金

額，以致於著作利用人所支付之金額與其所獲得服務之經濟價值不成比例，此時

 
53

 下述之說明，請參閱本案之判決理由，Nr.34-43,44-46, in: GRUR Int. 1990, S.625f. 
54

 Art. 86 EWG-Vertrag之內容，類似於 1999 年 5 月 1 日新生效的「成立歐洲共同體條約」（EG-Vertrag

）第八十二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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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否認為是『不適當的交易條件』（eine unangemessene Geschäftsbedingung）？ 

（三）判決理由 

依歐洲法院的見解，在此首先要確定的是，根據 Art.86 EWG-Vertrag 的文義

來看，是否每一個具有市場優勢地位的事業強行或迫使市場接受不合理交易條件

的行為，都是一種優勢地位的濫用？ 

其次，則是要進一步探究，要根據哪些標準來認定一家國內的仲團在歐洲

共同市場是否具有優勢地位？再者，又該如何認定其強迫市場接受該不合理之交

易條件？關於這些問題，應該要特別著重於該營業條件之不合理性以及對於費用

之決定不能談判之強制性。 

至於第三個問題則是，是否可以根據迪士可舞廳老闆（原告）所提出的意

見，亦即將本案仲團所制定的收費標準與其他會員國的收費標準加以比較，做為

回答問題 1 的認定標準？ 

被告 SACEM 表示：各國對於費率的計算方式各有不同，在法國是以迪士可

舞廳的營業額做為計算基礎，不同於其他會員國，有些是以樓地板面積做為計價

基礎，因此應該是無法比較。如果要把這種不同的計價基礎轉換成同一標準的話

，則得到的結果應該是，各會員國對於收費標準的差異應該不大才對。 

但這個意見，不僅迪士可舞廳的老闆不同意，並且歐盟執委會亦不贊同。

根據執委會對法國以及其他會員國的迪士可舞廳所做的收費調查顯示，其他國家

的計價標準是根據迪士可舞廳的座位數、面積、營業時間、營業的場所方式、最

常被消費產品的價格以及含稅的年營業額等特定項目而定。執委會也承認，他們

並未對於各會員國因為氣候、社會習慣與歷史傳統等因素而影響消費者到迪士可

舞廳的差異性作進一步的分析。但執委會認為這並不會影響到『收費數倍高於其

他會員國費用是不合理的』，這件事情的判斷。 

若一家具有優勢地位的事業強迫市場接受他所提出的服務收費標準，且在

同一的計算基礎上，其所提出之收費標準又遠高於其他會員國所收之費用，則此

一收費上之差距，正可以被當成是濫用市場優勢地位的一項證據。在本案中，正

好是這種情形。 

對於這種收費上的差距，SACEM 又提出數個理由加以合理化。其認為收費

價格之偏高，主要是因為法國在傳統上對於著作權的保護採取較高標準、以及法

國法律的特別規定所致，亦即法國法律對錄製的音樂著作的散布，不僅收取公開

演出費，還附加收取機械重製費之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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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法院認為縱使有這一類的理由，仍不足以解釋各會員國收費差異如此巨

大之原因。對迪士可舞廳收取較高費用的原因可能很多，對錄製的音樂著作收取

公開演出費可能是其中之一而已，但前提是，必須提出證據。至於法國法律規定

對著作的保護標準較高這一點，通常對音樂著作之保護都會包含公開演出及重製

權在內，包括法國在內一些會員國，雖然同意在公開演出時會徵收『額外的重製

費用』，但這並不一定就表示保護的程度有所不同。就正如歐洲法院在之前的判

決
55

所表示的，不論法國的法律或實務如何，徵收『額外的重製費用』在性質上

就是為了對錄製的音樂著作的公開演出給予著作權的補償而已，因此它和其他會

員國基於相同理由收取演出費用並無不同。 

另外，SACEM 又聲稱，在收費習慣上差異很大，例如有些會員國並不對規

模較小的迪士可舞廳、小酒館與宴會的主辦者收費，但在法國並非如此，這是因

為法國的著作權人希望可以較為完整的保護他自己的權利。 

但法院對這種說法並不能接受，因為從資料中可以清楚的看出，在不同會

員國的仲團間，差異最大的項目就是行政費用。因此如果有仲團要像前述般收費

，那麼就得聘用更多的行政人員來負責收費，然後就其所收到的費用中，還得支

付人事、行政費的支出，因此幾乎無法再分配給著作權人了，所以只好提高收費

。在這裡不難看出，龐然大物般的行政部門以及因而提高的收費標準，都是因為

市場缺乏競爭所致。  

所以可以確定的是，透過與其他會員國收費標準相比較的結果，反而有可

能找到仲團濫用其優勢地位的有用線索。因此問題 3 的答案也可以加以肯定了。 

另外，迪士可舞廳的業者將仲團對他們的收費標準，以及仲團對大用戶如

電台、電視台的收費標準做一比較，但由於業者們並未在方法上提出進一步的論

據，也沒有在相同的基礎上提出可信賴的比較；再加上執委會與參與的政府代表

們也未對此表達意見，因此法院本身也沒有辦法對於所提到的決定計價標準的各

個項目進行研究。 

總而言之，適用 Art.86 EWG-Vertrag 的結果，若一享有市場優勢地位的仲團

制定不合理的營業條件，對於迪士可舞廳的收費也遠高於其他會員國的收費標準

，而此一比較是建立在相同比較基礎之上的話，則可視為不適當之營業條件。否

則就應由仲團提出具有關連性之客觀說明，以解釋這些在會員國間所存在的差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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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Vgl. Urteil vom 9. April 1987 in der Rechtssache 402/85 (Baset, Slg.1987,1747), GRUR Int.1988,2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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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肆、美國 

一、對美國著作權仲介團體的概述 

（一）美國音樂著作公開播演權仲介團體之概述 

美國有關音樂著作公開播演權
56

(public performance right)的著作權仲介團體

的發展歷史已經相當悠久。ASCAP於 1914 年成立，SACEM於 1931 年成立，BMI

於 1939 年成立。ASCAP以及BMI控制了美國絕大部分的音樂播送權授權交易市

場，形成了事實上的獨占
57

。而其中又以ASCAP較大，因此，本文以下的討論將

以ASCAP作為討論的出發點。 

ASCAP 由超過 130000 個作詞者、作曲者、出版者組成。授權範圍只限於非

戲劇性音樂的公開播演，而不從事重製的授權。授權對象主要包括廣播電台、電

視台、一般公開演出者、以及網站。授權契約種類有概括授權(blanket license)與

按節目授權（per program license）等，但以概括授權為主。 

（二）ASCAP之費率計算方式 

ASCAP之費率計算方式如下
58

： 

1.一般授權 

主要係依據行業別、使用方式作為依據。ASCAP 依據不同的行業別有超過

一百個不同的授權契約和費率標準。整體而言，費率是依照音樂使用的形式（如

現場演出或是錄音播出、聲音或是聲音影像皆有）、設施大小、潛在使用者多寡

（座位數）來決定。如餐廳、夜總會、酒吧、或其他相同設施等的費率，乃取決

於音樂是現場演出或是錄音播出、聲音或是聲音影像皆有、座位數、一星期有幾

天提供音樂、樂手的人數、是否有收取入場費或其他因素。如音樂會的費率，則

取決於票房收入、座位數。公司行號的費率則取決於職員人數。大學或學院的費

 
56

 相當於我國之公開播送權以及公開演出權。 
57

 Connie C. Davis, Copyright and Antitrust: The Effects of the Digital Performance Rights in Sound 

Recordings Act of 1995 in Foreign Markets, p.417, http://www.law.indiana.edu/fclj/pubs/v52/no2/tdavis.pdf

。（visited 2002/4/25） 
58

 相關之介紹請參照 http://www.ascap.com/。（visited2002/4/25） 

http://www.law.indiana.edu/fclj/pubs/v52/no2/tdavis.pdf
http://www.ascap.com/


 

 25

                                                

率則取決於學生數量。大賣場則取決於擴音器的數量及坪數。飯店的費率則取決

於提供現場音樂的費用之一定比率，以及提供錄音音樂收取的額外費用。 

ASCAP 主張其在平等原則（處於相同情況的使用者必須被平等的對待）之

下運作，所以仍能確保授權的合理性。例如，即使是屬於不同分類的但是相同大

小的餐廳，若使用相同的音樂，費率仍是相同的。 

2.廣播電台授權 

ASCAP 與電台間的授權費用是 ASCAP 和廣播音樂授權委員會（Radio Music 

License Committee, RMLC）之間的產物。RMLC 是由國家廣播者協會（National 

Association of Broadcasters）指派組成的，其構成員皆為廣播業者，並且代表了所

有的廣播產業。一直以來，ASCAP 與 RMLC 都能夠不經過法院而自行協商條款

及費用。 

3.電視台授權 

ASCAP 與 1200 個地方電視台以及 ABC、CBS、NBC、PBS、Univision networks

、LPTV 等電視網簽訂了授權契約。此外，ASCAP 亦與 9000 家有線電視系統簽

訂了授權契約。其費率的決定多由當事人間協商而定。 

吾人可以發現 ASCAP 之授權契約類型分類相當詳細、資訊也較公開，值得

我國之著作權仲介團體學習。值得注意的是，其與廣播電台、電視台之概括授權

契約多係經由雙方個別協商而定。 

二、美國法律的相關規定 

（一）以反托拉斯法為中心 

美國著作權仲介團體所生之紛爭大部分落入反托拉斯法之範圍。1940 年代

期間，由於美國司法部對於具有事實上獨占地位之著作權仲介團體運作持續的關

心並提出反托拉斯訴訟後，ASCAP以及BMI之運作即受到同意判決之拘束。

ASCAP與美國政府首先於 1941 年成立同意判決，其後曾經多次修正，最新的修

正（Second Amended Final Judgement）則是在 2001 年
59

。 

（二）ASCAP同意判決之主要內容 

 
59

 該份文件可於http://www.ascap.com/ 取得。（Visited2002/4/25） 

http://www.ascap.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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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者指出，只要依照同意判決運作，則著作權仲介團體即不會違反反托拉

斯法
60

。因此，以下介紹ASCAP同意判決當中有關決定合理費率之部分。 

該合意判決中第九部分乃有關合理費用之決定： 

ASCAP 在收到利用人對於全部、一部或任何作品要求公開演出授權之書面

請求時，應該建議（advise）使用者寫下其所認為合理的授權費用，或是為了計

算該費用所合理需要的資訊。若 ASCAP 要求額外的資訊，亦應建議使用者記入

書面，而且應該在收到這些資訊的六十天內建議使用者記入其所認為合理的費用

。如果雙方不能在 ASCAP 收到授權要求之日起六十天內或是在 ASCAP 要求資訊

的六十天內達成合意，使用者可要求法院決定一合理的費用。而 ASCAP 在收到

起訴通知（notice of filing）時，應立即將此通知交給反托拉斯部部長。如果雙方

無法在自 ASCAP 建議（advise）使用者寫下其所認為合理的授權費用或是為了計

算該費用所合理需要的資訊之日起九十天內就合理的費用達成合意，且使用者未

訴諸法院請求決定一合理的費用，ASCAP 可請求法院決定一合理的費用，且應

立即將此通知交給反托拉斯助理次長。 

在此種程序中，原則上 ASCAP 應負擔舉證責任以建立其所要求之費用之合

理性，例外於一部授權契約（per-segment license）時由使用者負擔舉證責任以證

明其音樂公開演出可被追蹤監控以合理的決定使用者活動的哪些部份是必須付

費的，…如此一來該授權契約可以被估價。 

ASCAP 與某產業中之音樂使用者最初五年的授權契約費用不能被當作費率

合理性之證據。 

如果 ASCAP 沒有決定一合理的費用，則法院必須衡量所有證據以決定一合

理的費用。 

在申請提出之後一年內，雙方必須準備好由法院審理，除非 ASCAP 以及至

少一音樂使用者申請延長但該延長不得超過一年。除非有其他正當裡由否則不得

再以其他事由申請延長。 

當法院已經決定一合理的費用，ASCAP 必須以一相似費用授權給之後所有

要求 ASCAP 授權的處於相似情況的使用者。然而，若該授權契約在法院決定費

 
60

 Connie C. Davis, Copyright and Antitrust: The Effects of the Digital Performance Rights in Sound 

Recordings Act of 1995 in Foreign Markets, p.425, http://www.law.indiana.edu/fclj/pubs/v52/no2/tdavis.pdf

。（visited 2002/4/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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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之前已經被實行時，則不應受到該決定之影響。 

ASCAP 與利用人協商不成時，雙方均可向紐約南區地方法院請求其決定一

合理的費率，乃是美國法上之一大特色。並且，類似於德國法上之獨占性定價判

斷方法，其亦要求著作權仲介團體就費率之合理性負起舉證責任，若其無法證明

該費率之合理性時，著作權仲介團體之行為則會被認為是違法。而且，法院必須

更進一步地幫當事人決定一合理之費率。 

學說上對於此制度的質疑處
61

主要在於：由法院來決定費率是否為一合適的

制度？費率法院（Rate Court）的存在是否會帶來訴訟成本與不合理之結果？是否

必須將此權力轉移給較專業的機關如著作權權利金仲裁庭？其結論認為較不適

宜由紐約費率法院來處理，因為此種工作通常是由行政機關來作，且當然以在這

方面具有專業性的行政機關來處理為佳。  

三、美國實務的處理（判決） 

美國法上有關著作權仲介團體之相關爭議除釐清同意判決內容之案例之外

，尚有有關著作權仲介團體與會員間爭議、概括授權契約合法性以及費率爭議之

案件。以下將針對後二者進行討論： 

（一）概括授權契約    

1.CBS電視網案
62
（1979） 

CBS 是美國三大商業電視網其中之一，提供約 200 個電視台每年約 7500 個

節目。其大多數的節目使用 ASCAP 的音樂，而且 CBS 是娛樂史上最大的音樂銷

售對象。CBS 主張 ASCAP 構成違法之獨占，其概括授權契約構成違法之價格限

制（price fixing）。 

 
61有團體指出：合意判決所創由法院決定費率以解決紛爭的程序缺點在於訴訟的不經濟。許多使

用者為了節省龐大的訴訟費用以及冗長的訴訟程序，已盡量避免採用此種程序來解決費率的爭議

，建議在聯邦地方法院監督之下設置地方仲裁或調解程序或由美國仲裁協會或類似爭議處理機構

處理。很多簡單的爭議若能先經地方仲裁程序而不需經法院訴訟解決的話，將節省當事人雙方的

勞力時間費用以及減少法院的訴訟量，而使法院能夠著重心力於處理較重要的案件。另外，其並

建議ASCAP提供網路授權機制並且要求費率計算的細緻化。Turner D. Madden, RE: Comments to the 

Proposed Second Amended Final Judgement in United States of America v. American Society of Composers, 

Authors, and Publishers; Civil Action No.41-1395 ( WCC ), 2000, 

http://www.iaam.org/Industry_News/ASCAP_Comments.htm。（visited2002/4/13） 
62

 CBS, Inc. v. ASCAP, 620 F.2d 930 ( 2d Cir. 1980) 

 

http://www.iaam.org/Industry_News/ASCAP_Comments.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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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方法院：駁回 CBS 之主張。因使用者仍可直接與著作權人個別協商，因

此並不構成當然違法之交易限制、違法搭售、著作權濫用以及獨占。 

上訴法院：概括授權契約對於價格有直接的影響，概括授權契約減少會員

之間的價格競爭。概括授權契約係價格限制類型之一，適用當然違法原則。結論

認為構成著作權濫用。 

最高法院：雖然授權契約費用係由仲介團體所定而非由個別著作權人競爭

所形成，但概括授權契約為音樂播演權市場提供一個可接受的機制，因此並不構

成反托拉斯法下當然違法之價格限制。並且，只有在經過相當經驗的累積之後，

法院才會將某種商業關係歸類為 Sherman Act 下之當然違法。此外，同意判決亦

容許 ASCAP 對電視網進行概括授權。因此，該判決發回之上訴法院適用合理原

則承認概括授權契約之合法性。 

2.BUFFALO地方電視台案
63
（1984） 

經過合理原則的分析，法院認為ASCAP不能對於地方電視台進行概括授權

。首先，法院將本案與CBS作比較後認為，地方電視台不具備市場力迫使個別著

作權人進行直接授權以及來源授權。其次，法院認為概括授權契約不合理的限制

公開播演權的授權，因其反競爭的影響超越了其促進競爭的優點。而且概括授權

契約的許多優點不並適用於地方電視台，雖然法院認定概括授權契約會妨礙著作

權人間之價格競爭，但是現實上也不存在其他可提供潛在競爭之替代授權方式。

於是，法院禁止ASCAP對地方電視台進行概括授權，使地方電視台可直接與著作

權人個別協商進行價格競爭
64

。 

3.小結 

美國法上相關案例的討論多集中在概括授權契約之合法性，亦即，概括授

權契約是否構成反托拉斯法上適用『當然違法原則』之『價格限制』，法院鑑於

著作權仲介團體所為之概括授權契約具有著作權法上考量（如：維護著作權人利

益以平衡著作權人與使用者間之利益，以及促進著作物流通等），認為應適用『

合理原則』加以判斷概括授權契約之合法性。在 CBS 案中，考慮到電視網之協

商能力強大， 因此承認著作權仲介團體可以進行概括授權；而在 Buffalo 案中，

地方電視台之協商能力較為薄弱，故認著作權仲介團體不可進行概括授權，而必

 
63

 BUFFALO Broadcasting Co. v. ASCAP, 744 F.2d 917 ( 2d Cir. 1984)  
64

 Jay M. Fujitani, Controlling the Market Power of Performing Rights Societies: An Administrative 

Subsitute for Antitrust Regulation, 72 California Law Review, 198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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須回歸至使用者需與著作權人直接交涉的原始狀態以進行價格競爭。然而，由於

著作權仲介團體有其存在之必要性（節省交易成本、監控成本等等），因此，回

歸至使用者與著作權人直接進行交易的方式實際上並不可行。況且，由於價格競

爭在音樂市場上並無法發揮其功能（因價格在消費者選擇音樂時並非最主要之考

量），因此，此時所需要的應是行政機關加以介入以維護契約之合理締結。 

（二）費率 

美國歷來有關著作權仲介團體與使用人之間的爭議會訴諸法院途徑者，多

半是有關概括授權契約合法性的問題，至於費率的爭議則甚為少見。從 1941 年

同意判決存在以來，第一次由法院解決費率的紛爭是發生在 1990 年的ASCAP v. 

Showtime/The Movie Channel Inc.
 65

一案。以下便介紹該案事實、雙方主張以及法院

如何認定該費率之過程。 

SMC 是經營兩個付費電視頻道『Showtime』和『Movie Channel』之付費頻

道系統業者，為了決定其與 ASCAP 間 1984 年至 1988 之概括授權契約費率，依

同意判決請求紐約南區地方法院決定一合理之費率。  

在該案中，ASCAP 主張『每訂戶每年 25 分』對於 Showtime 是一合理的費

用，因該費率與其和 HBO、Disney 頻道協商的費率相當，故具有合理性。法院

所調查到的事實是：1980 至 1985 年 ASCAP 與 HBO 之概括授權契約費率大約是

『每訂戶每年 25 分』，而 1985 年 HBO 更新概括授權契約時之費率則是『每訂戶

每年 24.1 分』。ASCAP 與 Disney 頻道的費率則是『每訂戶每年 21 或 29 分』（因

以年終訂戶數或平均訂戶數計算而有差異）。 

 

    SMC 主張 ASCAP 與 HBO 和 Disney 頻道間的費率不能當作計算 SMC 之合理

費率之基準，因為 HBO 和 Disney 頻道的費率反映了 ASCAP 的獨占力量，且相

較於在一個自由競爭市場所能獲得的費率，HBO 與 Disney 的費率明顯高出甚多

。SMC 建議法院藉由分析獲取其他有創意的部分（如劇本寫作或編劇）的成本

來估計 SMC 在節目中所使用音樂的經濟價值。SMC 主張以此方法將可以得到一

合理的費率『每訂戶每年 8 分』。 

 

    地方法院認為 ASCAP 與 HBO、Disney 頻道的協商由於 ASCAP 的獨占力量

 
65

 ASCAP v. Showtime/The Movie Channel Inc., 912 F.2d 563 ( 2d Cir. 19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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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並未有競爭性的被進行（competitively conducted），並以此為主要理由否定了該

費率可作為 SMC 與 ASCAP 費率之基準。此外其他的情形也被注意到，例如：由

於 HBO 與 ASCAP 之間的特殊優惠條款可能導致費率過高的情形；Disney 的子公

司同時作為 ASCAP 之會員分配到權利金的情形；1980 年代初期仍是付費有線電

視發展初期，故該費率仍帶有實驗性的性質等等。法院主要的結論是：ASCAP

的談判力量在一欠缺自由競爭的市場之下過度地增強，造成使用者付出較高的費

率。據上所述，法院認為 ASCAP 無法有效舉證該費率之合理性。 

 

在否定了該費率的合理性之後，法院進一步必須決定合理的費率究竟是多

少。此時，法院注意到 SMC 與 BMI 之間的概括授權契約。為了決定 SMC 與 BMI

之間的概括授權契約是否足夠相似（sufficiently comparable）以作為本案之判斷基

準，法院進行了事實的調查（如 BMI 授權的情況、BMI 所管理歌曲的數目、SMC

使用 BMI 音樂的範圍及其所支付的費用等）並得到了兩者具有相似性之結論。

由於 1983 年至 1986 年 SMC 與 BMI 間的概括授權費率是『每訂戶每年 13 分』，

1986 年至 1989 年則是『每訂戶每年 12 分』；1986 年至 1989 年 HBO 與 BMI 間的

費率則是『每訂戶每年 12 分』，法院便以『每訂戶每年 12 分』作為基準。接著

，法院將此費率往上調整，調整的原因在於過去在某強制授權案件當中，ASCAP

與 BMI 以 55：45 之比例分配有線電視支付之權利金。故法院最後定出其認為合

理之費率：『每訂戶每年 15 分』。SMC 雖主張 SMC 與 BMI 之間的費率，類似於

ASCAP 之情況，亦是 BMI 濫用獨占力量之結果，但此見解為法院所不採。 

後 ASCAP 上訴至第二巡迴法院，但上訴法院仍支持地方法院的見解。 

 

分/每訂戶每年 ASCAP BMI 

HBO 1983-1985：25  

1985-1988：24.1 

1986-1989：12 

Disney 1983-1985：21/29   

SMC 1984-1988：？ 

ASCAP：25 

SMC：8 

1983-1986：13  

1986-1989：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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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ate Court：15 

＊在 1980 年代 HBO、Disney 與 SMC 是美國三大付費電視業者。 

有關授權契約費率爭議案件之所以爭議極少發生的原因，可能係因其仲介

團體多較依照同意判決而運作良好，因而相關費率的爭議問題多能經過協商而達

到共識。由本案中可知，費率的管制呈現出因個案而異之狀況，並且需要作全面

性的考量，如市場發展初期之價格不能作為比較之基準
66

、授權條款之差異
67

等

因素亦需加以考慮。 

伍、結論 

一、舉證責任 

當費率產生爭議時，不論是美國法或德國實務上，皆要求著作權仲介團體

負擔舉證責任。主要理由是，當著作權仲介團體要求利用人必須依其所定的費率

付費時，依該國法律仲團有根據適當標準定價的義務，故當然有義務說明舉證該

費率之合理性。至於在我國則欠缺類似規定，因此是否可能適用民事訴訟法第二

七七條
68

有關舉證責任之規定，由著作權仲介團體就其費率標準之合理性負舉證

責任。 

二、適當費率之認定標準 

參考歐美各國對於「適當費率」的認定標準，可歸納以下因素： 

（一）首先被考慮的就是，著作利用人因為使用著作所獲致的金

                                                 
66

因市場發展初期，該授權契約之價格通常具有實驗性質，因此不具備足夠的穩定性可作為比較

之基準。 
67

如同SMC案中所顯示的，相同的使用者與不同的仲介團體簽訂授權契約時，基於契約自由原則

，授權契約的內容可能會有所不一致，有時可能含有特殊的優惠條款或是刻意調高價格的情形，

因此，於比較價格時仍須注意此等情形。 
68

民事訴訟法第二七七條：「當事人主張有利於己之事實者，就其事實有舉證之責任。但法律別

有規定，或依其情形顯失公平者，不在此限。」其修正理由為：「關於舉證責任之分配情形繁雜

，僅設原則性規定，未能解決一切舉證責任之分配問題，故最高法院於判例中，即曾依誠信原則

定舉證責任之分配。爰於原條文下增訂但書，規定『但法院別有規定，或依其情形顯失公平者，

不在此限。』以資因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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錢上的利益。 

雖然WIPO報告
69

中指出，在扣除稅金和市場行銷花費的總收入 10%原則已

經逐漸為國際所採用，甚至包括瑞士也在法律中明定 10%原則
70

，但是在德國實

務上受到最多批評的，就是這所謂的 10%的原則。一般學者多認為，這種固定的

費率標準完全欠缺客觀的評價標準，是由具有獨占力的著作權仲介團體所做的決

定，絕非出於市場價格使然，此一標準應更具彈性才是
71

。 

（二）當金錢上的獲利不易計算時，也並不排除基於其他的計算

基礎去計算費率，例如場地的大小、座位數等。 

（三）在費率的形成上，也必須考慮，所利用的著作占全部使用

行為的比例如何而定。另外，基於著作權的社會性使然，對公益

的利用也應做特殊的考慮。 

（四）平等對待原則。 

美國政府與 ASCAP 之同意判決當中所顯示出的『差別待遇之禁止』原則指

出，ASCAP 對於處於相同地位之使用者不能予以差別待遇，尤其是在概括授權

的部分。這其中應特別注意的是，因為不同的利用方式而產生的不同的付費，是

否都是基於平均的計算標準（Rechnerischer Durchschnittsatz）；如果收費的標準

極偏離此一平均的計算標準，並且非常明顯的對某種利用行為造成不公平的負擔

時，則屬違法。 

（五）利用頻率與密度。 

實務上，著作利用的頻率往往也會影響費率的標準,例如錄音物與錄影物之

出租，前者較常被反覆利用，故費率遠高於後者；或是攝影著作在CD- ROM上的

授權費用，也比在傳統印刷媒體上高
72

。 

（六）對於國內、外費率標準的比較。 

 
69

 參閱WIPO, Collective Administration of Copyright and Neiboring Rights, WIPO Publication No. 688 

(E), 1990, p. 77-78。 
70

 參閱瑞士著作權法第六十條第二項。 
71

Strittmatter, Tarife vor der urheberrechtlichern Schiedsstelle, 1994,146ff.; Meyer, 

Verwertungsgesellschaften und ihre Kontrolle nach dem Urheberrechtswahrnehmungsgesetz, 2001,163ff. 
72

 Vgl. Sch-Urh，Einigungsvorschlag vom 22.5.1997, Az.: 17/96,11.; Einigungsvorschlag vom 17.3.1999, 

Az.: 13/98,8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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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判斷某授權契約費率是否過高時，必須先尋找一『足夠相似』的市場，

進而加以比較。此方法雖較尋找一具有『競爭性』的市場容易，但要在市場運作

中找到相似的市場，實際上也具有相當程度的困難。實務上乃發展出了一些作法

，包括將國外仲團的費率拿來做為比較基準，如德國，之前即曾經拿瑞士和奧地

利仲團公開演出的費率進行比較
73

。但在比較時應特別注意，前者之作法所隱含

之不確定性較高，諸如物價水準高低、市場規模大小
74
、音樂著作類型之差異

75
、

消費者習慣之差異等等都是必須考慮的因素
76

。 

（七）另外，費率在過去數年間的變化情形如何，也是在主管機

關認定仲團調整費率是否合理的判斷因素之一。 

調高費率，只有在根據生活物價指數或平衡通貨膨脹率所做的調整，才會

被認為合理。就此部分，通常會根據物價指數或通膨率等參數，定出一套計算公

式
77

。 

陸、附錄：WIPO對於費率管制之看法  

WIPO的文件
78

中指出：雖然很難去定義何謂合理的費率，但是有某些原則

和實務經驗已經發展出來而值得我們參考。例如，有兩種費率的基本形式，依所

收費用的比例（percentage of the receipts）或是一次付清（lump-sum payment）。前

者通常用在當該著作的使用與使用者的主要活動有關時，如電影上映、音樂會、

出版等，在國際上已經就此發展出某些普遍可接受的標準（例如『10% rule』）。 而

後者則通常用在不是使用者的主要活動時。由於一次付清的方式必須建立在很多

不同因素的考量上，因此判斷上較為複雜，但是仍有一些被普遍接受的的計算原

 
73

 Vgl. Sch-Urh ZUM 1987, 183,186. 
74

如以美國市場之價格作為標準，則因美國市場廣大，所具有的經濟規模較大，基本上其價格將

會呈現較低之情況。 
75

由於音樂著作授權內容因國而異（如我國有公開播送權以及公開演出權的規定，而美國卻是公

開播演權），因此，在比較時必須注意其內容之不同。 
76

1998 年當時內政部著作權委員會曾蒐集翻譯完成日本、韓國、馬來西亞、香港、澳洲、新加坡

等國相關仲介團體使用報酬率之資料，並將當時「中華音樂著作權人聯合總會」、「中華音樂著作

權仲介協會」、「社團法人中華民國錄音著作權人協會」以及「社團法人中華音樂視聽著作仲介協

會」所提出之使用費率交由著作權審議及調解委員會審議，審議過程中除該四團體代表之外，其

他相關的利用人亦曾表示意見，因此此部分的資料似可作為參考之基礎。  

經濟部智慧財產局，經濟部智慧財產局對著作權仲介團體所提使用報酬率審議之說明，2000 年 1

月，頁 4。 
77

 Vgl. Sch-Urh, Einigungsvorschlag vom 14.4.2000, Az.: 23/98,7. 
78

 WIPO, Collective Administration of Copyright and Neiboring Rights, WIPO Publication No. 688 (E), p. 

77-78,19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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則。然而，若一個費率或條款與國際接受的標準相當或是沒有實質上差異的話，

適用這樣一個費率和條款很難被認為是濫用事實上獨占地位。然而，如果在某個

國家的費率比其他國家來的高的時候，並不代表著作權仲介團體就是在濫用其獨

占地位，因為也有可能是該國家的費率並不會太高而是其他的國家費率太低。所

有的因素都應該被仔細的考慮。 

接著，該文件提到關於監控著作權之使用以及費用收取所需適用之原則：第

一，盡可能全面性（as comprehensive as possible）：對於使著作權人享有權利並

得到符合真正使用狀態的報酬來說，盡可能全面性之監控是一個不可或缺的條件

。第二，平等待遇原則（equal treatment）：監控的範圍和密度應該建立在不歧視

特定種類利用人的利益之上。第三，適當的立法、行政措施（appropriate legislative 

and administrative measures）：利用人有協力合作的義務，而且法律對於不遵守者

必須有執行、制裁程序。 



 

第三章 著作物搭售與不公平競爭─聯營租片之問題 

壹、搭售契約（Tying Arrangement） 

一、搭售契約之概念及其在競爭法上之地位 

（一）搭售契約之概念 

在智慧財產權相關產品、創作之買賣、租賃或授權中，權利人為促銷其產品

或加強市場佔有率，往往會在契約中約定，若交易相對人希望成為某項產品（一

般稱為「搭售產品」，“Tying Product＂）之被授權人，則必須同時購買或使用

其他產品（一般稱為『被搭售產品』，“Tied Product＂），而後者往往係契約相

對人所不需要的產品或係該相對人在市場上可以取得品質較好、價格較低的同類

產品，此種具有強制他方接受另外一項產品，作為取得其真正需要的產品的條件

之契約，一般稱為「搭售契約」 （Tying Agreement）79
。另外，授權人禁止被授

權人使用或銷售其他競爭者之產品或技術（tie-out），亦為搭售之另一種樣態，同

樣將與授權人在被搭售產品市場處於競爭地位之對手，排斥於相關市場之外，以

確保授權人經濟上之利益。 

（二）搭售契約在競爭法上之地位 

搭售在競爭法上有其重要之意義，因為一方面有時候事業係以搭售為手段，

以阻礙其他事業進入市場與其競爭，因而造成限制競爭之效果，另一方面有時搭

售會不當地限制交易相對人之交易選擇自由，而形成一種不公平競爭之行為。 

二、搭售契約在經濟上之評價 

有謂搭售契約經濟上罪惡，係在於其自搭售產品市場延伸經濟上控制力至被

搭售產品市場，限制被搭售產品市場的交易。其經由搭售產品市場延伸經濟上控

                                                 
79

 Jeffrey J. Keys The Market Power Requirement in Franchise Tie-ins, 54 Antitrust L.J. 1239（1985）；

Herbert Hovenkamp, Tying Arrangement and Class Actions 36 Vanderbilt L. Rev. 2132（1983），轉引自周

信宏，著作財產權授權契約之研究，台大法律研究所碩士論文，85 年 6 月，頁 199~200。另參閱 

William C. Holmes, Antitrust Law Handbook, pp.218~219{Tying agreements, in which the availability of 

one product or service is conditioned upon purchasing another product or service or upon refraining from 

purchasing the products or service of the seller＇s competitors},pp.363~364（1998）；Ernest Gellhorn, 

William E. Kovacic, Antitrust Law and Economics in A Nutshell, p.326（199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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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力發生兩個效果，第一，其排除賣方的競爭者加入被搭售產品的市場，或增大

進入該市場的困難。第二，若消費者對於賣方的搭售產品有興趣，及被迫必須接

受被搭售產品而放棄選擇其他同類產品的權利，無形中限制了消費者對被搭售產

品品質及需求的獨立判斷
80

。 

搭售契約在經濟上之評價，利弊兼有。主其利者，認為利用「搭售」，使企

業得將其新產品隨著已建立聲譽及市場之商品一併銷售，是新產品拓展市場之捷

徑。而主其弊者，認為該等契約常是為限制者之企業利用其經濟實力迫使交易相

對人不得不與之訂立之結果。由於當事人地位懸殊，使交易相對人營業自由受有

限制，難免有不公平之處。在「搭售」之情形，使交易相對人就事物上或交易習

慣上不相繫屬之商品或服務，負有購取或受領之義務，即屬適例。且「搭售」契

約更常是對某一種商品具有獨占地位之企業，利用之以推銷另一種商品而打擊其

他同業競爭者之利器，故不僅使得交易相對人之營業自由，會受到不公平之限制

，且會使其他企業之加入市場，受到不公平之阻礙，更進一步使交易相對人之顧

客選擇自由也受到妨礙。如限制者之企業，在市場之佔有率相當龐大，則對交易

相對人做此種約定，更會使該商品或其他商品或服務之市場上競爭，受到嚴重之

損害。 

由於搭售契約在經濟上之評價，利弊兼有，因此在立法政策上，便有採「濫

用原則」與「原則禁止，例外許可」之兩種方式
81

。申言之，所謂「濫用原則」

係從搭售契約本身是一種有利之經銷手段為出發點，在基本態度上，尊重當事人

之契約自由，而承認此種契約合法有效。但為防止此種契約之濫用，當事人一方

之營業自由受到不公平之限制，或使其他企業加入市場受到不公平之阻礙，或造

成有關商品或服務之市場上競爭受到嚴重損害，乃賦予主管機關有監督干預之權

限，得宣告該契約無效。而「原則禁止，例外許可」之立法，其是以對於搭售契

約此種契約所可能伴隨而生之弊端，應嚴加防範，故原則上當事人成立此種契約

，不承認其為有效，即規定不生效力。但如當事人能釋明成立此種契約有正當理

由，諸如確保商品之品質或售後服務，或其為進入新市場之唯一可行途徑者，經

主管機關之許可，亦可因此而生效力。但該契約內容如有不公平限制交易相對人

                                                 
80

 參見周信宏，著作財產權授權契約之研究，台大法律研究所碩士論文，85 年 6 月，頁 205~206

。 
81

 參照廖義男，公平交易法之理論與立法，三民，民國 84 年 10 月，頁 214~216。另可參照劉孔

中、陳家駿、韓毓傑，我國公平交易法第十九條與美、日、德相關規定與執行狀況之比較分析，

行政院公平交易委員會八十三年度委託研究計畫報告書，頁 186~188，有對於搭售行為經濟分析

之說明，頗具參考價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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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營業自由，或不公平阻礙其他企業進入市場，或造成市場上競爭受到嚴重損害

者，主管機關應不予許可。 

貳、各國有關搭售契約之法規範概說 

一、美國反托拉斯法 

（一）美國反托拉斯法之特色 

美國反托拉斯法（Antitrust Law）並非單一之法規範，而是由數個法律所組

成，與搭售契約相關的有休曼法（the Sherman Act）、克來登法（the Clayton Act

）、聯邦貿易委員會法（the Federal Trade Commission Act）與 1995 年反托拉斯法

智慧財產權授權行為準則。其特色主要有三
82

： 

1.規範多元性 

美國反托拉斯法最大之特色，在於其多元性，就基本成文法而言，便有休曼

法、克來登法與聯邦貿易委員會法，其適用關係亦有重複，施行機關（司法部與

聯邦貿易委員會）權限亦有部分重疊，適用程序也有不同，造成其多元性之特色

。 

2.規範內容廣泛性 

反托拉斯法所規範之內容廣泛，亦為其特色之一，如休曼法第一條禁止：「

任何限制交易之契約、以反托拉斯或其他方式作成之結合或共謀」（Every contract, 

combination in the form of trust or otherwise, or conspiracy, in restraint of trade or 

commerce）即屬適例。 

3.法院之主導性 

美國之反托拉斯法政策主要由法院形成，其原因在於反托拉斯法之模糊與概

括，因此在法院判例不斷之補充下，日益充實反托拉斯法之完整體系，發揮其強

大之規範效果。 

（二）美國克來登法對搭售契約之規範 

                                                 
82

 參閱溫俊富，專利制度與競爭制度調和之研究，政治大學法律研究所博士論文，民國 86 年，

頁 74~75。另外有羅賓遜—派特門法（Robinson-Patman Act），但因為本文著重於論述搭售契約相

關之法規範，因此就此與搭售無關之部分，省略未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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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於美國休曼法條以一般性條款之方式，規定所禁止之行為，造成法院在適

用上之若干困擾，而且也無法有效達成國會當初立法之目的，因此美國國會乃於

一九一四年制訂「克來登法」，以較為明確之立法方式，禁止特定型態之不當限

制競爭行為，作為休曼法之補充
83

。 

1.克來登法第三條中對搭售之規範
84

克來登法第三條禁止搭售行為，係因該行為之效果可能會相當程度地減少市

場競爭或造成壟斷，其所稱之搭售行為為：「賣方之所以同意出售某項產品，係

因買方被迫同意購買其他產品」然而，本條規定明確度，雖遠高於其他反托拉斯

法之規定，但其中依然有立法上之缺失。由於本條係制訂於一九一四年，因此本

條之規定僅及於「商品」（Commodity），而不及於其他可以作為商業交易之標的

者（例如：不動產、資訊），再者，依據本條之規定，所禁止之行為僅限於由賣

方加之於買方者，而不及於賣方本身之行為或買方加之於賣方者。故在分析本條

所禁止之行為時，可能必須同時採用其他反托拉斯法規之規定。且本條與休曼法

第二條不同處在於本條規定中並未要求所謂「壟斷之力量」
85

。 

2.美國法院處理搭售協定案件之原則 

搭售協議之所以被禁止，係因其對於市場中貨物之流通具有嚴重之威脅，一

般而言，有能力迫使交易相對人接受此種協定者，往往對 tying product 具有相當

之控制力量，於此情形下，會造成交易相對人無法由其他供應商處獲得價格較低

或品質較優之 tied product，並且與賣方從事競爭者，無法在 tied product 中與賣

方競爭。美國法院在處理搭售協定之案件時，除了適用克來登法第三條外，為彌

補其本身之缺陷，會依據其他反托拉斯法予以規範。而於此類案件中，主要係依

循「當然違法原則」，但有時仍會依據「合理原則」，在適用「當然違法原則」，

原告需先舉證證明下述各項要件： 

◎ tying product 與 tied product 在性質上有所不同。 

◎ 雙方之間確有搭售協議之存在。 

                                                 
83

 參照劉孔中、陳家駿、韓毓傑，我國公平交易法第十九條與美、日、德相關規定與執行狀況

之比較分析，行政院公平交易委員會八十三年度委託研究計畫報告書，頁 7，此部分由陳家駿先

生執筆。 
84

 本文有關克來登法之說明，係參考整理自劉孔中、陳家駿、韓毓傑，前揭研究計畫報告書頁

32~39，如有未詳盡說明處，請參照上開研究計畫報告書。 
85

 休曼法第二條中規定禁止濫用壟斷力量，即禁止於某項產品方面具有相當經濟力量者，利用

此種力量迫使對方接受有害於競爭之作法。 

 38



 

◎ 被告賣方在 tying product 方面具有相當之經濟力量，足以造成對 tied 

product 市場之不利競爭。 

◎ 由於此種搭售協定，使相當數量之 tied product 的交易行為受到影響。 

◎ 被告賣方對 tied product 享有直接或間接之經濟利益。 

（1）就第一項要件，區分 tying product 與 tied product 為二項不同之產品，看

似簡單，但在美國實務之操作上卻時常產生複雜之情況，法院在此傾向由消

費者或使用者之角度予以觀察，以決定其中是否有二種不同之產品。此外，

法院就以下的各項因素，也會一併考量：例如是否將二種產品予以區分或合

併銷售、計算價格時是否合併或分別計算、tied product 是否為其他產品之

一部分等因素。但法院最終的考量，仍是偏重在使用者、消費者之評估，若

從彼等角度觀察，市場對於 tied product 有相當之需求量，足以使被告或其

競爭者對其另闢銷售管道或予以分別行銷，則該種產品便會被法院認定為與 

tying product 不同之產品。 

（2）就第二要件，原告必須證明被告以明示或默示之方式表示，若不同時購買 

tied product 便無法購買tying product 或無法享受有關 tying product 之重要

的銷售服務
86

。 

（3）就第三要件經濟力量之證明，若是被告在 tying product 之市場中無相當之

經濟力量，往往代表有相當數量之競爭者同時銷售與 tying product 競爭之

產品，則強迫買方之可能性即相當低。亦即，有關經濟能力之證明，其實是

與搭售協定之證明密切相關，因為當被告在tying product市場中不具有相當

之經濟力量，往往代表有相當數量之競爭者同時銷售與tying product 競爭之

產品，則其如何強迫買方必須接受搭售協定？買方可以自由地向其他競爭者

購買與tying product 性能相同或類似之產品，如此便沒有強迫購買之可能
87

。在過去的案件中，若是 tying product 為智慧財產權，則法院往往推定智

慧財產權人享有相當之經濟力量，而不要求原告另外證明，但此情形於美國

國會於一九九八年通過「專利權濫用重整法」後改變，該法規定不得因 tying 

product 為享有專利之產品，便直接推定該項產品在市場上具有一定之經濟

                                                 
86

 Eastman Kodak Co. v. Image Technical Services, Inc., 504 U.S. 451（1992）. William C. Holmes, Antitrust 

Law Handbook, pp.45~63（1998） 
87

 參見United States Steel Corp. v. Fortner Enterprise, Inc., 429 U.S. 610(1977)，轉引自陳家駿、羅怡德

，公平交易法與智慧財產權──以專利追索為中心，五南，民國 88 年，頁 3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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力量。雖然該法僅及於專利權，但美國司法實務在處理著作權之案件時，亦

將上開法理一併適用於具有著作權之產品。此外，被告是否享有其他競爭者

所無之優勢、被告在 tying product 之市場中所享有之佔有率、 tying product 

本身具有若干特殊之性能能使其他競爭者之產品無法競爭或是有其特殊之

吸引力等等因素，亦是判斷被告是否在 tying product 是否具有經濟力量之

參考標準之一。 

（4）就第四要件而言，對於搭售契約法院採用「當然違法原則」予以分析，所

以必須要求原告證明被告之行為使得相當數量之 tied product 之交易受到影

響。因為在無此種影響之下，被告之行為便無法被認為對於市場競爭有所影

響。 

（5）就第五要件而言，原告必須證明被告賣方由 tied product 獲有一定之經濟利

益，不限於直接利益，亦包含間接利益。 

3.法院適用「當然違法原則
88
」之情形 

雖然法院在涉及搭售協定之案件中，大多援引「當然違法原則」，但卻未予

以完全引用：因為在真正適用該項原則之案件中，一旦證明被告之行為屬於當然

違法之行為時，被告不得舉證說明本身行為對於市場有正面之效果，但在涉及搭

售協定之案件中，被告依然可舉反證證明本身之行為對市場競爭有利，從而免除

責任。是故，在處理搭售契約之問題時，「當然違法原則」之適用，即有所差異

。但即使如此，被告仍須設法證明，為達成必要之目的並無其他限制較少之方式

可以採用，否則仍然無法免責。 

                                                 
88

 關於當然違法原則與合理原則之介紹與說明以及其與權利濫用之關係，參照陳家駿、羅怡德

著，公平交易法與智慧財產權---以專利搜索為中心，五南，民國 88 年，頁 106~107，茲整理如下

：「就英美法上反托拉斯法相關規定，如休曼法（Sherman Act）第一及第二條，任何契約或多或

少皆有限制他人權利之用意，因此為了避免動輒使任何交易違反反托拉斯法，英美法上透過法官

造法，逐漸判例定出若干違反類型，發展出兩項原則：一為「當然違法原則」（illegal per se），亦

即不問其約定內容，只要有此種約定必屬違法，不須再問其合理與否；另一為「合理原則」（rule 

of reason），亦即某種約定雖有若干限制，但該約定必需斟酌整個交易狀況，是其是否為合理的限

制，如係不合理的妨害自由市場競爭法則，即屬違法，因此這類交易條件，與當然違法原則不同

，不會立即給予違法的負面評價，而尚須進一步之探究，如存有正當理由，即不構成違法。基本

上，權利濫用雖然常與反托拉斯法一併提出，且本質上有其相通之處，但仍有所不同。首先，反

托拉斯法需具備特別之構成要件，並具有攻擊性，若違反反托拉斯法，可以主動提起一個訴訟（

claim），申言之，其為一獨立之法律行動，單獨成為一個訴因（cause of action），及可以直接提出

控訴。但權利濫用則否，其單純作為防禦之用，從大陸法之觀念來看，相當於所謂的「抗辯權」

，抗辯被法院接受即不構成智慧財產權之侵害。一項不當之行為縱使尚未達到違反反托拉斯法之

階段，仍可能構成權利濫用，再者，反托拉斯法違反之前提是需有受損害之事實，但主張權利濫

用則不必證明實際上已經受到損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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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1995年反托拉斯法智慧財產權授權行為準則 

1.準則之效力與適用範圍
89

（1）效力 

授權準則之目的係在於使業者及一般民眾對於執法單位之判斷傾向能夠於

事前有所認知而頒佈之宣示性方針，其係屬透明化之執法政策，並非由立法機關

授權訂定之子法，因此準則並未創設任何權利或義務，而僅具拘束執法之美國司

法部及聯邦交易委員會之效力。 

（2）適用範圍 

關於授權準則之適用範圍，僅限於專利權、著作權、營業祕密及 know-how

之授權行為始受規範。換言之，對於商標權之行使並不包括在內。此非因商標權

之性質特殊，不適用智慧財產權之一般共通性原則，而是授權準則所欲釐清者係

有關「技術移轉與創新」此一概念性市場之反托拉斯法適用問題，而商標權通常

不會必然涉及此一爭點，反而係以產品間隔性、差異性作為其重點，故不是用此

授權原則。 

2.授權準則之基本原則
90

（1）反托拉斯法下相同之評估： 

準則認為智慧財產權一經創設，其再次使用之邊際成本不變，此為智慧財產

權與一般傳統財產在經濟功能上之差異。但其在法律上有關財產權排他性質之適

用，與一般財產權並無不同。因此，授權準則的宣示主要在破除智慧財產權係是

一種「特別權利」的迷思，即有些傳統財產之取得，亦會有反競爭之效果，與取

得智慧財產權在競爭法上的效果相同，因此，對於智慧財產權並無特殊之反托拉

斯法審查，亦不必特別質疑其反競爭性。 

（2）權利人之市場力量不被推定： 

授權準則認為法定獨占權與實際市場力量不能劃上等號。所謂「市場力量」

，在經濟學上之定義係指事業有能力使價格持續高於競爭價位，或使產出持續低

於競爭狀態下產出之能力。換言之，法定獨占權是法律所創設之地位，市場力量

                                                 
89

 姚嘉琳，授權契約限制約款與公平交易法──簡介美國 1995 年反托拉斯法智慧財產權授權行

為準則，科技法律透析，2002 年 8 月，頁 25~26。 
90

 姚嘉琳，前揭註 89，頁 26~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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則需就個案作事實之檢證。 

（3）授權行為有利於市場競爭： 

此一基本原則闡明智慧財產權對資源配置的正面功能，由於智慧財產權之授

權行為，可使生產要素結合，加強該智慧財產對業主及消費者之價值，不僅能直

接或間接誘使技術創新、促進市場競爭，亦有助於整體經濟效益之提昇。 

3.行為準則之安全地帶（safety zone）政策
91

授權準則制訂之目的即為使業者就執法機關之傾向，能在事前有所知悉，以

便釐清合法、非法授權之可能分界點。因此對於業者而言，知悉非法授權行為之

領域固然重要，倘對於合法授權行為之領域能有直接宣示，而不必業者從非法行

為之地帶再做反面解釋，則執法效果更佳。準此，授權準則明確宣示屬於合法領

域之安全地帶。詳言之，除非有特殊狀況，執法單位對於智慧財產權授權行為，

在符合下列條件之下，通常不會採取取締之措施： 

（1） 授權協議並非「表面上反競爭」（facially anticompetitve），亦即授權

行為所涉及之限制約定，並非適用當然違法原則之通常類型。 

（2） 授權人與被授權人之市場佔有率合計不超過 20%。 

（3） 授權行為最後不會導致併購之結果。 

然而，不符合前述條件，並不意味該授權行為即將受到取締，換言之，這種

劃出「本質合法」的安全區，其範圍並不具專屬、排他性。 

4.對搭售約款（tying arrangements）之規範
92

就涉及智慧財產權之「搭售」行為，授權準則亦有明文之闡釋，其內容與對

搭售行為之分析，並無甚大差異。由於搭售約款並不一定會導致限制競爭效果，

因此得以合理原則判斷其適法性，同時授權準則特別指出若符合下列情形，執法

單位會對搭售約款進行檢視： 

（1）契約當事人對搭售標的應有相當之市場力量，以致可限制被搭售產品

市場內之競爭。 

（2）搭售對市場可能造成相當程度之負面影響。 

                                                 
91

 參姚嘉琳，前揭註 89，頁 29~30。 
92

 參姚嘉琳，前揭註 89，頁 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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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促進競爭效率之理由不足以權衡限制競爭之不利益，然契約當事人對

所授權之智慧財產權是否具備市場力量不得遽以推定。 

5.市場力之認定 

從解釋上而言，所謂賣方在搭售市場上具有足夠之經濟力，一般而言，可以

有兩種解釋：第一，賣方就搭售產品市場具有獨占地位或足以支配市場。究竟產

品是否足以支配市場，通常需參照市場資料，純為數量測試，一般而言，大該需

要擁有搭售產品市場百分之五十以上的市場佔有率始足當之。第二，自搭售產品

為消費者需求的程度或獨特性以衡量是否具有足夠的經濟力：此獨特性所具有的

意義包括：該產品必須是特殊而不平凡，致使消費者喜好茲而勝於其他，並且能

防止其他競爭者生產該類產品，例如享有專利權、著作權之物品；或物質本身無

可代替性，如土地；或經濟上的原因，競爭者不能產製此獨特品而獲利
93

。 

就上面之解釋，美國司法部傾向採取前者之見解
94

，就所謂「市場力」或「

相當之經濟力量」抑或是「優勢市場地位」，從美國法規範與實務之處理中，大

多是在討論是否構成「獨占」時，所關注的一個部分。而在討論搭售之問題時，

因為將其視為一種限制競爭的手段，因此市場力有無便是是否構成限制競爭效果

的重要要件之一。 

從美國之實務見解，似乎在判斷是否具有獨占地位與判斷搭售是否違法中有

關市場力之要件，兩者所論述的市場力並無不同，也沒有採取歧異之標準。換言

之，美國實務上對於搭售、獨占等等問題，所涉及市場力或相當經濟力之概念，

基本上是相同的，採取同一論述之基礎與判斷標準。且市場力之有無，美國亦多

從「市場佔有率」之百分比為判斷，通常市場佔有率百分之五十以上，便認為具

有一定之市場力。 

二、德國限制競爭法與不正競爭法 

（一）限制競爭防止法之規範 

1. 概說 

依德國 1999 年修正實施之新限制競爭防止法第十六條係對於具有排他效力

                                                 
93

 周信宏，著作財產權授權契約之研究，台大法律研究所碩士論文，85 年 6 月，頁 203~204。 
94

 周信宏，前揭註 93，頁 2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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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契約之濫用監督，該條第四款規定，事業間有關商品或服務之契約，如果契約

之一方負有義務購買實質上或商業習慣上與契約標的物無關之商品或服務，如果

因為此一限制，而對於該商品或服務或其他商品或服務之市場競爭有重大影響，

卡特爾官署得將其宣告為無效，且不得在使用此類約款。此即為有關搭售之規定

。 

因此從德國限制競爭規範之觀點，搭售未必就違反限制競爭法，尚須視該搭

售約定，是否已經對於商品或服務之市場產生重大影響而定，且兩者間必須有因

果關係
95

。至於重大影響，如果事業具有強勢之市場地位，或是具有優勢之市場

地位，則其通常較有可能對市場產生重大之影響
96

。 

就著作物之搭售而言，德國亦曾發生許多有關影片搭售之案例，亦即片商與

電影院簽約提供影片，片商於契約中要求電影院必須就整批影片而非單一影片簽

約，電影院必須接受其所不需要之影片。對於此類搭售案件，起初卡特爾廳從著

作權之角度出發，認為此種契約並不違反限制競爭法，然而此種見解備受批評，

後來卡特爾官署遂改變其見解，認為此種違反限制競爭。目前如果契約之內容包

含新片與舊片、國內片與國外片，甚至超過六片，都有可能被認為構成搭售，而

且縱使片商容許電影院得只購買其所需要之個別影片而不需要整批購買，然而其

個別之價格甚高，此種情形仍然會被認為違反限制競爭之規範
97

。 

2. 相對性市場優勢地位之管制 

德國法上對於「相對性市場優勢地位」的管制厥為其法制上的特色，對於市

場強勢事業之管制，在德國具有高度之實務重要性。限制競爭防止法所採用之管

制標準，即為所謂之「依賴性理論」。簡言之，德國限制競爭防止法第二十條之

差別待遇之禁止（Diskriminierungsverbot）除適用於「控制市場事業」之外（該

條第一項），亦適用於「市場強勢事業」（該條第二項）。後者係指該事業之交易

相對人中具有中小企業之規模者，就特定商品或服務「依賴」（abhangig）於該

事業之程度，已達於該中小企業無足夠且可期待之可能性，能夠轉而與其他事業

從事交易的程度（keine ausreichende und zumutbare Möglichkeiten , auf andere 

Unternehmen auszuweichen）
98

。必須注意的是，德國限制競爭防止法第二十條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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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mmenga//Mestmäcker, GWB Kommentar zum Kartellgesetz, 3. Aufl., 2001, § 16 Rdnr. 111 f.  
96

 Immenga//Mestmäcker, a.a.O., § 16 Rdnr. 117.  
97

 Immenga//Mestmäcker, a.a.O., § 16 Rdnr. 87.  
98

 單驥、何之邁、吳秀明，從依賴性理論探討相對市場優勢地位—以公平法立場之研析適用，

行政院公平交易委員會 88 年度合作研究計畫六，1999 年 3 月，頁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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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項受到保護的對象，僅限於屬於中小企業型態之特定種類商品或營業上給付之

供給者或需求者，而同項後段並就對需求者有依賴關係加以推定。 

屬於中小企業之被供應者或需求者，對市場強勢事業具有依賴性的認定，首

先必須先確定系爭商品或服務之相關市場。然後在這個市場上去檢驗，是否該相

關的供給者或需求者，在客觀上擁有足夠的、同時在主觀上有可期待的可轉向他

事業之偏離可能性。換句話說，具決定性的因素是，需求者就系爭商品是否可以

自另外的途徑獲得，或者供給者是否可以就系爭商品取得其他的銷售管道，亦即

是否依據他們個別的經濟關係仍然有可期待的其他管道；特別在以下的這種情況

仍是缺少足夠以及可期待的管道，亦即當他們雖然有這樣轉換的可能性，然而卻

因此必須忍受顯著的不利益，也就是說他的競爭能力將會持續的受到損害。而被

保護的不僅是已存在於市場的企業，也是中小型的新加入者，他們依靠特定銷售

或供給的管道，以便有新加入市場的機會
99

。對於市場強勢事業所具有的「相對

性市場優勢地位」，並不適當理解為一種形式較弱的市場支配型態，應考慮的重

點為，其與個別中小企業間之相對依賴性。至於德國學說與實務更進一步將依賴

關 係 的 行 為 模 式 區 分 成 數 種 類 型 ：（ 1 ） 基 於 產 品 完 整 供 應 之 依 賴 性 （

sortimentsbedingete Abhängigkeit ）， 其 中 又 分 為 對 於 頂 尖 產 品 之 依 賴 性 （

Spitzenstellungsabhängigheit ） 以 及 頂 尖 產 品 群 之 依 賴 性 （

Spitzengruppenabhängigkeit ）（ 2 ） 基 於 匱 乏 而 生 之 依 賴 性 (Mangelbedingte 

abhängigkeit)。（3）對於特定事業之依賴性(unternehmensbedingte Abhängigkeit)

。（4）對於需方之依賴性(nachfragebedingte Abhänggigkeit)100
。 

由於著作物本身與一般商品具有其特殊性，並且相較於一般商品，著作物之

被供應者或需求者與著作物之供應者之間，具有相對之高度依賴性。因此在著作

物搭售的案件中，對於市場之管制態度與標準之選擇，德國學說與實務所發展出

來之依賴性理論，值得參考。 

（二）不正競爭防止法之適用 

                                                 
99

 Emmerich , a.a.O., S.292 
100

 關於依賴關係的類型，中文文獻已有一些累積，詳細的說明可參閱Aarndt Teichhmann著，吳秀

明譯，支配市場事業及市場強勢事業之阻礙競爭與差別待遇行為，公平交易季刊第 5 卷第 4 期，

1997 年 10 月，頁 144-148；單驥、何之邁、吳秀明，從依賴性理論探討相對市場優勢地位—以公

平法立場之研析適用，行政院公平交易委員會 88 年度合作研究計畫六，1999 年 3 月，頁 51-71

；劉孔中，「我國公平交易法第十九條與美、日、德相關規定與執行狀況之比較分析」德國法部

分，行政院公平交易委員會 83 年委託研究計畫，1994 年 5 月，頁 114-115。本文採取單驥、何之

邁、吳秀明前揭書的翻譯，併此說明。 

 45



 

此外，值得注意者，雖然德國對於搭售主要規定於限制競爭防止法，而不正

競爭防止法對於搭售並無明文規定，然而學說與實務之通說均肯定搭售行為如有

違反善良風俗，仍然會違反不正競爭防止法第一條之規定。其認為從不正競爭之

觀點，搭售可以分為兩類，一是隱藏性搭售（verdecte Kopplungsgen），一是明

顯性搭售（offene Kopplungen）。明顯性搭售是銷售時，搭售與被搭售之商品係

分別定價，且購買者得選擇一併或分別購買，此種情形，由於購買者人仍然享有

選擇之權利，因此原則上並不會被認為有違反公平競爭之情事；而隱藏性搭售，

則係指搭售與被搭售之商品並未分別定價，且以總價額銷售，此種情形由於造成

購買者於比較價格上之困難，因而容易被認為構成不公平競爭
101

。

三、歐洲共同體條約 

（一）共同體條約八十二條之分析
104

由於歐洲共同體內禁止具有市場優勢地位之企業濫用其經濟力而破壞市場

競爭之公平。依 1997 年新修正之歐洲共同體條約第八十二條（舊條約第八十六

條）之規定：「於共同市場或其重要部分，一個或數個事業有控制地位濫用行為

，在會員國間之交易可能被影響的範圍內，與共同市場不相容並應禁止。 

該等濫用行為特別包括： 

1. 直接或間接課加不公平的買價、賣價或不公平之交易條件。 

2. 限制生產、行銷行銷或技術發展至生損害於消費者。 

3. 對交易相對人就相同之交易適用不同之條件，致使蒙受競爭上之不利益

。 

4. 以他方當事人同意附帶給付為締結契約之條件，而此給付，依其性質或

按照商業習慣與契約標的並無關連。」 

由此可見，共同體條約第八十二條所禁止者係優勢企業之「濫用行為」，其

                                                 
101

 Baumach/Hefermehl, Wettbewerbsrecht,19. Aufl., 1996, § 1 Rdnr. 127 ff.  
102

 王 先 林 ， 從 微 軟 壟 斷 案 看 知 識 產 權 濫 用 的 反 壟 斷 控 制 ，

http://it.sina.com.tw/technews/sinaCN/2001/12/24/10219153.html 。（visited on 2002/3/28） 
103

 廖義男，公平交易法之理論與立法，民國 84 年 10 月，頁 361~362。 
104

 黃雪鳳，歐美競爭法對航空電腦訂位系統之規範，台北大學法律學研究所碩士論文，民國 90

年 6 月，頁 116~1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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並未非難市場控制地位之存在，而表現出歐體所持較為緩和且實用之競爭政策，

亦即一方面考慮到可能來自共同市場外之經濟競爭，另一方面亦考量共同體內各

種經貿藩籬之撤除，市場逐步自由化，倘若允許經濟力量之適度集中，亦對事業

體質之調整及改善能多所助益，得以於劇烈之競爭下生存。 

（二）優勢地位之濫用類型 

共同體條約第八十二條規定之宗旨在禁止控制企業於共同市場內為優勢地

位之濫用，所稱「濫用」該條例示四種類型： 

1. 課加不公平價格或交易條件。 

2. 為不利生產、銷售或技術發展之限制。 

3. 為歧視行為。 

4. 交易附加不當條件。 

要言之，共同體條約第八十二條於適用上，需具備三項構成要件：一個或數

個事業擁有市場控制地位、濫用行為、影響會員國間之交易。 

（三）優勢地位之判斷基準之一 ──市場佔有率 

優勢地位之判斷基準
105

之一為所謂「市場佔有率」，市場佔有率是企業經濟

力之表現，以市場佔有率推斷市場地位是最有效而直接之方法。歐洲法院認為長

期於相關市場維持 75%或以上之市場佔有率係具有市場優勢地位最有利之證據

，而 40%至 55%之市場佔有率雖能認定涉案企業具有市場優勢地位，惟仍須就

其競爭者經濟力之大小，市場之競爭條件與涉案企業之行為等因素，進一步確認

涉案企業是否真的擁有市場優勢地位。由此可知，市場佔有率越高，被認定具有

市場優勢地位之可能越高，但市場佔有率並不能作為判斷市場優勢地位之為一標

準，因市場佔有率高低與市場優勢地位之具備與否並無必然之關連，於判斷市場

優勢地位時，仍須將市場產業結構、其他競爭者之經濟力、涉案企業之行為等因

素一併加以斟酌，方屬妥適。 

四、我國公平交易法 

                                                 
105

 參見黃雪鳳，歐美競爭法對航空電腦訂位系統之規範，台北大學法律學研究所碩士論文，民

國 90 年 6 月，頁 121~122。 

 47



 

（一）公平交易法之規範 

我國公平交易法對於搭售之規範，主要是公平交易法第十九條第六款
106

，依

該規定，事業如果以不正當限制交易相對人之事業活動為條件，而與其交易之行

為，如有限制競爭或妨礙公平競爭之虞者，事業不得為之
107

。而依公平交易法施

行細則第二十五條之規定，前述限制，指搭售、獨家交易、地域、顧客或使用之

限制及其他限制事業活動之情形，而是否不正當，則應綜合當事人之意圖、目的

、市場地位、所屬市場結構、商品特性及履行情況對市場競爭之影響等加以判斷

。 

由於母法條文使用「不正當」、「有限制競爭或妨礙公平競爭之虞」等不確定

法律概念，施行細則二十五條第二項補充關於該限制是否不正當的判斷標準，其

中事業的市場地位是一重要的判斷因素。蓋若為限制的事業，在市場上具有相當

之市場力量，或被限制的總和在市場上佔有一定比例，將使市場競爭秩序受到妨

礙，特別是進入市場之障礙。因此限制者對交易相對人事業活動之限制，於其經

銷策略、事業經營上縱有其營業上之經濟利益及正當理由，然若限制者係濫用其

市場地位或受限制的事業總數十分龐大，則因其限制行為所產生限制自由競爭及

妨礙公平競爭之效果，將使該限制行為受到負面評價而認為不正當
108

。目前公平

交易委員會在適用公平交易法第十九條第六款時，對於事業是否具備一定市場地

位的判斷標準，亦如同十九條第二款相同，以事業在相關市場的市場佔有率達到

10%為基礎門檻。 

（二）我國公平交易委員會判斷是否構成搭售之具體標準 

公平交易委員會在公研釋○四五號，就電腦產品搭售，是否違反公平交易法

之疑義，提出判斷是否為搭售與搭售是否違法之標準： 

                                                 
106

十九條第六款所規範的主要是「垂直非價格之交易限制」。公平交易法施行細則第二十五條對

於十九條第六款所規範的行為類型有例示規定，主要有搭售、獨家交易、地域、顧客或使用之限

制等。由於非價格限制之各行為，於經濟分析上利弊兼具，其究否違法，實難一概而論。參閱顏

廷棟，論垂直性交易限制在競爭法上之規範，國立中興大學法律學研究所碩士論文，1996 年 11

月，頁 206。 
107

我國公平交易法第十九條第六款對於垂直性非價格限制的規範，採取「濫用原則」的管制手段

，基本上必須是「不正當」而且「有限制競爭或妨礙公平競爭之虞者」，才會該當該款的規定。 
108

 廖義男主持，行政法院裁判之評析—公平交易法實務與行政法院裁判之評析，行政院國家科

學委員會專題研究計畫，國立台灣大學法學院法律系執行，1997 年 7 月，頁 1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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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判斷是否符合搭售之構成要件，應考慮以下因素：  

（1）至少存在二種可分的產品（服務）  

（2）在分析任何搭售契約時，首先必須確立者為必須存在二種可分的產品
109

（或服務），至於如何判斷其是否可分，則可考慮下述因素：  

◎同類產業之交易慣例 

◎該二產品（或服務）分離是否仍有效用價值 

◎該二產品（或服務）合併包裝、販賣是否能節省成本 

◎出賣人是否對該二產品（或服務）分別指定價錢 

◎出賣人是否曾分別販賣該二產品（或服務） 

（3）須存在明示或默示之約定買受人無法自由選擇是否向出賣人同時購買

搭售與被搭售產品。  

2.在判斷搭售是否違法之標準，應考慮以下因素：  

（1）出賣人須在搭售產品擁有一定程度的市場力 

搭售行為違法與否的考量因素中，出賣人在搭售產品市場擁有足夠之市場力

是極為重要的考量因素之一。因若出賣人並未具足夠之市場力，其將很難成功地

推動其搭售，其對於市場競爭之不利影響亦不致過於嚴重。  

（2）有無妨礙搭售產品市場競爭之虞 

搭售之實施有妨害被搭售產品市場公平競爭之虞時，例如被搭售產品的市場

受到一定程度、數量或比例之排除競爭時，即為違法。 

（3）是否具有正當理由 

例如若為了確保出賣人之商譽及品質管制，或保護商品創作者之智慧財產權

，亦可視為具有商業上之正當理由而予以容許。  

                                                 
109

 對此，學者黃茂榮教授認為：「在搭售發生於物之搭售者，所搭售之物必須為數物，且該數物

間沒有主物與從物之關係，蓋民法第六十八條第二項規定，主物之處分及於從物，在一契約同時

以主物及從物為交易客體，自無搭售之問題。是故，數物間是否具有主物與從物之關係或互為主

物從物之關係之公平交易法上具有規範意義。亦即，不論數物間是互為主物從物或其具有主物從

物關係之數物，在交易上要求同時以之為一個為一個交易契約之客體者，皆不構成搭售。」，參

閱黃茂榮，公平交易法理論與實務，植根，1993 年 10 月，頁 332~3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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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小結──搭售契約於競爭法體系之定位 

（一）搭售契約在競爭法上之意義 

從以上各國法規範對於搭售之規範中，我們可以觀察到，在美、德等國之規

範與實務運作上，均將搭售列入限制競爭規範之範圍。因此在我國會產生的問題

主要有兩項：第一是搭售究竟是屬於不公平競爭或是限制競爭所應規範之對象？

第二是搭售在我國公平交易法上之意義為何？ 

從前述各國之法規範與實務處理搭售契約之態度，我們可以認為各國主要是

從限制競爭之角度出發，對搭售加以規範。換言之，在競爭法體系上，係將搭售

置於限制競爭之規範領域中。而在我國法上，雖然在處理有關搭售之爭議的案件

中，是適用公平交易法第十九條第六款，該條款是置於第三章不公平競爭專章，

但是從公平交易委員會歷來處理有關搭售之見解以及參照公平交易法施行細則

第二十五條之規定，我們可以觀察到不論是在我國實務態度或法律規範上，似乎

又將搭售視為限制競爭手段之一種。 

因此，在我國公平交易法上，搭售之規範有其特殊性，故在美國反托拉斯法

、德國限制競爭防止法等，以及實務與學說對搭售契約之見解與處理方式，是否

能完全地適用在我國有關搭售契約之案件上，其實仍有討論的空間。以下，針對

我國公平交易法上搭售契約之特殊地位，或者更進一步地說，公平交易法第十九

條在我國公平交易法上之特殊地位為何，加以分析說明。 

（二）搭售契約在我國公平交易法上之定位 

承上所述，從各國法規範、實務處理方式等相關的資訊中，可以觀察到搭售

契約是主要是屬於限制競爭規範之範疇，但是在我國公平交易法上似乎並非如此

。為此有必要先對公平交易法第十九條之立法目的及修法分析說明之。 

1.公平交易法第十九條之立法目的 

公平交易法之立法目的，在於維護交易秩序與消費者利益，確保公平競爭，

促進經濟之安定與繁榮，該法第一條對此揭櫫甚明。申言之，公平交易法係以維

護競爭之自由與公平為手段，以達成維護交易秩序、確保公平競爭、維護消費者

權利，以及促進整體經濟環境之安定與繁榮為其目的。為達成前述立法目的，公

平交易法在體例上將其分為二部分，即限制競爭（第二章）與不公平競爭行為（

第三章）之規範，前者屬於反托拉斯法領域，用於確保競爭行為之自由，後者則

規範競爭行為之公平性或正當性。限制競爭與不公平競爭之管制原理雖有所異，

 50



 

但因其均屬規制事業競爭行為之規範，故有學者認為，此二者其實是互為表裡，

相互影響。公平交易法第十九條雖置於該法第三章不公平競爭專章，然就其各款

規定以觀，除第五款規定不當取得業務機密行為，係參考德國不正競爭防止法第

十七條制定，類屬不公平競爭規範態樣外，其餘各款如第一款拒絕交易或杯葛，

第二款差別待遇，第三款強制交易，第四款強制限制競爭，第六款垂直非價格交

易限制，係參考當時日本獨占禁止法第二條及韓國限制獨占法第十五條規定，本

質上均屬限制競爭之規範。從而可知，該條文在規範構造上，除有不公平競爭之

規定外，同時亦包括限制競爭之相關規範，此種立法體制固有其待商確之處，然

卻適足以說明維護自由競爭與公平競爭二者間，具有極密切之關係，且各所肩負

對於市場競爭秩序之維護任務，實質上並無二致
110

。因此從立法沿革上來看，可

以知道公平交易法第十九條基本上是參考所謂的限制競爭法之內容為立法基礎

，但於體系上卻將其置於不公平競爭一章中。 

2.公平交易法第十九之修正 

公平交易法於八十年二月四日公布，八十一年二月四日施行，嗣於八十八年

二月三日及八十九年四月二十六日共歷二次修正。該法第十九條於八十八年二月

第一次修正前，其本文原規定：「有下列各款行為之一，而有妨礙公平競爭之虞

者，事業不得為之….」。惟由公平交易法條文體系之編排而言，現行法第十九

條雖置於「不公平競爭」章名之下，而以「有妨礙公平競爭之虞」規範之，然就

所列各款規範之本質以觀，各國立法例、學說及實務見解，咸認其應為「限制競

爭」與「不公平競爭」行為規範之混合立法。從而八十八年二月公平交易法修正

時，為適用明確之考量，乃將該構成要件增修為「有限制競爭或妨礙公平競爭之

虞者」。換言之，公平交易法第十九條既已明文增列「限制競爭」要件，則其各

款之適用前提，即由單純之「有妨礙公平競爭之虞」，轉變為「有限制競爭或妨

礙公平競爭之虞」。同時，因此項修正，使過去該條文因體系上置於第三章，而

被歸類為不公平競爭之範疇爭議，有重新省思的空間
111

。 

3.公平交易法第十九兼具限制競爭與不正競爭之意義 

從公平交易法第十九條修正過程之發展，原本具有不公平競爭之屬性之條文

，因為加入「限制競爭」之要件，導致該條文具有限制競爭之性質，在適用公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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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 平 法 第 十 九 條 之 立 法 沿 革 ， 參 見

http://www.ftc.gov.tw/SHOWMENUC.ASP?TEMP=TEMPLATETB&TEMPNAME= 會 本 部 單 行 選 單

&MENU=HIERMENUTB&DISPLAYKEY=會本部公佈欄（visited on 2002/5/1） 
111

 同前揭註 1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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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易法第十九條各款之規定時，除了「有妨礙公平競爭之虞」作為適用之前提外

，「有限制競爭之虞」亦為適用該條之前提之一。申言之，我國公平交易法將限

制競爭與不公平競爭之規範，置於同一法典之中，與世界主要國家之立法，將限

制競爭與不公平競爭以不同的法律加以規範之方式不同，已屬特殊的立法形式。

而於不公平競爭之規範中，又加入「限制競爭」之要件，不免讓人對於我國公平

交易法第十九條之體系地位感到困惑。 

基本上「限制競爭」與「不公平競爭」雖然表面上都是與競爭有關之規範，

然而兩者之規範目的與所欲規範之對象並不相同，此乃許多國家將其分為二法分

別規範之原因。限制競爭之規範目的在於維持一個自由競爭之環境，避免擁有較

大市場力之事業，利用其市場上之優勢地位排除他人參與競爭，進而壟斷市場上

之利益，因此市場力之有無，便成為主管機關是否要介入的重要考量因素。然而

不公平競爭規範之目的，則是在於維護公平之競爭秩序，禁止事業以不正當的手

段從事競爭，因此其規範與判斷之重點應該在於行為之正當與否，至於市場力之

大小，應非所問，市場力小或無市場力之事業，只要其在競爭上利用到法律所禁

止之不正當之手段，均應受到規範與禁止，並不能以其市場力小即可以自外於不

公平競爭規範之外，否則無意於承認市場力小之事業可以不公平之手段從事競爭

，顯然並不合理，亦與不公平競爭規範之目的相悖。 

就搭售而言，如前所述，其他主要國家有關搭售之規範，主要是屬於「限制

競爭」之規範範疇，因此往往必須考慮搭售事業之市場力之大小。搭售本身並不

當然就違反限制競爭法，因為搭售行為亦屬於事業開拓市場，吸引消費者之一種

手段，其本身未必就具有不法性，而是因為實施搭售之事業具有一定程度之市場

力，並藉搭售而排除或阻礙他人進入市場，才使得其搭售行為因構成限制競爭而

具有不法性，此乃其他國家將搭售納入限制競爭規範範疇之主要原因，亦為我國

公平交易委員會於適用搭售之規範時，會去考量市場力之有無，亦即傾向於以限

制競爭之角度來解釋適用之原因。因此市場力大之事業為搭售時，必須受到更嚴

格之監督與限制。至於市場力小之事業，縱使為搭售之行為，並不會造成限制競

爭之效果，從限制競爭規範目的之角度觀之，並無禁止之必要。 

然而除限制競爭外，搭售是否亦會構成不公平競爭？雖然如前所述，各國多

從限制競爭之觀點來規範搭售之行為，然而並不表示搭售即不受不公平競爭之規

範。在德國，雖然搭售主要受限制競爭防止法之規範，然而如前所述，學說與實

務之通說均肯定搭售行為如有違反善良風俗，仍然會違反不正競爭防止法第一條

之規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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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上可知，搭售除可能構成限制競爭外，亦有可能構成不公平競爭，而從不

公平競爭之角度觀之，兩者所要考慮之因素即有所不同。於判斷搭售是否構成不

公平競爭時，重要者為其行為正當性之認定，理論上市場力之有無並不重要，只

要搭售之行為有致妨礙公平競爭之虞，即應禁止之。我國於修法後，使得公平交

易法第十九條兼具限制競爭與不正競爭兩種規範之性質，雖然在立法方式上較為

特殊，然而適用時，仍應注意其行為在限制競爭與不正競爭上之不同意義，而有

不同之判斷標準。 

參、聯營租片制度與搭售 

一、錄帶業之著作權問題發展112

隨著歷史的進展，與錄影帶產業相關的著作權問題可以區分為幾部分：最早

是著作權法承認錄影著作屬於著作種類之一，應受著作權法保護。其次為外國人

著作保護規範的發展，主要包括國外影片（以美國影片為主）的錄影帶著作保護

問題，以及隨之而來的著作權保護期間擴大與回溯保護等。再來則是是否應立法

保護著作權人的出租權，使錄影帶出租店的出租行為需取得著作權人之授權，並

繳納授權金。此規範對錄影帶上下游業者的權力關係有極大的影響，直接導致了

發行業對出租業的不當控制，連帶產生了不公平契約、搭售、B 拷、與流片合法

性的問題。 

而對錄影帶著作權規範發展的影響因素包括：國內電影業者的競爭與施壓、

國家對錄影帶產業的態度與規範、美國影業與美國政府對錄影帶產業的著作權利

益之爭取、國內錄影帶代理發行商的利益、下游出租店的反抗或為爭取合法的配

合等。 

（一）1976年~1985年：錄影帶業之起源與著作權問題之發展 

1.錄影帶業之萌芽 

於 1976 年，新力公司首先引進日本新力 Beta 系統的家用錄影機至台灣，不

過在 1976 年至 1979 年這段時期，錄影帶出租業完全是以地下化、非法經營的狀

態為主；此時期錄影帶出租店無公開之店面，租金也因為供給稀少、需求量增加

的情形一度處於昂貴的狀態。而所出租的錄影帶主要來源是經由盜錄電影以及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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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以下之論述，係參考與整理自王維菁，著作權與台灣影音產業的政治經濟分析，世新大學傳

播研究所碩士論文，1999 年，頁 52~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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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國影帶的翻拷、節目的側錄等，成本低廉，也因此錄影帶出租業獲利豐厚，吸

引許多人競相投入此一市場。 

2.錄影帶產業納入行政管理與政府之盜錄取締 

1979 年，行政院新聞局公布「處理錄影帶節目要點」，將錄影帶的進口及市

面流通納入管理，同年 9 月修訂「廣播電視節目供應事業管理規則」，將錄影帶

之製作、租售等納入管理規範。而此時電影業者因不堪錄影帶業者盜錄未下檔電

影的打擊，在 1979 年 5 月成立「影視錄影帶違法營業調查檢舉小組」，自行蒐集

各地錄影帶業的違法事實，向治安單位檢舉，並要求取締。但 1981 年錄影帶出

租業仍日益成長，盜錄影帶風波也日盛，因此，此小組擴大經費、編制，正式成

立「影視錄影帶違法營業調查檢舉專案小組」，加強反盜錄活動。國家機器在此

一時期並沒有積極、主動管理取締盜版錄影帶出租的問題，只扮演一被動回應、

立場模糊的角色。1982 年 6 月，廣播電視法修訂，對於盜版錄影帶在市面的流

通仍未明確有效的遏止或取締。1983 年 4 月，修訂頒佈廣播電視法施行細則，

增訂第五章「錄影節目帶管理」，並於此時開始採取斷斷續續的取締盜錄行動，

這些行動雖然無法有效制止盜錄與盜版帶的流通，卻也開始促成業者尋求合法經

營的動機，而錄影帶業的代理發片制度於是在此時正式引進，不過所代理的正版

影片主要是以當時衝突程度較高的國片、港片電影為主，並沒有西片的代理發行

。 

3.錄影帶列為著作權保護標的與著作權法增列出租權所生搭售、B 拷之問題 

1985 年 7 月 10 日所公佈施行之新著作權法影響日後錄影帶產業發展極為深

遠，新法正式將錄影帶列為著作權保護的標的，使製作錄影帶節目正式納入著作

權法律保護的範圍內
113

。另外，在影帶發行商利益團體的遊說影響下，新著作權

法增列著作權人享有「出租權」的規定，且由於新法並無「第一次銷售原則」的

規定以對出租權產生制衡效果，因此使得台灣成為當時世界「唯一」規定影帶著

作出租需經著作權人授權同意的國家
114

。影響所及，使日後出租業買進錄影帶時

需先與發片商簽約，以取得出租授權，並因此造成發片商與出租業不平等之關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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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之前錄影帶享有著作權保護的僅有電影轉錄的影帶受保障，因著作權保護電影影片，而自製

的錄影帶節目並不包括在舊著作權法保護範圍內。 
114

 當時大部分國家基於文化流通、社會進步的目的，均反對保護出租權，而僅有對出租權保護

的美、日兩國，其出租權保護也僅止於錄音著作與電腦程式兩項，可見，當時台灣立法單位通過

對影片影帶的出租權保護是相當「前衛」，且著眼於發行商利益的作法。而台灣當時會通過此一

法條的因素在於立委認為其他國家也都有出租權的保障，但卻不知有出租權規範的國家也都以「

第一次銷售原則」來平衡此規範，使出租權僅有宣示性意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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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發片商開始以此簽約制度對出租業進行不合理的獨占價格以及進行不合理的控

制，例如：強迫性的影片搭售、出租商沒有選擇影片的權利，甚至沒有得知購買

影片內容的權利，最後只剩被動選擇經營或不經營，簽約或不簽約的權利而已。

而由於發片商強制搭售的影片絕大多數是較不具市場價值的影片，因此出租店為

了平衡成本，開始對有限量的「熱門片」進行拷貝出租，而發行商為維持搭售與

簽約制度，也默許這個俗稱為「B拷」的行為，並以此作為威脅出租店配合的籌

碼，使發行商與出租店不斷處於對立衝突的情境之中﹔而B拷帶的風氣與合法性

，日後也演變成台美著作權談判的重點之一。 

（二）1985年~1993年：美國政經力量之介入 

1.美國影片之影帶著作權保護 

（1）背景 

1985 年之前，由於國內對西片採取配額制度，能進入台灣市場的外國電影

數量有限，且對西片轉錄成影帶的著作權也只保護配額內的影片，在配額之外的

轉錄影帶並不受國內著作權保護，錄影帶業者可以自由拷貝配額外的西洋影片並

加以出租。至於日片由於屬於全面限制進口，因此，日片錄影帶完全不受我國著

作權規範的保障。 

（2）美國要求電影錄影帶須受到著作權保護 

1985 年 10 月，「第三次台美保護智慧財產權諮商」會議召開，以討論錄影

帶著作權的問題為主，美方以美國電影業受到台灣盜錄美國影片造成重大損失為

由，要求我國對配額以外的美國電影錄影帶也提供著作權保護，此要求得到我國

政府的首肯，同意全面擴大對美國影片錄影帶著作權的保護。而國內錄影帶代理

發行商也隨即迅速在 1985 年 11 月主動與外國業者洽談簽約購買國內發行權之事

宜。1986 年 10 月 1 日，為對美方要求有所回應，以及為對影帶內容進行檢查，

新聞局規定所有錄影帶均需事先送審，並於 10 月 10 日又加規定送審錄影帶均需

有出口地電影事業協會的簽證，以防止盜錄，擴大對外國影帶著作權的保護。 

2.回溯保護、延長保護期間與擴大受保護人範圍之規範 

（1）回溯保護 

1987 年 4 月，「台美一般貿易諮商會議」，美方要求在 1985 年著作權法實施

前的美國影片，全部依新法中的本國人所採的創作主義原則加以保護，無論有無

註冊，甚至已超過舊法保護年限（十年）已成為公共財產者，均恢復保護。但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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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攸關產業利益，我國於開始時反對之，但最後還是同意追溯保護至新法實施前

十年。但在 1988 年之「台美貿易諮商」中，我方卻動搖 1987 年所達成之協議，

與美達成妥協同意從寬解釋著作權法，以便回溯保護 20 年。 

（2）擴大受保護人範圍 

在 1988 年 4 月所進行之「台美貿易諮商」，美國提出「受保護人」意義擴大

的要求，認為在美方領域內首次發行的著作也應受我國保護，而首次的定義卻廣

泛地包括在其他國家發行後 90 天內在美國發行者，也算是首次發行。而如依此

認定，則與我國無著作權互惠關係的日、韓等國影片，也可受台灣著作權法的保

護，但這些國家卻不需要對等保護我國著作權產品，形成不對等保護的情勢，而

這樣的方案，可能造成部分無版權之日片錄影帶出租店違反著作權法，影響不可

謂不大。 

（3）著作權保護期間延長 

美方於前述「台美貿易諮商」中更要求將著作權保護期間延長，從著作人終

身加 30 年延長至加 50 年，這對依賴美國著作權商品的產業之利益影響相當重大

。 

（4）我國之反應 

歷經 1988 年與 1989 年「台美保護著作權諮商會議」，在美國電影商之強烈

要求、美方發動「特別 301 條款」之壓力與我國對美國之經濟利益與外交關係之

多重因素考量之下，與美國就著作權保護達成數項共識：包括著作權保護期間之

延長（30 年至 50 年）、正式承認對已成為公共財產的美國影片追溯保護 20 年，

而著作物在其他國家發行後在美國發行者，因不及於無互惠關係的第三國，因此

雙方同意不受國內著作權保護（但西元 1993 年台美著作權保護協定通過，仍推

翻此協議，擴大對外國人著作保護之範圍）。 

3.第一次銷售原則之訂定 

（1）背景 

早期我國著作權法列入「出租權」之規定，但卻未如同多數國家訂定之第一

次銷售原則（The doctrine of exhaustion）（也稱耗盡原則）來制衡著作權法

中出租權的規定。然而第一次銷售原則的增訂受到美國與國內代理商強烈的反對

，美國政府甚至又擬以特別 301 條款威脅台灣，但由於美國本身的著作權法第三

條第 A 項也有第一次銷售原則的規定，於情於理都難以要求台灣立法機關不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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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過此一條款。在這樣的情況之下，學界、輿論界多有支持制訂第一次銷售原則

的呼聲。 

（2）著作權法修正案 

1990 年 1 月 20 日，著作權法修正案正式公布，新法第二十八條第三項增列

第一次銷售原則：「已取得合法著作複製物之所有權者，得出借、出租或出售該

複製物」，因此著作人在著作物所有權移轉後即不再享有出租、出售、與讓與等

散佈權。」然而，數年來隨出租權衍生的代理商的獨占地位已然無從動搖，成為

慣例的 B 拷與搭售問題也已經難以導正，因此，影帶發行商依舊透過各種方式

規避第一次銷售原則，並維持原先的簽約、搭售制度。 

4.B 拷所衍生之問題與聯營租片制度之出現 

1992 年 3 月，在每年特別 301 名單公布前夕，「美國影片輸出協會」（MEPAA

）威脅要向美國貿易局提出控訴，因為台灣的盜版錄影帶（主要指 B 拷帶）已

經造成好萊塢各大片商每年損失至少一千至一千五百萬美金。1992 年 4 月，美

國貿易代表署（United Stated Trade Representative，簡稱 USTR）將台灣列入特別

301 的優先國家名單，理由之一即包括我國對智慧財產權侵權取締的執行效果不

彰，而美國並威脅將選擇任一銷美產品採取懲罰性高關稅、禁止進口或是要求賠

償。為化解美國特別 301 之報復壓力，同年 5 月，新著作權法修正案三讀通過，

其中規定翻拷（B 拷）屬於盜錄行為，而新法也提高對侵權行為的罰金數額，以

使侵權者無利可圖，並收嚇阻之效，另外又對以侵害著作權為常業者加重刑罰。 

在這樣的情況之下，出租業者面臨上下游產業不合理的壟斷產銷行為，必須

被迫接受濫片搭售、全年付款等不平等條約，再加上面臨新產業的威脅，與著作

權法之規範，可說是已經沒有生存空間。故在 1993 年 4 月，在各方壓力下，擁

有最多代理權的標緻嘉通公司宣佈採用單支授權制度，廢除簽約制，但實際上代

理商與上游影片商卻仍未放棄要以各種手段繼續其對下游業者的控制，因此實際

上單支授權只維持了八個月，標緻公司便與外商集團共同推出「聯營制度」，直

接對出租業的經營方式與營收利潤進行控制﹔而其他代理集團如年代影視與協

和國際公司也在不到一年的時間內暗中恢復簽約與搭售制度。因此從以上可以觀

察到 B 拷、搭售與聯營制度出現彼此間之關係與發展流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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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著作權保護對錄影帶產業市場之影響與目前現況115

（一）著作權保護與錄影帶產業市場 

1.著作權保護對錄影帶產業之意義 

對於錄影帶產業而言，著作權保護存在著不同的功能與意義，其規範影片公

司（上游）、代理發行公司（中游）、與錄影帶出租業（下游）間的產業結構關係

。首先是影片公司，影片公司是影片著作權的所有權人，由於影視著作的獨特性

，使得每部影片幾乎都是一種接近獨佔的商品，加上全球影片公司的集中整合，

使得數家主要的跨國影視公司（以好萊塢電影集團為主）幾乎壟斷了全球商業電

影的市場，獨佔了影片的供給來源。而為了爭取這些具有獨占性質影片的台灣代

理權，台灣的代理公司相較之下處於較競爭的狀態，代理商之間的競爭往往使得

代理權與影片價格節節高昇，使跨國影視集團坐收暴利。而代理商一旦取得台灣

影片出租授權，即成為某影視集團台灣獨家代理商，擁有在台影片出租片供給市

場的獨佔權利，而代理商往往藉此權利對下游的出租店行使獨佔的剝削以及經營

的控制。下游傳統出租店經營者彼此連結鬆散、公會效能不彰，因此更使得代理

商對出租店的控制行為更肆無忌憚。 

2.出租業與上游代理發行業關係之演變 

就出租業與上游代理發行業關係之演變，從以上的有關於錄影帶著作權保護

之論述，我們可以整理出以下幾個時期： 

1976－1983 年：錄影帶出租市場無版權、無代理的時代。 

1983 年－1993 年：引進代理發行制度，代理商採契約授權制。 

1993 年－1994 年：單支授權的時代。 

1994 年至今：聯營制度、契約授權與單支授權並行。 

（二）錄影帶產業目前之授權現況 

1.標緻聯營制度 

國內西片代理的龍頭「嘉通標緻公司」，嘉通標緻結合了上游影片公司福斯

                                                 
115

 以下之論述，係參考與整理自王維菁，著作權與台灣影音產業的政治經濟分析，世新大學傳

播研究所碩士論文，1999 年，頁 87~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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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華納、米高梅、聯美、嘉禾、新峰等開始推出「聯營制度」。聯營制度打著杜

絕B拷、保護著作權的美麗光環，實際上卻是以其壟斷獨佔的地位，對下游業者

進行更嚴密的控制，如影帶的定價、支數、利潤與影帶選擇等均由標緻嘉通控制

，並要求消費者另付額外的押金、租金，成為變相的漲價
116

。這樣的聯營制度受

到公平交易委員會之處分，要求標緻必須提供單支授權。而標緻公司在與上游授

權片商協商後，宣布同意改採聯營加盟及單支授權同時進行的制度。但實際上標

緻公司對單支授權的規定仍多所刁難，其中包括價格刻意訂的太高、發行時間較

晚、購買方式複雜、以及缺乏服務等，使出租店還是不得不加入聯營制度。 

2.年代影視：契約授權與單支授權並行 

年代影視部分，其國片與港片採契約授權以及互相搭售的做法，默許拷貝，

但不發給側標，年代的無線港劇、嘉禾影片等港片屬於強片，國片部分則屬弱片

，因此年代以強搭弱，平均每片價格約 2400 元不等﹔至於西片部分，由於 1996

年 7 月後，年代失去哥倫比亞的代理權，因此其洋片部分都是市場價值低、購片

成本也較低的影片，每支價格平均 600 元，採單支授權制度。雖然影片價格似乎

有一定的標準，但據出租店表示，發行公司會評估每個店家出租量的多寡來調整

價格，生意越好，賣的越貴，評估標準在於使出租店的實際利潤維持在接近於可

以生存，但又不會倒閉的邊緣，而多出來的利潤往往被代理商吸食殆盡。 

3.協和國際：契約授權為主 

協和國際主要代理了環球與派拉蒙公司的電影，採取簽約授權與搭售制度，

有些默許拷貝、有些不准拷貝，可拷貝的支數視出租店的出租量而定，因此利潤

的分配也因各店的不同而有差異，但出租店僅能得到維持生存的利潤原則是一樣

的，但一般來說，協和國際的影帶平均每支價格大約 2500 至 4000 元不等。至於

日片部分尚處於有代理發行但無著作權的狀態，因此每支影帶平均要價 560 元，

價格最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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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聯營制度的詳細規定包括：要求出租業者付給標緻 20 萬元的押金、每年 5 萬元的簽約金（1999

年 5 月後漲至 8 萬元），需向標緻購買的電腦硬體 3 萬 5000 元，另外還要付軟體租金每月 1500

元，且最後出租店每個月的標緻影帶之營業額一半屬於標緻公司，不過影帶所有權仍屬於標緻，

並未賣斷給業者。利潤分配計算如下： 

1999 年 5 月以前：不計算押金部分，每家出租店每個月要先付給標緻公司 5666 元 

1999 年 5 月以後：每家出租店每個月要固定付給標緻公司的費用為 8166 元 

營業額一半歸標緻公司，而根據公會統計，扣除掉付給標緻的基本費用，出租店最多也只能拿到

總營業收入的 43％，最少則是以認賠計算，加上扣除掉人事、房租、管銷成本後，幾乎已無多

餘利潤可言，且其對出租店主體性的剝奪，更使出租店變成標緻的直營店，老闆成為標緻的店員

，業者間戲稱此一制度是出租店的佃農制度。同前揭註，頁 95~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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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跨國影帶連鎖出租集團（百視達） 

1997 年 3 月跨國媒體娛樂集團－維康（Viacom）集團旗下的百視達（

BlockBuster）娛樂公司進軍台灣錄影帶出租市場，維康集團擁有派拉蒙電影、

MTV 傳播網、廣播公司與電影院等事業﹔而百視達更號稱在全球 28 個國家擁有

5300 家分店，年營業額超過 5000 億台幣。百視達選擇在 1997 年進入台灣市場

的考量因素包括： 

（1）著作權保護制度在歷經特別 301 威脅後漸趨完整。 

（2）由於著作權問題與有線電視興起使出租店下降至約 1400 至 1600 家之

間，而出租店數量的萎縮使市場規模到達百視達認為可以介入的成熟程度，因此

台灣的著作權發展可說是替跨國影視集團打造了一個理想的市場狀態。 

就百視達與代理片商的著作權關係來看，百視達的影片來源都是單支授權，

沒有傳統出租店所面臨的不公平契約，以及不合理的著作權交易問題如搭售、任

意漲價、受陷於非法狀態、不能選擇影片與數量等問題，也不會面臨聯營系統的

控制等困擾，使得百視達與傳統出租店實際上處於不平等的競爭位置。由於百視

達的母公司掌握了影片上游公司：八大電影公司之一的派拉蒙影業，加上不斷擴

大的下游出租店，使代理發行公司反而處於上下受制的狀態，但對百視達而言卻

是產生了垂直整合的優勢效果；也因此百視達可以享有一般出租店所沒有的優渥

待遇。 

三、我國公平交易委員會已處理有關聯營租片制度之案例

類型與處理原則 

（一）概說 

從上述對於錄影帶業與著作權法制之發展過程中，我們認為在處理有關著作

物搭售之議題上，需要先就整體的錄影帶產業與著作權法制間之關係以及目前之

發展現況，有通盤之了解後，以此作為處理著作物搭售議題之基礎，應該是比較

適宜、妥當之作法。在這樣的發展過程中，可以觀察到就聯營租片制度的產生，

其實在整個錄影帶產業之生成過程中，是比較晚近的事。 

從上述之發展歷程中，可以知道其實搭售問題在聯營租片制度尚未產生的時

候，便已存在。但聯營租片制度其實某程度強化與提高影片代理商進行搭售之可

能性，公平交易委員會基於競爭法主管機關之立場與公平交易法禁止搭售的規範

 60



 

，因此介入聯營租片制度所可能衍生之公平交易法上之問題。而就公平交易委員

會所處理過有關著作物搭售之案例類型，最大宗者係對於影片代理商或錄影帶上

游業者利用其控制電影影片或 KTV、MTV 等視聽著作之通路，以其市場之優勢

地位或加盟制度對於下游錄影帶出租業者或 KTV、MTV 影帶有使用需求之業者

，於定型化契約中列有搭售條款，迫使下游業者必須接受搭售約款，一併購買不

熱門甚至是不知名或是無法預見可能購入之影帶為何之錄影帶等，否則即無法取

得其所需要之錄影帶等，對於市場之競爭造成一定之妨礙與影響。以下，針對公

平交易委員會已處理過之案例，加以類型化以及介紹、說明與分析。 

（二）類型一：濫用市場地位強制搭售 

公平交易委員會處理過之案例中，有關著作物之搭售，類型一即為利用其市

場地位強制搭售。茲就發生過之案例，擇其要者說明之： 

1.學者有限公司因搭售違反公平交易法案（(81)公處字第○二一號） 

學者公司因被檢舉要求出租業者一次購買四十部院線片不得選片，經調查後

公平交易委員會之意見謂： 

（1）判斷是否符搭售之構成要件 

學者公司要求出租業者一次需購買四十部不得選片，該四十部院線片內容並

非自成一套，原可一部部購買，而被處分人卻不許出租業者只簽其中之數部及不

許出租業者選片，則其約定便有搭售之特徵。 

（2）判斷搭售是否違法 

學者公司為國內兩大國語院線片錄影帶發行業其中之一家，核其行為該公司

係利用握有特定錄影帶獨家發行之市場優勢地位以簽訂定型化契約進行搭售行

為，而出租業者在與之簽約後，因其資金融通受到限制，因而降低向其他錄影帶

發行業進購錄影帶轉租之能力，此不但顯已影響出租業者依影片上映情況之叫座

與否為決定進購院線片錄影帶之衡量標準，並使錄影帶發行業之競爭活動產生抑

制與妨礙，已違反公平交易法第十九第六款之規定。另外，學者公司無法提出有

提供交易相對人一部購買機會之證據，是故交易相對人並無影片種類之自由選購

權。 

（3）小結 

公平交易委員會於本件認為學者公司利用其市場優勢地位進行搭售，且使相

對人無自由選片之行為，已違反公平交易法第十九條第六款之規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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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有關美華影視股份有限公司被檢舉以加盟合約方式，壟斷市場調漲價格，涉

有違反公平交易法規定案（(84)公處字第一四九號） 

美華影視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稱美華公司）被檢舉透過加盟
117

簽約方式，壟

斷伴唱錄影帶發行市場，除收取加盟金外，並KTV業者在無選擇權之下，不論節

目之好壞或是製作完成與否，均需一次購買三百首歌曲之伴唱節目帶。經調查後

公平交易委員會於處分書表示下列意見： 

（1）判斷是否構成搭售 

美華影視公司以加盟合約授權方式銷售伴唱錄影帶，其加盟合約書中規定，

以該公司總代理寶麗金等唱片公司所出品之三百部單曲伴唱錄影帶為合約之發

行標的，實際提供之伴唱帶內容亦由甲方單方決定。揆諸目前伴唱錄影帶市場多

有單卷選擇買賣之交易方式，該公司欲以三百首單曲伴唱帶成套銷售搭售之意圖

至為明顯。 

（2）是否給予交易相對人購買單項產品之機會 

按該加盟合約書中雖規定「甲方所提供之單曲伴唱錄影帶每卷單價新台幣二

千四百元整」，似仍允許買受人購買單項產品，惟按上述該合約書「交易方式」

規定，ＫＴＶ業者必須支付美華影視公司加盟權利金新台幣五萬元整，方能以每

卷單曲伴唱錄影帶新台幣二千四百元之價格購買，其單卷購買所應支付之價金，

與目前單卷購買價格之市場行情比較，顯不合理。 

（3）是否具有一定程度之市場力 

以新歌之發片量為計算基礎，該公司市場占有率達百分之十七•八，顯見該

公司已具市場地位，對伴唱錄影帶擁有一定程度之市場力。該公司利用伴唱錄影

帶享有著作權物之獨家排他性及消費者對流行新歌之偏好性等商品特性，迫使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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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平交易委員會最早針對加盟聯營制度作出處分係(84)公處字第○六一號「標緻錄影股份有限

公司被檢舉招募會員加盟簽約店，又片面追加附約書，致業者權益受損案」，該案公平交易委員

會之所以介入是因為標緻公司採取加盟聯營契約書之方式，與下游錄影帶出租店業者合作推廣錄

影帶出租業務，但因該公司以招募出租業者加盟聯營為唯一之交易方式，否則即拒絕與其交易，

影響錄影帶店提供消費者完整選片之權益。是故公平交易委員會有下列意見： 

(一)就標緻公司之市場地位、所屬市場結構與商品特性而言，因錄影節目帶係著作權物享有獨家

排他性，一般消費者對製片公司影片之選擇亦具有強烈之偏好性，對於特定製片公司品牌忠誠度

高於一般商品，各錄影帶出租店在顧及片源完整性之壓力下，將被迫接受標緻公司所擬訂加盟聯

營契約書之各項交易條件，可知該公司以要求加盟聯營為唯一交易條件，其限制應屬非正當。  

(二)在標緻公司成功運用其加盟聯營經營策略之後，益形強化其優勢競爭地位，勢將恃以修訂對

出租店業者更不利之交易條件，此點由有妨礙上下游業者公平競爭之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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ＴＶ業者在顧及歌曲選擇完整性之壓力下，必須成套購買美華影視公司提供之三

百部單曲伴唱錄影帶，ＫＴＶ業者無法自由選購單曲伴唱錄影帶，有妨礙單曲伴

唱錄影帶市場公平競爭之虞。 

（4）小結 

美華影視公司以加盟合約授權方式成套銷售伴唱錄影帶之搭售行為，已構成

違反公平交易法第十九條第六款之規定。 

3.協和育樂股份有限公司為不正當限制交易相對人之事業活動案（(85)公處字

第一三三號）
118

協和育樂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稱協和公司）被檢舉以聯營拆帳方式推出加盟

合約，利用其特定影片獨家發行之市場優勢地位，以斷絕未簽約加盟者單片買賣

之機會，並對加盟店進行強制搭售次級銷售帶之行為。經公平交易委員會調查後

表示如下意見： 

（1）單支買賣交易秩序之建立──協和公司未完全提供單支買賣之交易機

會 

錄影帶出租業興起於民國七十年代以來，國內總代理商 (Ａ拷發行商) 與出

租店業者之間已形成一定交易方式，其中「包裹簽約買賣」涉有違反該行公平交

易法之規定，前經本會命其改採單支銷售，因此單支買賣已形成業共同認知之交

易方式，全國數千家下游出租店業者並據以經營多年，形成錄影帶出租業一定之

交易秩序。今被處分人改以定型化加盟合約書之條款限制其下游業者須配合以加

盟聯營，迄至八十四年十二月底前，亦未提供下游業者單支購買之交易機會。該

公司雖於八十五年元月起調整發片方式，其多數影片已回復原有單支買賣之交易

方式，仍保留部分影片作聯營拆帳，尚未完全提供單支買賣之交易機會。 

（2）從著作物商品之特性與著作物平行輸入禁止之角度觀察 

被處分人代理美國八大影業環球及派拉蒙等影片在台發行權利，該等八大影

業公司皆為國人所熟識之製片公司，已有其一定之市場需求；而本案系爭錄影節

目帶商品又與一般非著作權物商品不同，係享有獨家排他性之著作權物，而八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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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另外，如（八九）公處字第○七八號得利影視股份有限公司因搭售VCD違反公平交易法處分

案，公平交易委員會衡酌被處分人營業規模、VCD產品特性、發行業者及出租業者間不對等之市

場地位、發行業者獨家代理下影響及於全國出租業者等因素，認為被處分人銷售VCD之方式，已

構成有妨礙公平競爭之虞之搭售行為，違反公平交易法第十九條第六款之規定，可一併參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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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年修正通過之著作權法，對著作物之平行輸入有所限縮，下游業者合法取得錄

影帶顯須仰賴協和公司。 

（3）優勢市場與經濟地位 

被處分人相對於目前多為個別獨立經營之出租店業者而言，擁有優勢經濟地

位，下游出租店業者於顧及片源完整性之壓力下，將被迫接受被處分人所擬訂之

各項加盟條件，其限制應屬非正當。 

（4）小結 

協和公司挾其競爭優勢地位，以定型化加盟合約書之條款限制出租店業者之

事業活動，且未合理提供交易相對人單支購買之交易機會，構成公平交易法第十

九條第六款之違反。 

（三）類型二：不合理調漲單支售價強制搭售 

因為公平交易委員會對於聯營租片制度有無違反公平交易法關於不公平競

爭之規範，向來所採取之標準主要是在於「是否有提供交易相對人購買單支之機

會」。因此實務上便發生上游業者雖然沒有附加任何限制地可以單支購買，但其

單支售價顯不合理與相當之案例，茲就案例事實與公平交易委員會見解說明如下

： 

1. 家韻傳播製作有限公司因不正當限制他事業活動案（(86)公處字第一六八號

） 

家韻傳播製作有限公司（以下稱家韻公司）被檢舉以大幅提高單曲伴唱帶訂

購方式迫使交易相對人成套購買之搭售行為違反公平交易法。經公平交易委員會

調查後，表示如下意見： 

（1）大幅調漲單支售價之不合理性 

公平交易委員會於此案參考家韻公司所提供之成本資料，認為雖然家韻公司

因先前公平交易委員會處分美華公司之定型化交易合約中，訂立交易相對人需支

付權利金始能單支購買之交易條款構成搭售行為，而違反公平交易法第十九條第

六款規定論處，而在其合約中取消原本參考美華公司之加盟權利金條款。沒有附

加限制地允許交易相對人購買單項產品，但公平交易委員會發現其單價之定價，

較上一年調漲幅度達二００%，從其成本資料分析，不足說明其大幅度調整單支

售價之合理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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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搭售意圖明顯 

調整後之訂價（按：單支三、六００元），較一次訂購五套以上，款項一次

付清之單曲伴唱帶價格一、二○○元，顯然過高，被處分人以大幅調高單支訂價

之手段，使交易相對人無法自由合理選購單支單面伴唱帶，被處分人欲以上六十

首單曲伴唱帶成套搭售之意圖至為明顯。 

（3）從著作物特性與是否具一定市場力之角度觀察 

因單曲伴唱帶係享有著作權獨家排他性之商品，且該公司為主要發行代理商

之一，對單曲伴唱帶擁有一定程度之市場力。被處分人利用交易相對人顧及歌曲

選擇完整性之經營壓力下，以大幅調高單支訂價之手段，使交易相對人無法自由

合理選購單支單曲伴唱帶，有妨礙單曲伴唱帶市場公平競爭之虞。 

（4）小結 

本案被處分人以大幅調高單支訂價方式，迫使交易相對人成套購買單曲伴唱

帶之搭售行為，已構成違反公平交易法第十九條第六款之規定。 

（四）見解分析 

針對公平交易委員會歷來所處理過有關聯營租片制度之案例見解，分析如下

： 

1.著重於是否提供交易相對人「單支購買」之機會 

首先，對於加盟聯營之制度，在不影響整體市場機制正常運作之下，公平交

易委員會是採取不介入之立場，但若是對於未加盟之下游業者，拒絕授與租賃權

或是無法從任何其他之合法管道取得該公司之產品，則加盟聯營制度即有其非難

性，公平交易委員會亦會介入該項聯營制度。換言之，就錄影帶出租業者或KTV

經營者而言，能夠取得完整之片源是維持其競爭力之基本要求，若是因為未加入

加盟聯營，即喪失取得片源之機會，公平交易委員會認為如此之限制有礙市場之

自由競爭。而從公平交易委員會所處理有關聯營租片制度之案例，我們可以觀察

到，公平交易委員會在判斷被處分人之搭售行為是否違法，很重要的一項標準即

在於：是否給予交易相對人有選擇單支購買之機會。申言之，交易相對人對於交

易標的物是否有充分之選擇自由，成為搭售行為是否能夠被合理化之一項重要判

斷標準。同樣的情形，其實也出現在整批授權之情況下，由於整批授權之方式將

導致被授權人在取得其所希望之著作授權之同時，亦伴隨獲得其所無欲或無需利

用之著作授權，使其授權行為同時發生「搭售」的問題。依據美國法院的看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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雖然在整批授權之制度下，被授權人有可能被迫得到對其無用之著作授權，但是

如果授權人在進行授權時，倘許可訂定個別授權之方式，即同意就單一著作個別

授權時，便不致於產生「搭售」之問題，因為被授權人尚有充分之選擇自由，可

以決定究竟要採個別授權或整批授權的方式，既無經濟上予以「強迫」之意思，

便不構成搭售
119

。 

2.著眼於著作物特性 

公平交易委員會在判斷搭售行為是否違法時，除了依循前開公研釋０四五號

所提出之考量因素：如出賣人就搭售產品是否擁有一定程度之市場力、有無妨礙

搭售產品市場競爭之虞、是否具有正當理由等。另外，在涉及聯營租片制度之案

件中，會特別依據公平交易法施行細則第二十五條第二項之規定，針對市場地位

、市場結構與商品特性等因素加以考量，尤其是商品特性此一因素，公平交易委

員會針對著作物之特性此點，予以高度之重視。例如在標誌公司招募加盟會員違

反公平交易法案
120

，公平交易委員會認為錄影帶節目具有以下之特性：「錄影節

目帶係著作權物享有獨家排他性，一般消費者對製片公司影片之選擇亦具有強烈

之偏好性，對於特定製片公司品牌忠誠度高於一般商品」，另外在美華影視股份

有限公司被檢舉以加盟合約方式，壟斷市場調漲價格，涉有違反公平交易法規定

案
121

，公平交易委員會認為：「伴唱錄影帶享有著作權物之獨家排他性及消費者

對流行新歌之偏好性等商品特性」。由此可知公平交易委員會認於處理此類案件

時，也注意到著作物本身具有與一般非著作物商品不同之特性，並列入考量之因

素。 

因此，公平交易委員會在處理此類案例類型中，並非單就被處分人的市場佔

有率大小為論證，而考慮到KTV業者以及錄影帶業者，基於消費者對於片源完整

性、流行新歌的偏好性以及歌曲選擇完整性的需求，對於被處分人會產生一定的

依賴性，而該依賴性由於著作物的獨家排他性，使得KTV業者與錄影帶業者並無

足夠之期待可能性，能夠轉而與其他事業從事交易。再者公平交易委員會於「協

和育樂股份有限公司案」的處分書
122

中，特別強調被處分人所代理之影業公司的

產品聲譽，其論斷的理由頗為接近德國法上對於「頂尖產品依賴性」的判斷理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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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周信宏，著作財產權授權契約之研究，台大法律研究所碩士論文，85 年 6 月，頁 212。美國

法上搭售行為是否可被譴責，其核心的判斷標準即在於是否「強迫」交易相對人接受其搭售行為

，而無其他之交易方式可供選擇。 
120

 參閱前揭案例，(84)公處字第０六一號。 
121

 參閱前揭案例，(84)公處字第一四九號。 
122

 (85)公處字第一三三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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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亦即在此種依賴性類型，顧客的期待（Erwartung der Kunden）亦為關鍵之認

定標準，即應探求顧客是否普遍認為，與依賴事業同類或同等級之事業，應供應

某種品牌產品，此種「品牌意識」（Markenbewußtsein）造成消費者認為該產品

具有同類產品中不可取代之地位，而銷售者欲改變此一需求偏好與市場趨勢亦幾

無可能者，即成立依賴性
123

。此外，同一處分書亦點出「被處分人相對於目前多

為個別獨立經營之出租店業者而言，擁有優勢經濟地位」，似亦有在適用依賴性

理論時，採取與德國法相同的立場，將被保護人限縮於中小企業的意旨。 

肆、分析與檢討 

對於聯營租片制度所產生之公平交易法問題，究竟應如何處理，經由以上之

分析，可以得出一些處理原則： 

一、搭售並不屬於著作權人「行使權利之正當行為」 

搭售行為是否可以被認為屬於行使權利之正當行為，而依公平交易法第四十

五條之規定，排除公平交易法之適用？如前所述，屬於行使著作權之正當行為，

必須是在法律所保護期間內行使法律所賦予之權利內容之行為。在我國著作權法

固然賦予著作權人重製之權利，然而並未如其他國家賦予其一個廣泛之散布權。

惟縱使賦予散布權，散布權之內容也僅在於賦予權利人散布受保護之著作物或其

重製物之權利，至於其於散布該等著作物或其重製物時，所利用之銷售方式，並

不屬於權利之內容範圍。是以雖然著作權人銷售其著作物，屬於行使權利之範圍

，然而如果以搭售之方式為散布，而該行為對於自由競爭或競爭秩序有所影響，

則不能以行使權利之正當行為為由，而主張排除公平交易法之適用。 

二、搭售可能構成限制競爭，亦可能構成不公平競爭 

如前所述，我國有關搭售之規定，於公平交易法修正後，明顯兼具限制競爭

與不公平競爭之規範性質，雖然在立法例上較為特殊，然而從國外立法與實務上

之觀察，可知對於搭售主要是以限制競爭之規範加以處理，雖然如此，並不排除

其受不公平競爭法規範之可能性，亦即搭售行為不僅可能構成限制競爭之行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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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參閱單驥、何之邁、吳秀明，從依賴性理論探討相對市場優勢地位—以公平法立場之研析適

用，行政院公平交易委員會 88 年度合作研究計畫六，1999 年 3 月，頁 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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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有可能構成不公平競爭之行為；惟兩者所考量之因素並不相同。構成限制競爭

之搭售行為未必也會構成不公平競爭之行為；反之，構成不公平競爭之搭售行為

亦未必會構成限制競爭之行為。 

三、於判斷搭售是否有限制競爭之虞時，應考慮市場力 

由前述各國之說明分析，可知於判斷某一搭售行為是否有限制競爭之虞時，

市場力之大小一直是重要之考慮因素，此乃因為必須具有一定程度之市場力之事

業為搭售行為時，才有可能產生排除或阻礙他人進入市場之作用，此時始有予以

規範之必要。否則若無市場力或市場力極弱之事業，其所為之搭售未能達到足以

影響其他事業進入市場參與競爭，並無禁止之必要。我國實務上於判斷搭售是否

違法時，一直是將出賣人在搭售產品所擁有之市場力列入考量之因素，誠屬正確

。 

四、於判斷搭售是否有不公平競爭之虞時，市場力之大小

並非所問 

惟事業縱使是因為不具有市場力，而使其所為之搭售不會產生限制競爭之效

果，而無禁止之必要，並不表示該搭售之行為亦不受公平競爭之規範。不違反限

制競爭之搭售行為，只要其有妨礙公平競爭之虞，從不正競爭之觀點，仍然有予

以規範、禁止之必要，事業並不能以欠缺市場力為由，而主張其行為不受不公平

競爭之規範。否則如前所述，無異於承認市場力小之事業可以為不公平競爭行為

，顯然並不妥當。 

於判斷搭售是否構成不公平競爭之判斷上，所應考慮者為其行為之正當性與

公平性，至於該事業市場力之大小如何，並非所問。如前所述，在德國如果所為

者是隱藏性搭售，亦即搭售與被搭售之商品並未分別定價，且以總價額銷售，由

於造成購買者於比較價格上之困難，其搭售行為之正當性就容易受到質疑，而有

被認為構成不公平競爭之可能。 

我國實務上歷來對於搭售行為之違法性判斷，大多從限制競爭之角度出發，

考量事業市場力之大小，以及其對被搭售產品市場競爭之影響，而忽視搭售在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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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平競爭上之意義，未來於適用法律時，宜注意及之。例如前述家韻公司大幅調

漲單支伴唱帶售價一案
124

，其實其手段亦有可能涉及不公平競爭，因此在理論上

可不必去考量市場力有無之問題。總言之，競爭法主管機關在面對此類案件時，

除了從限制競爭之角度出發外，不應忽視搭售在不公平競爭上之意義，而應從事

實面觀察是否有構成不公平競爭之可能，此為日後處理相關類似之案件應注意之

處。 

五、擁有著作權並不表示就具有市場力 

在判斷搭售之合法性與否，市場力有無為一相當重要之因素。然而擁有著作

權是否就會被認為具有市場力？公平交易委員會於處理著作權相關案件時，往往

會考慮「著作特性」，同時認為「錄影節目帶係著作權物享有獨家排他性，一般

消費者對製片公司影片之選擇亦具有強烈之偏好性，對於特定製片公司品牌忠誠

度高於一般商品」，或是認為「伴唱錄影帶享有著作權物之獨家排他性及消費者

對流行新歌之偏好性等商品特性」，以強化其對市場力之說明。 

由於著作物受有著作權之保護，而著作權為國家法律所賦予之一種排他性權

利，因此著作權人於締結契約時，往往能居於較為有利之地位。再加上著作在人

格精神上之表現程度遠較其他智慧財產權高，每一項創作之內容深深地反映著著

作人之個性或人格特質，相對於其他智慧財產權保護之客體，著作具有更高之獨

特性與不可替代性，此亦使得著作權人之締約地位更具優勢。 

著作權人享有排他性之地位以及較為有利之締結契約地位，是否就可以認定

表示其具有市場力？嚴格言之，兩者雖然關係密切，然而彼此之間並無絕對必然

之關係，尚不能等同看待。著作權之排他地位，固然有助於著作權人形成市場力

量，然而並不能理所當然地認定排他性本身就具有市場力，具有足以支配市場之

力量。通常如果只是擁有單一或只是少數幾個著作權，並不容易達到具有足以支

配市場之力量，因為雖然著作有較高之獨特性與不可替代性，然而通常仍然會有

其他的著作可以滿足社會上之需要。如果擁有著作權之數量達到一定之程度，而

足以支配市場，或具有優勢之市場地位，則仍然有可能被認定具有市場力量。 

總結來說，著作權之排他地位，固然有助於著作權人形成市場力量，但不能

理所當然地認定排他性本身就具有市場力。而於著作物搭售是否構成限制競爭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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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6)公處字第一六八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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處理上，市場力量有無之認定，仍是必要的。若參考前述德國之相對依賴性理論

，本文認為，因為著作物有其獨特性與不可替代性，著作物之需求者與供應者之

間具有較高之依賴性，因此在市場力量有無之認定上，應可採取較寬鬆之態度。

亦即，相較於一般商品搭售案件中，就搭售行為者市場力有無之判斷，例如一定

之市場佔有率，對於著作物之供應者，應可採取較低之門檻，此為競爭法機關日

後處理相關案件時，應予以注意之處理原則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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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著作權之行使與警告信函 

壹、前言 

智慧財產權之行使往往會涉及警告信函之問題，亦即權利人向涉嫌侵害其權

利之人，甚至向其交易相對人，發函警告其所製造、銷售甚至購買之物品可能會

構成侵權，甚至進而要求其停止之。 

發警告函固然是行使權利之行為之一部分，然而有時卻也成為權利人藉以排

除競爭之手段，而造成競爭對手或其他交易對象之困擾，並進而向公平交易委員

會投訴檢舉以為反制。公平交易委員會歷來處理這類之案件相當多，並於民國八

十六年將其於過去案例所累積之經驗與見解，訂立「行政院公平交易委員會審理

事業發侵害著作權、商標權或專利權警告函案件處理原則」（以下簡稱處理原則

），作為往後案件處理之標準。該標準嗣後於八十八年與九十年經過修正。 

雖然如此，由於過去所發生之案件，多是專利權人發警告信函而產生之問

題，因此前揭處理原則主要是以專利權之行使作為規範對象，可能公平交易委員

會當時考慮到著作權與商標權未來可能也會產生類似之問題，因此將其一併納入

規範。然而無論如何，該處理原則畢竟是以專利權為出發點，而且制訂當時所累

積者主要亦為專利案件之經驗，因此將該處理原則適用於其他智慧財產權時，不

免產生格格不入之現象。本文擬從著作權之角度出發，首先探討其與專利權之差

異，然後重新檢視該處理原則適用於著作權之行使之妥當性，以供公平交易委員

會參考。 

貳、著作權與專利權之差異 

著作權與專利權之差異，除表現在權利取得之方式有所不同之外，在權利之

內容之排他效力上以及權利內容上，亦均有所不同。 

一、著作權之取得較專利權容易 

首先就權利之取得而言，著作權採創作保護主義，而專利權之取得必須經過

實體審查，因此一著作是否符合著作權法之保護要件，往往必須等到著作權侵害

糾紛發生時，才由法院加以確定，此與專利權係經由主管機關於事先就其是否符

合保護要件加以審查之情形顯有不同。由於著作權是未經事先審查之權利，因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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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著作權侵害糾紛中，經常會牽涉到很根本之問題，亦即著作權是否確係存在，

以及著作權究竟應歸屬於誰之問題。 

二、著作權之權利內容和範圍都較專利權小 

在權利內容上，著作權與專利權亦有不同。專利權之權利內容較廣，原則上

包括製造、販賣、使用、進口（專利法第五十六條），如果與著作權人所享有的

各種權利相比較，著作權法並未明文規定著作權人享有販賣權，至於使用權，著

作權人原則上也只是享有特定之使用權，例如重製、公開使用等權利，而非廣泛

之使用權。除此之外，專利權之權利範圍，係由專利權人於申請時自行決定，嗣

後雖可能會經過修改，然而一旦通過審查取得專利權，其專利權之範圍即依其專

利請求範圍而定，因此較有經驗之專利申請人往往能就其發明之技術思想申請取

得保護範圍較大之權利。至於著作權則其受保護之權利範圍，只及於其創作內容

之表達（expression）而已，而不及於思想、觀念，因此其保護範圍就較為有限

。就此觀之，著作權不論是在權利內容上，或在受保護之權利範圍上，都不及於

專利權。 

三、著作權之排他效力較專利權弱 

在排他性之效力上，專利權之排他性，最主要表現在於同一技術只能給一個

專利。縱使有數個不同之人，各自分別開發完成相同之技術，也只能有一人可以

享有專利權。由於我國專利法採取先申請原則，而非先發明原則，因此縱使發明

在先，但申請專利在後，仍然無法得到專利權之保護，因此專利之申請，以及申

請之時間先後都非常重要。而取得專利之人，可以禁止他人使用該技術，縱使他

人是自行開發，原則上亦不得使用
125

。。在著作之情形，只要不涉及抄襲，數個

人縱使分別完成內容相同之著作，都可以分別享有著作權之保護，亦即著作權不

僅是容許「平行創作」，而且容許「平行保護」。由此觀之，著作權在保護上之排

他性就較專利權。 

法律之所以在保護上賦予專利權最強之排他性，主要之原因應該在於專利技

術之開發，往往需要耗費較多之資金，以購買研發所需要之相關設備與原料，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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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例外之情形，如他人是於專利權人申請專利之前，即已經在國內使用該技術，或已經完成必

須之準備者，則為專利權之效力所不及，見專利法第 57 條第 1 項第 2 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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網羅研發人才，不僅技術開發之風險高，縱使順利完成技術研發，商品市場化成

功與否之風險亦高，而且專利申請人願意於取得專利之同時，將其技術內容公諸

於世，因此有必要賦予專利權較強之排他性，使權利人得到較為周延之保護，以

獲取較高之經濟利益，而回收其研發成本。相對地，著作權在這方面之考慮因素

就較少，因此其在保護上之排他性，相對地就比較弱。在著作權之情形，由於著

作權法在於保護具有原創性之著作，縱使兩著作之內容相同，只要無抄襲之情事

，容許兩者均能取得著作權之保護，並不違反著作權法保護之目的，並無必要讓

先完成者取得獨占之地位，而完全排除他人另外自行創作並受保護之空間。 

由上述之比較，可知著作權與專利權顯然並不相同。雖然著作權較專利權容

易取得，然而相對地，著作權不論是在權利內容、權利範圍或是在排他性之效力

等方面，都較專利權弱。 

四、著作權侵害之刑罰使著作權之排他效力不容被忽視 

除權利本身之比較外，值得注意者，發明專利權侵害之刑事責任已經於民國

九十年十月二十四日修法時被刪除，雖然目前新型和新式樣專利之侵害仍然有刑

事責任，然而在下一波之專利法修正草案，將被全面除罪化。然而著作權侵害之

刑事責任，目前尚無除罪化之傾向，甚至由於近年來著作物仿冒案件層出不窮，

在美國之壓力下，反而有擴大刑罰或非告訴乃論之傾向。此一傾向是否妥當，不

無疑問，因為著作權侵害往往認定並不容易，而且國人過去「以刑逼民」之作法

，更使得絕大部分之著作權案件皆以刑事案件處理，法官在認定不易且道德非難

性不高之情形下，往往以各種理由從輕處理，就結果面來看固無不當，然而尋找

理由論證之過程中，卻有意無意使著作權法之基本觀念與理論受到侵蝕。如果能

就著作權侵害除罪化，讓著作權侵害案件回歸到民事程序處理，只有在例外之情

形，特別是侵害重大之案件才有刑事責任，將是較為妥當之作法。 

由於目前著作權侵害仍然有刑事責任，且經常為權利人所利用，並利用檢警

搜索扣押之犯罪偵查權來遂行其權利，因此雖然表面上著作權人之權利內容或排

他效力都較弱，然而由於其可藉刑罰來行使其權利，著作權人實質上所享有之排

他性效力仍不可被輕忽。 

五、著作權侵害之認定有其困難 

在專利侵害案件中，對於是否構成專利之侵害，在認定上非常困難，往往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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個專家所為之鑑定結果並不相同，如果專利權人可以恣意行使其權利，將會對他

人以及競爭秩序造成相當大之影響，此乃專利法對於專利權人提出告訴時，要求

其必須檢附「侵害鑑定報告」（舊法第一百三十一條第二項）或「比對分析報告

」（新法第一百三十一條第二項）之原因。基於同樣之原因，在公平交易委員會

在警告函案件處理原則中對於專利權人透過發警告函行使權利之行為，亦加以限

制。 

在著作權侵害案件，雖然對於侵害之認定並不似專利侵害複雜，然而並不表

示著作權侵害之認定就較容易，其實不僅是電腦程式著作之侵害認定有其困難性

，縱使是一般著作，有時候要認定其是否構成侵害也相當困難，因為在著作權法

上仍然有許多判斷之空間，特別是如何判定他人之行為是否構成合理使用，不僅

對檢察官、法官而言相當困難，甚至不同專家學者所為之鑑定結果亦不見得相同

，此由許多著作權官司經常纏訟多年即可知。因此前述專利權行使上之顧慮，在

著作權之領域，似乎也有相同之顧慮。 

六、小結 

由上述之分析，可知著作權在許多方面與專利權並不相同，就理論上而言，

著作權之排他效力遠不及專利權強，其並不能排除他人之平行創作，只要他人無

抄襲之情事，並不會構成著作權之侵害。而且著作權只保護表達而不及於思想觀

念，縱使觀念相同，但表達方式不同，並不會構成著作權侵害。由此觀之，似乎

著作權之殺傷力較弱，對競爭秩序之影響似乎不如專利權大。 

然而如果進一步比較，可以發現其實著作權之行使對競爭秩序仍然有一定程

度之影響。由於著作權是採取創作保護主義，其權利之取得並不需要經過嚴格審

查，至於其是否真正具備著作權之保護要件，則通常是等到著作權侵害訴訟中，

被告對於原告享有著作權有所爭執或抗辯時，才由法院依照著作權法之規定認定

之。因此在著作權人行使權利之階段，或是在發警告函之階段，其權利是否真正

存在，其實通常尚未經過任何機關或法院就此加以審查或確認。加上著作權侵害

原則上都有刑事責任，甚至有些屬於非告訴乃論之罪，著作權人可以利用檢警搜

索扣押之犯罪偵查權來行使其權利，甚至打擊競爭對手，對於相對人所形成之壓

力相當大，特別是著作權人之權利尚未經過任何確認。因此雖然著作權本身之排

他性有限，但透過刑罰與犯罪偵查所形成之實際上排他效力，並不亞於專利權，

對於競爭秩序仍然會造成影響。 

參、警告函處理原則適用於著作權之基本原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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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於前述著作權與專利權之差異性，吾人於適用警告函處理原則處理著作權

案件時，應注意到下列幾項原則： 

一、著作權之不確定性高，公平交易委員會於必要時須自

行認定 

由於著作權之取得並未如專利權般經過主管機關審查，因此雖然取得較為容

易，但相對地權利之不確定性亦高。著作權人是否真正享有著作權，以及權利之

歸屬如何，往往是著作權侵害案件最常見之爭議。例如在我國加入 WTO 之前受

我國保護之外國人著作極為有限，而代理銷售人卻經常以著作權人或其被授權人

自居，而行使其「著作權」。此外，由於著作權交易相當複雜，許多被授權人往

往亦不甚清楚其所取得之權利範圍如何，即率爾行使其權利。 

對公平交易委員會而言，於認定是否屬於行使權利之正當行為時，首先必須

確定行為人是否為有著作權之人。此一問題在專利之情形，因為有主管機關之審

查，因此至少在形式上較不成問題，至於該專利是否嗣後會被舉發撤銷，並不影

響公平交易委員會之判斷，公平交易委員會只要專利權人於行使權利時，形式上

擁有一個有效之專利權即可。然而在著作權之情形，由於欠缺主管機關之認定，

而且如果公平交易委員會於審理過程中，法院並未就此有所認定，則公平交易委

員會於處理案件時，恐無法避免必須對行為人是否享有著作權之基本前提問題加

以判斷。或許有人會質疑公平交易委員會是否有自行認定之權限？固然是否有著

作權一事，法院之認定具有最終之確定性，然而公平交易委員會亦為適用法律之

機關，於適用法律之權限範圍內，當然亦有權認定事實而為法律之適用。如果在

公平交易委員會審理之過程中，一方當事人向法院起訴請求確認著作權存在或不

存在，由於法院之認定結果往往為公平交易委員會處分之根據，公平交易委員會

於此種情形得考慮暫停處理，而等待法院判決之結果。然而無論如何，在法律未

規定公平交易委員會必須暫停處理之情形下，是否要暫停處理，應屬公平交易委

員會可以依職權決定之範圍。公平交易委員會亦可以認為如果等到法院三審確定

公平交易委員會再為處理，恐延宕時日過久，對於案件之處理已經喪失其意義，

而於自行衡量情形之後，在法院第一審判決後即續行處理。當然，著作權之認定

有其困難性，然而此並不成為公平交易委員會迴避自行認定之必要性之正當理由

，其實在公平交易委員會過去處理過之案件中亦不乏自行認定之前例。如果案情

複雜而公平交易委員會有認定上之困難，不妨藉助雙方均能接受之專家就此為鑑

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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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著作權「行使權利之正當行為」範圍與專利權不同 

專利權由於權利內容與範圍都較著作權廣，而且排他性較強，因此其「行使

權利之正當行為」之範圍就較大，於判斷其行使權利之行為是否違反公平交易法

時，所容許之範圍就較大；相對地，著作權由於權利內容和範圍都較窄，且排他

性亦弱，因此其「行使權利之正當行為」之範圍就較窄，於判斷其行使權利之行

為是否違反公平交易法時，所容許之範圍就較小。於專利權行使時不違反公平交

易法之行為，於著作權之行使並不一定亦屬合法之行為。 

例如專利權人享有販賣權（專利法第五十六條第一項），因此任何人販售侵

害專利之物品，專利權人均得禁止之，不論販售者是否明知其為侵害專利之物品

；而著作權人並未享有廣泛之販賣權，而只能於他人「明知為侵害著作權之物而

散布」時（著作權法第八十七條第二款）禁止之，因此如果他人非屬「明知」時

，並不構成著作權之侵害，著作權人並不得禁止之。 

此外，他人販售與專利物品相同之物品，縱使該物品為他人所自行研發製造

，專利權人原則上亦得禁止之，但著作權之情形，只要他人未接觸亦未抄襲，而

是自行創作，並不為著作權之效力所及，著作權人並不得禁止之。 

三、著作權之行使應該比專利權受更嚴格之監督 

著作權法所賦予著作權人之排他性較弱，所能行使之權利內容與範圍亦較窄

，與專利權並不相同，已如前述。雖然如此，由於著作權侵害有刑事責任，因此

著作權人透過權利之行使對相對人或其他人所造成之威嚇力，其實與專利權相當

。而且此一威嚇力更會因為著作權並未經過任何審查，其是否真正受保護並不完

全明確，而更強化其影響力。 

一個原本屬於弱勢且不明確、不確定性高之權利，如果其權利人可以強勢地

行使權利，必然極容易對他人以及競爭秩序造成不當之影響，因此對於著作權人

之權利行使必須特別注意，特別是從競爭法之觀點，應注意著作權人行使其權利

是否逾越權利範圍或違反公平競爭之規範，其甚至應該比專利權受到更嚴格之監

督，以免一個弱勢之權利被過度膨脹，而影響競爭秩序。 

肆、警告函案件處理原則適用於著作權之問題 

警告函案件處理原則於民國八十六年訂定後，歷經數次修改，首先於八十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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年六月第一次修正內容，係配合同年二月就公平交易法第十九條規範內容從「有

妨礙公平競爭之虞者」，增改為「有限制競爭或妨礙公平競爭之虞者」，而針對處

理原則文字為相應之調整，對警告信函處理原則並無實質之影響。八十八年十一

月第二次修正內容，則係配合司法實務針對專利法有關鑑定報告之告訴要件，不

以行政院與司法院協調指定之侵害鑑定機構，所出具之鑑定報告為限，九十年修

正則是由於原處理原則無法有效規範到發警告信函給非同一產銷階段競爭者之

交易相對人，而此種情形，會導致被警告之交易相對人對其上游拒絕交易，對於

公平競爭亦有影響，因而增列明定有關對外發布與其非屬同一產銷階段競爭關係

事業之事業，侵害其著作權、商標權或專利權之警告函，而造成不公平競爭情事

者，亦有該處理原則之適用，從而該處理原則所規範之行為，亦擴增為事業對「

自身或他事業」之交易相對人或潛在交易相對人，散發他事業侵害其所有著作權

、商標權或專利權消息之行為。 

該處理原則基本上是以專利權之行使為出發點為之設計，此由其所規定之司

法院與行政院協調指定鑑定專業機構製作之鑑定報告即可知，然而由於其他智慧

財產權也有發警告函之問題，因此將其適用範圍涵蓋及於其他智慧財產權。惟畢

竟不同之智慧財產權間差異性極大，將此一處理原則適用於著作權案件，難免會

產生一些問題，此由過去所公平交易委員會所處理之若干著作權人發警告函案件

即可明瞭。以下針對著作權之特殊性，對於該處理原則之規範加以分析檢討，並

提出建議，期使該處理原則適用於著作權案件時能更為周延。 

一、著作權人之認定問題 

著作權包含著作人格權與著作財產權，因此可以行使權利之人，除著作財產

權人外，著作人格權人亦可以行使其權利。至於在授權之情形，被授權人是否可

以行使權利，依民國九十年十一月十二日新修正之著作權法第三十七條第四款之

規定，「專屬授權之被授權人在被授權範圍內，得以著作財產權人之地位行使權

利。著作財產權人在專屬授權範圍內，不得行使權利」，因此專屬被授權人亦得

對侵害著作權之第三人行使權利，包括在合法範圍內發警告信函。至於非專屬被

授權人，則不得以著作權人之地位行使權利，如有侵害著作權之情事，則由著作

權人來行使權利。惟由於該規定係於九十年才新修正，在此之前之授權，並不適

用該規定。雖然如此，就理論來說，亦應為相同之解釋。然而如果著作權人明確

授與被授權人處理侵權之權利，則被授權人即有行使著作權之權利。例如公平交

易委員會曾經處理過之「美華案」，被檢舉人美華影視公司對檢舉人點將家公司

之客戶寄發存證信函，公平交易委員會認為被檢舉人對於懷疑涉嫌使用非營業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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授權之伴唱產品者寄發存證信函，請其查明授權歌曲明細及其範圍，且經查美華

公司與唱片公司所簽訂之合約，確有授權美華公司處理取締訴訟事宜，因而認定

美華公司並未違反公平交易法第十九條第三款與第二十二條
126

。 

實務上對於著作權人之認定，有時相當困難，特別是因為契約之糾紛，使得

是否有著作權，或著作權之歸屬產生問題，例如在公平交易委員會曾處理過之「

華安公司案」，檢舉人威翰公司曾與被檢舉人華安公司有合作契約書，華安公司

並未依約提供全部軟體之原始碼，只提供部分零星軟體之原始碼，威翰公司乃自

行完成「數位交易儲值認證系統」。嗣後華安對外發函給威翰公司之客戶稱威翰

公司洩漏其營業秘密及侵害其智慧財產權之警告函，此種情形，究竟華安公司是

否擁有該系統之著作權，就必須對於合約之內容以及該系統技術之內容詳為分析

，始能得知。本案公平交易委員會認為被檢舉人於發函時尚未經法院一審判決、

未附任何專業機構製作之鑑定報告，僅稱「貴公司發行『數位交易卡』所使用之

技術與軟體涉及本公司之智慧財產權」，而且認為其於警告函未敘明權利明確內

容、範圍及受侵害之具體事實，使相對人得據以為合理判斷是否有侵權問題，難

謂屬行使權利之正當行為，涉及違反公平交易法第二十四條
127

。 

另外，在「美國宋氏公司案」，雙方亦是因為契約糾紛，而對是否仍然擁有

權利有所爭執。在本案，風雲時代出版公司檢舉美國宋氏公司於片面終止圖書出

版契約後，發函給檢舉人之交易相對人，要求其不得再銷售古龍六部小說，否則

將提出刑事、民事主張。嗣後經地方法院判決，確認出版契約仍然繼續有效存在

，亦即檢舉人仍然享有出版權。而被檢舉人於判決後，卻仍然發警告函給交易相

對人。在本案由於經過法院判決認定出版契約仍然繼續有效存在，亦即肯認檢舉

人仍然享有使用該著作之權利，相對地即否定被檢舉人得禁止檢舉人出版之權利

，使得公平交易委員會於處理時可以較為容易地判斷誰享有權利。本案最後公平

交易委員會認為其行為客觀上已足以認為對交易相對人有不當壓抑，妨礙交易相

對人自由決定是否交易及交易條款，已違反效能競爭之原則，在商業道德倫理上

之非難性甚為顯著構成顯失公平，違反公平交易法第二十四條
128

。 

由於著作權問題相當複雜，有時究竟被檢舉發警告信函之人是否擁有著作權

，認定上確屬不易，然而如前所述，公平交易委員會對此問題仍然必須釐清，始

能判斷其發警告信函行為之正當性，如果其根本就不享有著作權，則其行為可能

                                                 
126

 參見公平交易委員會 88 年第 00387 次委員會議決議。 
127

 參見公平交易委員會（九十）公處字第二０五號處分。 
128

 參見公平交易委員會（九十）公處字第一七一號處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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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會被認為違反公平交易法第二十四條。有鑑於著作權認定之高度困難性，公平

交易委員會於釐清此一問題時，必要時應可藉助智慧財產局或專家代為鑑定。 

二、著作是否受保護之問題 

除著作權人資格之認定外，發警告信函者所指稱受侵害者，究竟是否屬於著

作權法所保護之客體，有時亦會有認定上之問題。 

首先可能會牽涉到檢舉人所稱之「著作」是否符合著作權法之保護要件，如

果其並不符合著作權法之保護要件，則自無「行使權利之正當行為」可言，其行

為即可能涉及違反公平交易法。然而此問題之判斷亦屬不易，雖然有時發警告函

之人會製作侵害鑑定報告，但通常只是就他人之行為是否構成侵害加以判斷，而

未對於其本身是否符合保護要件加以判斷。因此就此問題，如果法院或主管機關

未曾加以認定，則公平交易委員會恐亦無法迴避，而必須自行加以判斷。 

在公平交易委員會處理過之案例中，涉及系爭「著作」是否符合保護要件之

案例並不多，「台生公司案」即為其一。新雪克公司檢舉台生公司發函給下游修

正液經銷業者，表示檢舉人使用於修正液產品容器之說明及標示，襲用台生公司

之著作內容，以致影響其與下游經銷商之交易。台生公司雖然嗣後經主管機關鑑

定其不具有著作權，然而公平交易委員會認為其於發警告函時係確信其有著作權

，並不能以嗣後被確認無著作權，就認為其發警告函為違法，由於著作權侵害未

若專利權受侵害案件，有司法院與行政院協調指定之鑑定機關辦理鑑定，因此並

無從進行著作權是否受侵害之鑑定。雖然台生公司未經鑑定亦未經法院第一審判

決即發警告函，但公平交易委員會認為其既非以欺騙或隱匿重要事實方式函知交

易相對人，亦非故意以消滅競爭者為發函動機，進行破壞市場秩序之行為，因而

認定其並不違反公平交易法。惟公平交易委員會仍然決議為避免爾後類似行為，

在未確定有無智慧財產權及其權利範圍時，不宜逕以散發警告信函方式主張權利

，以免影響市場交易秩序
129

。 

在此案例中公平交易委員會認為只要於發警告信函時確信有著作權即無問

題，縱使嗣後被認定無著作權，並無影響。然而嚴格言之，既無著作權則自不屬

行使權利之行為，其發警告信函之行為對競爭秩序已經造成不當之影響，自應受

公平交易法之規範。否則由於著作權之不確定性高，如果發警告信函者只要「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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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其擁有著作權即可發函警告其他競爭對手或其交易相對人，將對競爭秩序造

成相當大之影響，如果其於發函前能先確定其確係受著作權法保護，將較為妥當

。 

此外，有時著作雖然符合著作權法保護之實質要件，但在我國加入WTO之

前，受我國法律保護之外國人著作極為有限，絕大多數外國人著作在台灣並無法

受到保護，日本人之著作即為其一。如果外國人之著作無法取得我國之保護，但

卻以受保護之著作自居，而行使其「權利」，顯然亦非屬行使權利之正當行為。

例如博英社公司被檢舉以傳真及刊登「敬告各界啟事」方式，宣稱其擁有日人創

作之七部卡通之專屬發行、重製及各項商品化權利，其他公司相關產品均為「仿

冒品」。公平交易委員會認為其於廣告上並未敘明權利範圍，影射競爭者之相關

商品均為違法之仿冒品，卻未表明其卻未表明和事業之何種產品因觸犯何種法律

而成為仿冒品，導致所有生產銷售有關商品之事業，皆有成為仿冒者之可能，而

使該等事業之交易相對人產生疑慮而拒絕與之交易，違反公平交易法第二十四條
130

。 

三、侵害鑑定報告之問題 

（一）行使著作權附具鑑定報告之必要性 

在處理原則第三點，要求發警告信函者必須是 1. 經法院一審判決確屬著作

權、商標權或專利權受侵害者，或者是 2. 將可能侵害著作權、商標權或專利權

之標的物送請司法院與行政院協調指定侵害鑑定專業機構鑑定，取得鑑定報告，

且發警告函前事先通知可能侵害之製造商、進口商或代理商，請求排除侵害者，

其發警告函之行為才是依照著作權法、商標法或專利法行使權利之正當行為。 

若非如此，則依處理原則第四點之規定，其發警告函之行為必須無違反公平

交易法第十九條第一、三款，第二十一條第一、三項，第二十二條，以及第二十

四條之情事，且踐行 1. 於警告函內附具非司法院與行政院協調指定鑑定專業機

構製作之鑑定報告，且發函前事先通知可能侵害之製造商、進口商或代理商請求

排除侵害者，或是 2. 於警告函內敘明其著作權、商標權或專利權明確內容、範

圍及受侵害之具體事實，使受信者得據以為合理判斷，且發函前事先通知可能侵

害之製造商、進口商或代理商請求排除侵害者，其行為始為依照著作權法、商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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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或專利法行使權利之正當行為。 

就上述規定而言，由於在第一審判決後始發警告函，難以收收嚇阻之效，因

此權利人大多於進入訴訟程序之前即已散發發警告函。而司法院與行政院協調指

定侵害鑑定專業機構，係依專利法第一百三十一條之一之規定而為之，係以專利

侵害鑑定為目的，其並無從為著作權侵害之鑑定，因此著作權人是否合法行使權

利，多半無法根據處理原則第三點而為判斷。然而值得注意者，並不適當因為無

指定之著作權侵害鑑定機構，就認為著作權人發警告函並不需要附具侵害鑑定報

告。由於著作權有相當高之不確定性，且侵害著作權有刑責，若容許其不需侵害

鑑定函即可行使權利，對競爭秩序之影響恐將較專利權之行使大，是以在著作權

之情形，要求其在發警告函時附具侵害鑑定報告，有其必要性。 

（二）鑑定報告製作之機構 

至於有資格製作侵害鑑定報告者，依處理原則第四點，並不以司法院與行政

院協調指定者出具為必要，亦即由任何專業鑑定機構為之均可，然而由發警告函

之人自行所為之鑑定，由於欠缺公正客觀性，並不適當被認為屬於此所稱之侵害

鑑定報告。如果發警告信函者無法找到專業鑑定機構為鑑定，則其可以選擇依處

理原則第四點 2 之方式為之，亦即於警告信函中敘明其著作權、商標權或專利權

明確內容、範圍及受侵害之具體事實，使受信者得據以為合理判斷。 

（三）鑑定報告應有之內容 

至於該侵害鑑定報告之內容，除他人之行為是否構成著作權侵害之鑑定外，

對於其是否享有著作權，以及該著作是否屬於著作權法所保護之客體，是否滿足

著作權之保護要件，均應一併納入鑑定之範圍，因為畢竟這些都是認定有無構成

著作權侵害之基本前提。此亦為著作權侵害鑑定與專利權侵害鑑定不同之處。在

專利侵害鑑定並無必要對專利權之有效性加以鑑定，而只是鑑定涉嫌侵害之物品

是否有落入專利權之保護範圍，因為專利權之有效性業經主管機關予以審查，然

而著作權之有效性並未經任何機關審查，因此有必要要求其於行使權利之前確定

其權利。 

四、發警告函之對象 

（一）發警告函前應先請求排侵害 

依處理原則第三、四點之規定，於發警告函之情形，不論是否有檢具侵害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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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報告，亦不論該鑑定報告是由司法院與行政院協調指定之侵害鑑定專業機構鑑

定，發函前事先都必須先通知可能侵害之製造商、進口商或代理商請求排除侵害

者，亦即應先通知上游之涉嫌侵害者，而不得逕發警告函，特別是逕發給涉嫌侵

害之交易相對人。惟發警告函給交易相對人，尚應注意下述（二）之情事。 

當然，如果是向直接侵害者發警告函，例如受信者本身即為製造者，之前別

無其他製造者、進口者或代理商，則應無須向其他人先發警告函請求排除侵害，

即可逕對其發警告函。 

另外，九十年修正之處理原則第十點擴大處理原則之適用範圍，事業不當對

外發布與其非屬同一產銷階段競爭關係之事業侵害其著作權、商標權或專利權之

警告函，而造成不公平競爭情事者，亦有本處理原則之適用，亦即縱使其發函警

告之交易相對人與發函人並不屬於同一產銷階段之競爭關係，仍有處理原則之適

用。 

在實務上，公平交易委員會曾處理過之「慧訊公司」案，由於發警告信函者

已經先發函排除侵害，而被公平交易委員會認定其行為不違反公平交易法。數位

聯合公司檢舉慧訊公司發警告函給檢舉人之客戶，宣稱慧訊公司擁有網際網路傳

真系統之著作權，且數位聯合公司侵害其著作權。該系統是由資策會與瑞傳公司

共同開發，雙方皆可將產品授權其他廠商代售，嗣後瑞傳公司慧訊公司概括承受

瑞傳公司之權利義務，資策會則授權數位聯合公司銷售。慧訊公司於發警告函前

，曾一再函詢資策會有無將該系統著作權讓與他人，公平交易委員會認為被檢舉

人於發函前業已事先通知可能侵害之人，請求排除侵害，因而認定其不違反公平

交易法
131

。 

（二）交易相對人須明知為侵害著作權之物始構成侵權 

值得注意者，由於著作權之權利範圍與專利權不同，因此於發警告函時之對

象範圍亦有所不同。如前所述，專利權人享有販賣權，因此涉嫌侵害者之交易相

對人如果是大賣場或經銷商，由於這些交易相對人之銷售行為會涉及對專利權之

販賣權之侵害，不論其是故意或只是有過失，均必須負民事損害賠償責任，因此

專利權人基於權利之行使，自得發警告函禁止其銷售。然而著作權人並未享有如

同專利權人般之販賣權，而只能於他人「明知為侵害著作權之物而散布」時（著

作權法第八十七條第二款）禁止之，因此其權利範圍顯然較窄，除非交易相對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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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知」為侵害著作權之物，否則其銷售行為並不構成著作權之侵害，著作權人

並不得禁止之。因此如果發警告函之人係因為與他人有著作權糾紛，雙方對於著

作權之歸屬有爭議，則尚難謂交易相對人係明知其所銷售或持有之物為侵害著作

權之物，此時對交易相對人發警告信函，便難謂其具有正當性。 

例如在前述「美國宋氏公司案」，由於其與風雲時代出版公司有契約糾紛，

雙方對於出版契約是否經合法終止有爭議，在有糾紛之狀態下並不能認為風雲時

代出版公司之交易第三人係「明知」為侵害著作權之物而為銷售，則被檢舉人發

函給交易第三人並要求其不得再銷售系爭著作，顯然並不妥當。類似之情形在前

述「華安公司案」亦是如此，由於檢舉人與被檢舉人之間曾經有合作關係，而雙

方對權利之歸屬有爭議，而被檢舉人卻發警告函給檢舉人之客戶。這種情形，被

檢舉人如果欲確保其權益，仍然可以循民事手段對交易相對人聲請假處分，禁止

交易相對人銷售該著作物。惟縱使為假處分，如果被檢舉人無法證明交易相對人

係「明知」侵害著作權之物而散布，其本訴並無法勝訴，亦即交易第三人並不構

成著作權之侵害，甚至刑事責任亦恐無法成立。如果此種情形，卻容許被檢舉人

以寄發警告函之方式來禁止交易第三人銷售，則顯然其已經超出著作權受保護之

權利範圍，並對交易秩序有所影響，從公平交易法之角度觀之，應不具有正當性

。 

五、警告函應具備之內容 

在處理原則第四點中要求，如果未附具鑑定報告，則發警告函時應敘明其著

作權、商標權或專利權明確內容、範圍及受侵害之具體事實，使受信者得據以為

合理判斷，且發函前事先通知可能侵害之製造商、進口商或代理商請求排除侵害

者。惟在著作權之情形，如何踐行「敘明其著作權明確內容、範圍及受侵害之具

體事實，使受信者得據以為合理判斷」之程序？由於著作權並無如專利權般，有

客觀資料可資查對，因此警告函內應具備如何之內容，始達到明確之程度，並使

受信者得據以為合理判斷，便至關重要。公平交易委員會於其所處理過之「金豬

唱片公司案」，即肯定其所發警告函之內容已經具備此一要求。在該案雖然金豬

唱片錄音帶公司向英倫公司及其經銷商發存證信函，聲稱其擁有英倫公司發行系

爭詞、曲之著作權，並指稱英倫公司已違反著作權法，但公平交易委員會經調查

後，認為被檢舉人對系爭詞、曲已提出內政部著作權登記謄本及原著作人所立之

讓渡證明書影本，且已事先通知檢舉人請求著作權侵害之排除，另觀諸其信函內

容，亦僅敘明其著作權之明確內容、範圍及受侵害之具體事實，為符合「本會審

理事業發侵害著作權、商標權或專利權警告信函案件處理原則」第四點之規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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故被檢舉人寄發系爭存證信函之行為，為依照著作權法行使權利之正當行為之一

，並未違反公平交易法第二十四條之規定
132

。 

由於在警告函中明確敘述著作權之內容之作法，係侵害鑑定報告以外之替代

性方法，其作用應與侵害鑑定報告相同，在於確定著作權人行使權利之正當性。

因此必須達到足以正當化其權利行使行為之程度，始足當之。然而究竟應如何敘

述才能達到明確敘述著作權之範圍、內容及受侵害之具體事實，使受信者得據以

為合理判斷？本研究認為就著作權之特殊性而言，警告函應包括三部分：1. 對

於權利取得之說明，2. 對於權利內容與範圍之說明，3. 對於具體侵害事實之說

明，以下分別針對這三部分應有之內容加以說明，以供公平交易委員會判斷之參

考： 

（一）對於權利取得之說明 

發警告信函之人如果是自己創作完成者，應說明其著作完成之時間、地點、

是否有其他共同著作人、是否在僱傭關係或受聘關係下完成，同時說明其著作是

否符合著作權法保護要件。 

發警告信函之人如果是繼受他人之著作權，則應敘明係受讓自他人之著作權

，或只是取得授權，在授權之情形是專屬授權或非專屬授權、授權之範圍、時間

、區域，讓與人或授權人之姓名、原作者完成該著作之時間與地點，並應說明讓

與人或授權人是否有讓與或授權之正當權利，如果可能並應附上相關證明文件。

如果讓與人、授權人或原作者為外國人，並應說明其是否為我國著作權法保護之

著作。 

（二）對於權利內容與範圍之說明 

具體說明受侵害者為著作權，而不得抽象概稱其利益、權利或智慧財產權受

侵害，否則受信者將無從判斷是侵害其何種權利。 

明示受侵害著作之名稱與著作內容之概要說明，原則上並應附上一份著作之

重製物，讓受信者得據以比對是否構成侵權。 

說明受侵害著作之性質，究竟是語文著作、美術著作或其他著作，以及所享

有之權利內容。由於不同性質著作之權利內容並不相同，因此必須說明其性質，

以及所享有之權利範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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說明該著作受保護之狀態，包括該著作受保護之期間、剩餘之保護期間。 

（三）對於具體受侵害事實之說明 

具體說明受侵害之事實，包括所發現之侵害行為、行為人以及侵害行為之時

間、地點。 

具體說明何種行為或何種產品構成侵害，而不得含糊泛稱受信人之產品構成

著作權之侵害。 

具體說明被侵害之權利內容。 

具體說明被指稱侵害之行為何以構成著作權侵害，而不得含糊指稱受信人所

生產或銷售者為仿冒品。 

六、發警告函而有其他違反競爭法之行為 

如果發警告函而不符合處理原則第三、四點之規定，依處理原則第五點，會

被認定違反公平交易法第二十四條之規定。然而縱使發警告函符合處理原則第四

點之規定，但有其他違反公平交易法之情事，例如內容不實，或逾越其權利範圍

等，則依處理原則第四點「事業發警告函前，已踐行左列程序之一，且無第六點

至第九點規定之違法情形者，為依照著作權法、商標法或專利法行使權利之正當

行為」之反面解釋，仍然會涉及違反公平交易法第十九條、二十一條、二十二條

、二十四條之規定，其行使權利之行為仍然不能被認為具有正當性。例如在「康

軒案」，被檢舉人康軒等公司發函檢舉人之下游書局、印刷廠，聲稱其如果印刷

或販賣檢舉人之圖書，將受追訴、刑訟纏身等，更於函中明示經銷商加入康軒等

公司門市行列，同時以電話或派員告知下游書局若繼續販賣檢舉人之書籍，將停

發康軒版之產品，公平交易委員會認為其爭取交易相對人之意圖極為明顯，且手

段難謂正當，因而被認定違反公平交易法第十九條第三款。既已論以公平交易法

第十九條第三款，就無就同一行為再論以公平交易法第二十四條之必要
133

。 

然而值得注意者，處理原則第三點與第四點之規定並不相同，第三點無類似

第四條之規定，因此似乎發警告函如果符合處理原則第三點之要求，則不再考慮

其是否有違反公平交易法其他規定之可能性。其實縱使是符合第三點之規定而發

警告函，不論是經法院一審判決認為侵害著作權，或是送請指定侵害鑑定專業機

                                                 
133

 參見公平交易委員會（九十）公處字第○○九號處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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構鑑定，在發警告函時仍然有可能有其他行為而違反公平交易法之其他規定，例

如於發函時有虛偽不實或引人錯誤之陳述，或誇示、擴張其著作權之範圍者。此

時並不能以警告函已經踐行其所要求之程序，就認為其行為具有正當性。就此觀

之，處理原則第三點之規定，顯然仍有不夠周延之處。惟此對於行使著作權之影

響不大，因為發函警告他人侵害其著作權，很少依處理原則第三點為之。 

伍、結論 

公平交易委員會所制訂之警告函處理原則是以專利權之行使為主要規範對

象，並未完全考慮到著作權之特性。著作權不僅在取得上較專利權容易，而且其

保護權利內容和保護範圍都較專利窄，排他性之效力亦弱，因此性質上屬於較為

弱勢之權利，理論上而言，其著作權之行使似乎對競爭秩序所能產生之影響應該

不大，然而實際上由於著作權侵害有刑事責任，使得其實際上所發揮之排他性之

效力遠遠超過其權利之本質，因此如果著作權人藉用此一刑罰之嚇阻力，以發警

告函之方式來行使權利，將對競爭秩序產生莫大之影響。再加上著作權之權利是

否果真存在，是否符合保護要件，並未如專利權般須經過主管機關審查，其權利

之不確定性頗高，因此著作權之行使甚至應該比專利權之行使受到更嚴格之監督

。 

此外，對於該處理原則適用於著作權時所產生之問題，本研究亦分別加以探

討，包括如何認定著作權人、著作是否受我國著作權法保護，以及侵害鑑定報告

所涉及之問題，包括鑑定機構、鑑定報告應有之內容、發警告函之對象，以及警

告函應具備之內容，包括對權利取得之說明、對權利內容與範圍之說明，以及對

具體受侵害事實之說明等，均逐一加以分析與說明，期能有助於公平交易委員會

對著作權人行使權利案件之處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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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 資料庫抄襲 

壹、資料庫保護之國際立法發展 

一、歐盟 

自從歐盟在一九九六年三月十一日公布『歐盟資料庫保護指令』之後，由於

本指令拘束歐體各會員國最遲應於一九九八年一月一日以前修改其國內法以符

合指令所要求之保護標準；並且規定，對於無法提供相同保護的國家，其國民所

建制完成的資料庫通常即無法受本指令之保護
134

。因此，為了避免本國國民在資

料庫市場的競爭中處於劣勢，世界各國對此資料庫指令之規範內容莫不寄予關切

，並展開一連串的資料庫立法工作。 

二、美國 

美國在資料庫產業上一向居於先驅者與領導者之地位，因此資料庫是否在法

律上受到適當且完善保護之課題，一直是美國資料庫業界、資料利用者以及立法

者高度關注的焦點所在。由於這樣的背景，再加上於西元一九九一年美國聯邦最

高法院在 Feist Publication, Inc. v.Rural Telephone Service Co.判決中直接否定「

辛勤蒐集原則」為著作權法所保護的原則後，使得資料庫在著作權法的保護爭議

上，產生了重大的影響。此外，歐盟通過資料庫保護指令的動作也使得美國的對

於資料庫保護的立法工作更加快腳步。 

因此美國國會在 1996 到 1999 年間相繼提出多項法案，其中三項並引起美國

國內各界對於資料庫法律保護問題的熱烈討論： 

（ 一 ） 美 國 眾 議 院 司 法 委 員 會 H.R.3531 號 草 案 （ THE 
DATABASE INVESTMENT INTELLECTUAL PROPERTY 
ANTIPIRACY ACT OF 1996）： 

有鑑於美國著作權法無法提供資料庫業者充分且必要的法律保護，因此由國

                                                 
134

 請參閱本指令第十六條及第十一條之規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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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議員 Carlos.jJ Moorhead 首先於 1996 年 5 月 23 日提出美國第一個名為「資料

庫 投 資 及 智 慧 財 產 權 反 仿 冒 法 案 」（ THE DATABASE INVESTMENT 

INTELLECTUAL PROPERTY ANTIPIRACY ACT OF 1996）的資料庫法律保護。 

（二）美國眾議院司法委員會提出 H.R.2652 草案（ THE 
COLLECTION OF INFROMATION ANTIPIRACY ACT ，
1997）： 

由於 H.R.3531 法案內容多仿照歐盟資料庫保護指令，採取極高的保護標準

，此舉雖獲得贊成立法者的大力支持，但在國內也引起相當大的質疑與反彈聲浪

，擔心立法的結果將形成資訊之壟斷，特別是對於法條用語的模糊、保護期間的

爭議以及對於單一來源的資料或公共資訊之取得等問題的規範，皆被評為失之輕

率。因此美國眾議院在整合各方意見之後，再度由眾議院司法委員會眾議員

Hoeard Coble 提出新的法案「資訊蒐集反仿冒法案」（THE COLLECTION OF 

INFROMATION ANTIPIRACY ACT ，1997），即 H.R. 2652 法案第一版。 

美國眾議院在提出 H.R. 2652 法案第一版之後，由於正反雙方各自堅持立場

，所以看法依舊歧異。為求法案內容更具完整性，乃並多次修正法案內容，最後

在 1998 年 5 月再提出 H.R. 2652 第四版修正版本。 

（三）美國眾議院提出H.R.354法案（THE COLLECTION OF  
INFROMATION ANTIPIRACY ACT，1999） 

在美國眾議院提出 H.R.2652 第四版修正法案後，由於各方對於 H.R.2652 法

案的條文仍有諸多建議，尤其是在合理使用的部份，因此美國眾議院就在一九九

九年一月另行提出一項編號為 H.R.354 號法案。H.R.354 法案，基本上延續

H.R.2652 號法案的內容，因此法案名稱也延續 H.R.2652 的法案名稱，仍稱之為

「資訊蒐集反仿冒法案」（THE COLLECTION OF INFROMATION ANTIPIRACY 

ACT ），僅就合理使用的條文進行部份的刪改與增加而已。 

截至目前為止，美國國會雖然肯定對於重大投資之資料庫之保護，但關於

其保護方式以及保護內容方面，仍有所爭議，尚未完成立法程序。 

三、WIPO 

WIPO早在 1994 年 12 月的專家會議中，就有歐體執委會的代表說明歐盟正

在進行資料庫保護的立法工作，並打算對不具原創性的資料庫提供特別權保護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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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度，並在 1995 年 9 月的專家會議中得到與會者支持，並打算以歐盟資料庫保

護指令草案做為基礎，討論對資料庫提供特別權保護之可能性。隨後，歐盟與美

國又分別於 1996 年 2 月及 5 月的專家會議中提出具體的國際條文草案；最後並

終於決定將「資料庫之保護」與「文學藝術著作之保護」、「表演人與錄音物著作

人之保護」同時列為 1996 年 12 月WIPO外交會議的三大議題 
135

。但是在 1996

年 12 月 2 日至 20 日所舉行的「著作權暨鄰接權問題的外交會議」中，由於討論

的時間不夠，因此只有先通過另外兩項國際條約
136

。至於資料庫條約的部分則並

未討論，並建議由WIPO繼續籌備WIPO資料庫條約的相關工作。 

因此 WIPO 在 1997 年 9 月 17 至 19 日召開「資料庫智慧財產權資訊會議」

(Information Meeting concerning Intellectual Property in Databases)，其後並決定設

立「著作權暨相關權利常設委員會」(Standing Committee on Copyright and Related 

Rights; 簡稱 SCCR)以取代專家會議，專門處理著作權及相關權利之國際法律統

合事項，而資料庫保護之議題亦包含於其中。「著作權暨相關權利常設委員會」

已在 1998 年 11 月 2 至 10 日、1999 年 5 月 4 日至 11 日分別召開第一次、第二

次會議針對資料庫之議題進行討論，並於 1999 年 11 月 16-20 日於日內瓦召開第

三次會議，會中決定關於資料庫特別權保護的問題，必須有更多的資訊，因此打

算等 WIPO 委員會提出資料庫保護對開發中國家與已開發國家所產生的經濟影

響研究後，再於下次常設委員會中加以討論。然後在接下來的第四～六次常設委

員會中，並無進一步討論資料庫保護的相關議題。 

直至今年（2002 年）5 月所召開的第七次常設委員會議
137

，才回收如中國大

陸等國家對資料庫立法的意見評估，由於資料庫保護的立法涉及各種利益衝突，

故雖然歐美等國都支持之資料庫之立法，但亞、非、拉丁美洲等國家對資料庫保

護立法的急迫性，均抱持反對的立場。截至目前為止，WIPO仍在進一步仔細的

的加以分析和評估，資料庫保護在經濟上所產生的影響究竟如何，尤其是針對開

發中國家以及過渡到市場經濟國家的影響。 

WIPO 擬於今年 11 月再在日內瓦召開第八次常設委員會議，屆時或許可望

更進一步了解 WIPO 資料庫立法之發展。而 WIPO 之資料庫保護之立法時程，也

                                                 
135

 詳請見 Basic Proposal for the Subtantive Provisions of the Treaty on Intellectual Property in Respect of 

Database to be Considered by the Diplomatic Conference, Memorandum Prepared by the Chairman of the 

Commitees of Experts, RNR/DC/6,http://www.wip[o.org/eng/diplconf/6dc-all.htm.。 
136

 即所謂的「世界智慧財產權組織著作權條約（WIPO Copyright Treaty）」與「世界智慧財產權

組織表演及錄音物條約(WIPO Performances and Phonograms Treaty)」。 
137 相關資料請參閱<SCCR/7/2-SCCR/7/6,http://www.wipo.int/eng/meetings/2002/sccr/index_7.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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將會影響我國對於資料庫保護之立法進度。 

貳、資料庫之法律保護 

由於現階段我國對資料庫尚未提供特別權的法律保護，因此現行法對資料庫

所能夠提供的法律保護方面主要有著作權法、競爭法和民法上的相關規範。 

一、著作權法 

著作權法第七條規定：「就資料之選擇及編輯具有創作性者為編輯著作，以

獨立著作加以保護。」 

由於著作權法所保護之編輯著作，僅限於對資料之選擇及編排具有精神創作

之內涵者，因此通常是小型資料庫較容易表現出著作人對資料選擇或編排上之創

作，反而是一些耗資龐大且收集完整的大型電子資料庫，通常並無資料選擇的問

題，加上數位化儲存的結果，並不必然依一定之方式排列組合，因此也較無法表

現出資料編排的特色；其結果往往造成一些耗費眾多人力、財力與時間並具有實

用價值之資料庫，是否能滿足著作權之保護要件，充滿疑問。 

二、民法 

民法做為私法行為之基本規範，固然可以透過契約法、侵權行為或不當得利

等制度對資料庫提供一定程度之保護。但由於資料庫在民法上之保護，主要以具

有契約關係為基礎，至於契約關係以外之第三人未經同意而擅自擷取或利用資料

庫之行為，除非該資料庫已經符合著作權之保護要件，具有權利之地位，否則侵

權行為所能提供之保護，頗受限制。再從智慧財產權保護的觀點，一個不符合著

作權權保護要件之資料庫，原本即屬於可供公眾利用之公共財，他人自行擷取利

用之行為是否即當然構成不當得利，仍有待商榷。因此，民法上之相關規範對於

未能取得客觀權利之資料庫而言，顯然欠缺積極作用
138

。 

三、競爭法 

                                                 
138

 參閱謝銘洋，論資料庫之法律保護，台大法學論叢第 27 卷第 2 期，1998 年，頁 279 以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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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於在競爭法方面，公平交易法第二十四條：「除本法令有規定者外，事業

亦不得為其他足以影響交易秩序之欺罔或顯失公平行為。」  

公平交易法雖然能在著作權法之外提供資料庫業者一定程度之補充保護的

功能，但基於公平交易法的立法目的，必須以具有競爭關係為前提，因此公平交

易法對資料庫的保護，在適用範圍上受到相當程度的限縮，對於無競爭關係的第

三人擷取利用資料庫的行為，不易介入。 

本文以下關於競爭法與資料庫保護之討論，是以具有競爭關係為主軸。 

參、競爭法與資料庫之保護 

在競爭法的領域中，利用別人工作成果的行為，是無時無刻不在發生中的，

但此等行為是否必然直接導致違法？其合法或違法的界限或標準究竟如何？一

直是競爭法上的重大難題。 

競爭法上關於抄襲保護的問題，即通常所稱之奴隸性抄襲（sklavische 

Nachahmung），經常被拿來做為處理「智慧財產權」與「競爭法」錯綜糾葛的問

題。由於我國現階段立法尚未創設資料庫特別權（Schutzrecht sui generis）保護

，因此對於「受著作權保護之資料庫」以及「不受著作權保護之資料庫」的抄襲

問題，在競爭法上的處理究竟如何，頗值研究。 

一、「競爭法」與「智慧財產權法」之關係 

從智慧財產權的保護目的而言，主要是希望可以在兼顧公眾利益與其他競爭

對手的情況下，對創作者的工作成果（不論是在科技的、精神智慧的、美學的或

商標法等範疇）提供一種完全不受干擾地使用其作品的環境。從此一基本觀念轉

換成的法律制度就是，一方面賦予發明家、著作人或其他工作成果的權利人專屬

排他的智慧財產權；但另一方面，為了顧及公眾利益與其他競爭對手，此一專屬

權的保護又必須在空間上、時間上與性質上有所限制。因此如果超出此一保護條

件的限制，就不再受到拘束。此時自由利用他人著作的行為，從智慧財產權法律

的角度而言，並不會受到違法的評價。 

就競爭法的規範目的而言，是希望阻止任何不當競爭的手段發生。所以它所

關心的對象是，行為人在從事競爭時所採用的手段與方式，包括競爭上的作為與

不作為在內。一般而言，競爭法上所提供的成果保護，只要具備「競爭法上的意

義或特徵（wettbewerbliche Eigenart）」即有給予保護之必要，至於其是否能滿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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智慧財產權法上的保護要件，並非重點。由此可見，競爭法上對於是否成立剽竊

或抄襲的重點，並不在作品本身，而在其競爭的手段或方式是否違反公平競爭秩

序。換言之，「產品是否具有競爭法上的意義」以及「產品是否具備著作權的保

護要件」，二者並無必要等同並論，是屬於各自獨立的判斷。  

但是智慧財產權的保護與競爭法的保護，雖然在本質上與保護目的上各有差

別，然此二者間也並非絕無關連。例如在仿冒他人不受智慧財產權保護之工作成

果時，固然競爭法的基本原則於此亦有適用，但由於立法者在規範智慧財產權保

護的時候，也已經針對這種情形有所評價，因此在適用競爭法的同時，當然也要

一併考慮立法者在智慧財產權法方面所做的利益衡量。因此，例如德國學者

Hubmann
139

就強調兩者，在針對不正競爭防止法的概括條款為利益衡量時，原則

上智慧財產權的保護法益，縱使不必成為決定的關鍵，也都應該一併加以考慮。

總而言之，這裡有個重要的原則就是，競爭法上的保護不能變成取代智慧財產權

法律保護的替代品。 

二、競爭法上抄襲之處理原則 

依長期以來的德國實務態度以及通說見解認為：在抄襲或仿製他人產品時，

若該產品未取得特別法律（即智慧財產權法）之保護，則屬於得自由模仿的空間

。只有在具備特殊情形的條件下，該抄襲才會被認為是不公平的競爭行為，而例

外地被歸入德國不正競爭防止法第一條的概括條款中。 

至於這裡所謂的特殊情形，經長期累積德國實務後包括幾個主要的類型： 

1.此一抄襲行為將造成營業來源的混淆； 

2.掠奪他人商譽的行為； 

3.妨礙競爭的行為；以及 

4.其他必須具備之特別情況。 

事實上，德國早期之法院實務大量廣泛禁止任何抄襲仿冒行為，認為是屬於

剝奪以及寄生他人工作成果之行為，故當然違反公平競爭秩序。但此一結論遭受

到廣泛之批評，主要的理由是認為這些判決完全無視於立法者「允許自由仿冒並

                                                 
139

 Hubmann, GRUR 1975, 230f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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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智慧財產權作為合法與否的認定界限」的決定，並且在實際上將不正競爭防止

法第一條的概括條款推向成為第二個智慧財產權的法律保護。
140

。之後，在經過

不斷檢討與調整之後，終於確立了：「從事營業競爭者，必須忍受在智財法之保

護範圍外之抄襲及模仿競爭，只有在抄襲模仿過程中有特別應加以非難之特別情

事，才得加以禁止。」 

此一處理原則，主要是出於兩種基本之思考： 

首先，是從法律體系的角度出發，主張智慧財產等特別法之保護，一直被認

為是工作成果保護之界限，若超出此一範圍，即屬於自由利用的領域。 

其次，則是從公平競爭之功能性角度出發，認為在競爭法之領域只懲罰不公

平之競爭手段而已，並未取代排他性專屬權利。因此，競爭法對抄襲所提供之補

充保護主要是一種對行為手段的評價，亦即只考慮該利用他人成果手段與方式是

否公平。換句話說，競爭法所要禁止的並不是「是否」（ob）有抄襲之事實，而

是「如何」（wie）的抄襲，因此其所關心的是『伴隨抄襲而來的違反競爭之情況

』
141

。 

三、資料庫在競爭法之保護
142

綜上所述，一個資料庫，--不管其是否取得著作權之保護、或著作權的保護

期間已經屆滿--，如果要受到競爭法上之保護，必須具備一個重要的前提就是，

該資料庫之建置必須達到「具備競爭法上的意義或特徵」，始有予以保護之必要

。因此一個花費龐大人力、物力所建置完成之資料庫，其投資人並因而承擔投資

風險者，此一工作成果（Leistungserfolg）當然具有競爭法上之意義，而有加以

保護之必要。 

其次，擷取利用他人資料庫並因而儉省自己費用付出之行為，並非即當然構

成 剝 削 他 人 工 作 成 果 ， 必 須 還 具 備 其 他 的 特 殊 情 形 （ besondere weitere 

Begleitungsumstände），才會被認為已經達到違反競爭秩序之程度
143

。常見的情況

                                                 
140

 參閱Laube, Wettbewerbsrechtliche Schutz gewerblicher Leistungen, ZHR156(1992), S..486,fn.16.17. 
141

 Laube, a.a.o.s S. 485 
142

 公平法上處理資料庫的抄襲，固然還有適用其他條文的可能性，但本文於此主要在處理資料

庫保護與公平交易法第二十四條之問題。 
143

 Vgl. Baumbach/Hefermahl, UWG Kommentar, § 1, Rdnr.439ff.; Mehrings, Wettbewerbsrechtlicher 

Schutz von Online-Datenbank, CR 1990,305ff.; “Reprint “, BGHZ 51, 41ff.（GRUR 1969, 186ff.1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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包括，例如銷售該抄襲之資料庫導致消費者混淆誤認其來源、剽竊或掠奪他人商

譽、有計畫的大量抄襲等阻礙競爭行為、經由透過規避保護措施以不正方法取得

資料庫之內容、契約或信賴關係的違反等等
144

。除此之外，在資料庫的抄襲中還

應特別考慮到的是，競爭對手是不是經由這種直接擷取他人工作成果的行為，在

競爭中取得重大優勢（einen erheblichen Vorsprung）
145

？或是資料庫提供者就其工

作成果應公平享有之經濟收益因而被剝削
146

？ 因為如果當事人為了爭取競爭的

優勢而花費許多費用、心力並承擔風險所獲致的工作成果，竟任由競爭對手予以

擷取，將會影響投資或創作的誘因。 

肆、公平交易委員會關於資料庫抄襲之處理 

一、公平交易委員會之相關案例整理 

競爭法上的抄襲，包括以「直接接收」或是以「模仿形式間接抄襲」他人工

作成果的情形。所謂的「直接接收」（unmittelbare Leistungsübernahme），是指直

接擷取他人工作成果據為己有，絲毫並無加入自己的心力或工作成果。至於「模

仿式的抄襲」（nachschaffende Leistungsübernahme），並非純粹的重複抄襲，而是

以他人工作成果為模仿的基礎，但還加上自己之工作成果者
147

。由於競爭法對於

直接擷取的不正行為，採取較低的標準，所以相對而言，在面對全部或或重要部

份的重製時，對資料庫的投資者可以提供比較有效的保護。公平交易委員會目前

所處理的資料庫抄襲的問題，多屬於直接抄襲取用方面的爭議。 

其次，就所取用之資料庫內容是『可能涉及受著作權保護』或屬於『原始不

受保護之事實性資料』，大致可區別如下： 

（一）將他人網站之資料內容納入自己所屬之網站 

蕃薯藤＆雅虎 （第 520 次委員會議） 

鉅亨網（第 512 次委員會議） 

（二）擷取他人資料庫中之事實性資料 

                                                 
144

 Vgl. Heirich, Die rechtliche Schutz von Datenbank, WRP 1997,275ff. , 278.; Mehrings, a.a.O. 307f. 
145

 Vgl. Heirich, a.a.O. 278, 279. 
146

 OLG Frankfurt am Main, “Notenstrichbilder＂, GRUR 1986, 895ff.; LG Hamburg, CR 1994, 476ff.  
147

 Vgl. Baumbach/Hefermehl,a.a.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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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將他人網站上之租屋資料、徵才廣告、求職者資料納入自己所屬之網站 

房地天下案（第 485 次委員會議） 

翰能案（第 442 次委員會議） 

酷才網案（第 475 次委員會議） 

泛亞、凌亞案（第 451 次委員會議） 

2.將他人紙本式廣告之資料，納入自己所屬之網站 

 全球華人股份有限公司（第 521 次委員會議） 

（即中國時報＆「1111 人力銀行」） 

3.將他人網站上之人事資料重製，免費贈送予交易相對人 

展辰案（第 442 次委員會議） 

二、公平交易委員會之處理模式 

歸納公平交易委員會對直接取用資料庫行為的處理模式，可以發現：  

原則上，受著作權保護之資料庫，依著作權法第七條之規定，主要在保障其

資料之選擇及編輯具有創作性者，並不及於其所收編之資料內容。因此，利用人

必須對資料庫之抄襲擷取至少要具有相當規模後，始能確定資料庫著作人對資料

之選擇或編排遭受侵害，但是在少量利用資料庫內容的行為，則較不易認定。 

不受著作權保護之資料庫，如果資料庫的建立人在質或量上有重大投資者，

目前在國際資料庫保護的立法上擬賦予其特別權的保護。根據不管是歐盟資料庫

保護指令
148

或正在研議中WIPO資料庫條約草案
149

，都清楚指出，其所賦予的資料

庫專屬排他權，只限於就資料庫全部或重要部分之內容，始得禁止他人擷取或（

再）利用。 或對於資料庫非重要部分之內容，只有在他人為持續及系統化地擷

取或再利用，且對資料庫權利人的合法利益造成難以估計的損害時，始在禁止之

列。 

                                                 
148

 參閱歐盟資料庫保護指令第七條第二項規定。 
149

 參閱WIPO資料庫條約草案第三條第一項之規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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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此可見，對重大投資之資料庫，縱使具有權利之資格或地位，亦僅限於對

資料庫全部或重要部份內容之擷取或利用，享有排他禁止權而已。至於對資料庫

非重要部份之擷取或利用，則不在禁止之列；除非利用人為持續及系統化之擷取

或利用，並損及資料庫建立者之合法利益。 

因此，就智慧財產權保護的角度觀察，確實如學者所分析
150

，被檢舉抄襲重

製者，如果僅一筆資料未出具同意刊登的同意書
151

；或是在檢舉人自稱龐大的人

力資料庫中，僅有四筆被抄襲
152

，就動用公平交易法第二十四條之規定，則此等

保護效果，顯然遠超過排他專屬權之保護。 

從競爭法的角度觀察，基本上，公平交易法對於資料庫之保護之立場不必然

要與著作權的保護完全一致。一如前述，根據競爭法上一貫的抄襲處理原則，並

非擷取或重製他人資料庫內容之行為，即當然構成剝削他人工作之成果，還必須

具備其他值得非難之特殊情形，才會被認為已經達到違反競爭秩序之程度。換言

之，競爭法所要禁止的並不是「是否」有抄襲之事實，而是「如何」的抄襲，因

此其所關心的是『伴隨抄襲而來的違反競爭情事』。至於，資料庫之內容是否為

受著作權所保護之客體、或為著作權保護期間已經屆滿之公共財、或為具有單一

來源之資料或各種事實性質之事實性資料，並非競爭法的重點。 

目前，公平交易委員會之判決主文中多以『被處分人未作相當之努力與付出

，襲用他人網站內容混充自己網站資料，是榨取他事業努力成果行為
153

，而有違

反公平交易法第二十四條之適用』。此舉顯然造成本條之規範被過度利用，甚至

產生超過或取代智慧財產權法律保護之負面效果。 

                                                 
150

 參閱馮震宇，論資料庫內容重製與不公平競爭-兼論公平法第二十四條適用問題，公平法十週

年回顧與前瞻學術研討會，2002 年，頁 32 以下。  
151

 翰能案（第 442 次委員會議）。 
152

 酷才網案（第 475 次委員會議）。 
153

 比較不同的情況只有，展辰案（第 442 次委員會議）與鉅亨網案（第 512 次委員會議），前者

是擅自重製他人資料庫贈與交易相對人，有藉機攀附商譽之情事；後者另外提到有＂記載相關版

權為其所有等行為....＂，或可被推論為有致混淆誤認之不正手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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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六章 科技保護措施 

壹、ＤＶＤ分區鎖碼的問題 

一、事實整理 

全球八大電影業者與DVD放映機製造商自 1996 年開始相互合作，在DVD放

映機及DVD影碟內以CSS（Content Scrambling System）或是RPC（Regional Playback 

Control）技術加入區域碼
154

。將全球市場分為六大區域
155

，於不同區域則使用不

                                                 
154

  簡而言之，電影業者所組成之CCA（The DVD Copy Control Association），自稱是一負責將CSS

之技術授權給DVD硬體、DVD光碟、及相關產品製造商之非營利機構。被授權者包括DVD光碟

內容之製造者及所有者、加密技術的發明者、解密設備及軟體之製造者、及DVD Player以及

DVD-ROM之製造者。 

所謂的 CCS 是一種保護系統，能防止電影被非法複製，CSS 可分為兩部分，DVD 光碟及 DVD

播放器（包括軟硬體）都需取得授權，DVD 光碟上的資訊經過加密，須經 DVD 播放器（DVD Player

以及 DVD-ROM）上之技術將之解密後，始能顯示出影像。其並將全世界主要分為六區，以控制

電影在各區釋出之時間。雖然電影業者強迫 DVD Player、DVD-ROM 製造商以及軟體業者等採用

CSS 技術，但仍有一些廠商不願與之合作，或者是有一些消費者也嘗試破解其技術。 

就「DVD Player」(家用 DVD 放映機)而言，許多店家可以代為修改機器，使其變成無任何區域碼

限制，工本費大概都是新台幣一千塊錢左右，有的店家甚至在使用者將機器購買回去前就先修改

好。 

而用於個人電腦之「DVD-ROM」之區域碼可分成兩種類型：RPC-I 和 RPC-II。 

早期的 RPC-I 是以「播放軟體」控制區域碼，但消費者得有五次修改其區域碼的機會，至於在「

DVD-ROM」的部分則沒有任何保護，是不鎖區域碼的機型。因此只要破解播放軟體的區域碼，

就可以播放各區的影片，如果使用者將播放軟體本身五次修改區域碼的機會用光後，可以藉由重

新安裝播放軟體，或是其他管道修改播放軟體獲得五次的修改機會，如此週而復返，等於是沒有

任何限制。後來 DVD-ROM 機器製造商受到來自電影業者的壓力，只好推出 RPC-II 的鎖碼機型

，RPC-II 規定所有電腦的 DVD-Video 播放系統（包含 DVD-ROM 和播放軟體），凡是在 1999.12.31

之後所賣出的，只能由使用者更改區碼五次，而在五次之後，消費者可以將產品送回原廠，就可

以再多的五次的區碼修改，而消費者至多只能將產品送回原廠四次；換言之，消費最多只能有擁

有二十次的區碼修改，之後就會鎖死在最後一次所設定的區碼上，之後只能播放該區域碼的影片

或全區、未鎖碼的影片（但全區未鎖碼之影片通常是老舊的影片）。技術上要破解 RPC-II 較為困

難，但仍有可能。 

http://www.dvdcca.org/faq.html  

http://www22.brinkster.com/200e/dvd/DVD-Video_Restrictions.html  

http://www.ibmuser.idv.tw/articles/combo-5.html  

http://www.pcdvd.com.tw/doc/old/zone-3/old3-007.shtml  

http://www.pcdvd.com.tw/doc/old/zone-3/old3-007.shtml  

http://www.liteonit.com.tw/chinese-s-faq-dvdrom.htm#dvd-6  

http://www.intervideo.com.tw/support/faq_dvd_info.htm#region  

all visited 2002/10/18 
155

 此六區的分類大致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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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之區域碼，若DVD放映機內之區域碼與DVD影碟之區域碼不同則無法播放。

例如，澳洲被劃分為第四區，澳洲所販賣之ＤＶＤ影碟只能在授權給第四區之Ｄ

ＶＤ放映機內始能播放，若澳洲人在第四區以外的地方購買ＤＶＤ影碟，即使帶

回澳洲也無法觀賞，除非其購買該地區之放映機，或修改其擁有之放映機。 

業者認為，加入區域碼之作法可以控制電影在各區釋出之時程，確保該國之

DVD 不會在電影院放映前出現，可配合某些地區之放映標準，並可打擊盜版。 

澳洲競爭暨消費者委員會（ACCC, Australian Competition and Consumer 

Commission）則認為，雖然區域碼使得ＤＶＤ放映機無法播放盜版物，但也使得

DVD放映機無法播放平行輸入（於 1998 年合法）之ＤＶＤ影碟。此外，其他小

型電影業者因不敷成本而無法提供專門供給第四區之DVD影碟的結果，將造成

美國電影業者在競爭上占優勢。此外，1999 年底，在第四區所能取得的ＤＶＤ

影碟數是 270 片，而第一區所能取得ＤＶＤ影碟數則是超過 5000 片，因此在澳

洲的消費者對於DVD之選擇性很少。況且，消費者雖然可以修改其擁有之放映

機，但其除了需支付 50 元至 300 元美金不等之費用，而且還會導致保證書無效

。故其結論認為，澳洲消費者已經對ＤＶＤ影碟喪失選擇性，且可能付出較高之

價格，『電影業者間之契約』以及『電影業者與製造者間之契約』加入區域碼之

作法，（可能）減少市場上之競爭，違反Trade Practice Act第 45 條之規定。其並

認為此等利用著作權之行為超出著作權法所追求之目的，並非在保護著作權人之

本質權利
156

。 

然而，由於實際上之執法困難，所以ACCC可能採取之方式包括採取國際合

作方式迫使 DVD產業更改其行為，或立法促使澳洲境內只能銷售無區域碼限制

                                                                                                                                            

區碼 國家名 

1 USA, Canada 

2 Europe, Middle East, South Africa, Japan 

3 Southeast Asia, Taiwan 

4 Central America, S. America, Mexico, Australia, New Zealand

5 Russian federation, Africa (part), India, Pakistan 

6 China 

7&8 7 Reserve；8 for airline 

 
156

 Ross Jones, Difficulties between the pro-competitive community and Intellectual Property, 2001, 

http://www.accc.gov.au/fs-search.htm （visited2002/10/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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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放映機
157

。至於其實效如何，則有待繼續之觀察。 

針對此一問題，我國公平交易委員會認為：『DVD軟體業者之間』、『DVD硬

體業者之間』係屬競爭關係，其區域碼之協定，涉及商品之技術、設備等約束，

則仍屬公平交易法聯合行為規範之範疇。另倘軟體、硬體業者有以脅迫、利誘或

其他不正當方法，促使他事業參與聯合行為，亦可能構成公平交易法第十九條第

四款規定之違反。最後，公平交易委員會認為，在我國對著作物之真品平行輸入

採取如此嚴格的立場下
158

，DVD軟體與硬體間之協定『不足以影響商品供需之市

場功能』，且縱欲加以處理亦有執行上之困難，因此不主動進行調查
159

。 

二、法律分析 

（一）從著作權法之角度而言： 

著作權法為保障著作人得以掌握其著作被使用的狀況，乃賦予著作人散布權

。但為了避免過度壓抑著作的流通，因此對散布權的行使有其限制，即所謂的「

耗盡原則」或「第一次銷售理論」；只不過對於耗盡的範圍究應採國內耗盡或國

際耗盡，由於涉及各國重大利益不易妥協，故在各種國際著作權條約上並無處理

。 

今電影業者做為視聽著作之著作權人，為了控制其電影之流通情形，而將全

球市場分為六大區域，以技術保護的方式於不同區域則使用不同之區域碼，以控

制電影在各區釋出之時間和做為打擊盜版之方式，固非無據。然此等行為又確實

壓縮了著作利用人（消費者）本來就可以使用合法著作的空間；再加上隨著各國

科技保護措施的立法完成
160

，規定凡是任何規避科技保護措施或使容易進行規避

的行為，都在禁止之列，甚至處以刑事制裁的手段，其結果將更深化著作利用人

                                                 
157

 公平交易委員會第 00497 次委員會議。 
158

 依我國著作權法第八十七條第四款以及第八十七條之一規定，除非為供輸入者個人非散布之

利用或屬入境人員行李之一部分而輸入著作原件或一定數量重製物者，否則未經著作財產權人同

意而輸入著作原件或其重製物者，視為侵害著作權或製版權。而主管機關解釋前開一定數量指每

次每一著作以一份為限。易言之，現行法制，輸入者攜帶真品入境，每次每一著作以一份且供其

非散布利用為限，是營業性真品平行輸入與國內授權著作物競爭之情形乃非法律所許，一經輸入

即視為侵害著作權。 
159

 公平交易委員會第 00497 次委員會議。 
160

 相關資料請參閱WIPO Copyright Treaty第十一條、WIPO Performance and Phonograms Treaty 第十

八條，歐盟「資訊社會調和著作及鄰接權指令」第六條，美國千禧年著作權法第第一二○一條以

下等規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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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不公平地位。例如就本案而言，極有可能消費者所購買之合法國外版權之DVD

影碟，於自己國家中因區域碼不符之緣故而必須修改區域碼，並且若是超過修改

區域碼之次數限制後，如欲再解除區域碼限制，就會面臨是否規避技術保護措施

的法律困境。 

（二）從競爭法的角度而言： 

由電影公司及硬體製造商組成的「DVD 影碟聯盟（DVD FORUM）」，共同

進行對 DVD 產品分區鎖碼的協議，確如公平交易委員會所言：「DVD 軟體、硬

體業者間區域碼之上下游協定，非屬水平聯合，惟 DVD 硬體業者間、DVD 硬體

業者間係屬競爭關係，係屬競爭關係，其區域碼之協定，涉及商品之技術、設備

等約束，則仍屬於公平交易法之範疇。」 

著作權法固然賦予權利人散布權，但並未保障著作人得以聯合行為方式行使

其權利，故 DVD 聯盟之區碼協議，若有涉及垂直或水平限制、或致小型電影業

者的因為不敷成本反而限制其競爭或生存空間者，則皆屬於公平交易法之適用範

圍，並無與著作權法保障著作人權利相互衝突的問題。 

（三）至於公平交易委員會以「我國著作權法嚴格限制平行輸入

」為由，認為「區域碼之限制尚不足以影響我國市場之功能」，

而暫不進行主動調查之作法是否妥適的問題？ 

由於我國著作權法確實對真品平行輸入之限制極為嚴格，除少數特定情形外

，幾乎全面禁止，可謂對DVD進口代理業者競爭上的保護已經極為周全。在大

部分國家都禁止著作平行輸入的情形下，若DVD軟硬體業者再透過聯合方式、甚

至透過國際合作方式分區設定區域碼，造成原本有限度平行輸入的合法著作物利

用都飽受限制，則是否著作人行使其著作權的手段已經過當？更何況此等國際合

作的結果，還有小型電影業者可能因為不敷成本而無法提供專門供給特定地區之

DVD影碟，將造成大型電影業者在該區佔有競爭優勢等結果。無怪乎澳洲的

ACCC在類似案件的聽證過程中，一再強調消費者權益受損，並且認為業者加裝

區域碼的目的並不是在防止盜版，而是為了要排除競爭（oppress competition）
161

                                                 
161

 澳洲目前還有一個類似的案例正在進行訴訟，就是sony公司的『play station』，也是用區域碼

把全球分成三區（美國、歐洲、日本及亞洲），但消費者只要加一個mod chip就可以破解，現在sony

已經向法院提起訴訟，認為加裝這種mod chip的行為，是違反其著作權法上的反規避條款，ACCC

有被法院要求參加聽證表示意見，但是這個案子還在審理當中，還不知道結果如何，相關報導請

參閱http://www.accc.gov.au/fs-search.htm。值得一提的是，電腦軟體在澳洲是禁止平行輸入

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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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貳、科技保護措施之立法 

一、著作權科技保護措施之國際立法趨勢 

所謂「科技保護措施」，乃指著作權人為控制其著作可否被接觸(access)、重

製(copy)或傳輸(transmit)，而以有效的科技方法所採取之保護措施。而法律上對

於規避科技保護措施是否以及如何加以規範，大約可區分為兩種行為類型：一為

任何未經授權而規避科技保護措施之行為，即所謂「直接規避行為」；二為任何

製造、散布規避科技保護措施之裝置或提供該等服務之行為，即所謂「直接規避

行為以前之準備行為」
162

。 

（一）WIPO 

1996 年 12 月 2-20 日 WIPO 在日內瓦的外交會議共通過了兩項與著作暨鄰

接權相關的條約，即”WIPO 著作權條約”（The WIPO Copyright Treaty，簡稱 WCT

）及”WIPO 表演及錄音物條約”（The WIPO Performances and Phonograms Treaty

，簡稱 WPPT）。在這兩個條約中分別規定了有關規避科技保護措施的法律責任

： 

WCT第 11 條規定：『締約各方應規定適當的法律保障和有效的法律救濟規

定，制止規避由作者為行使本條約所規定的權利而使用的、對就其作品進行未經

該有關作者許可或未由法律准許的行為加以限制的有效技術措施
163

。』 

WPPT第 18 條規定：「締約各方應規定適當的法律保障和有效的法律救濟規

定，制止規避由表演者或唱片製作者為行使本條約所規定的權利而使用的、對就

其表演或唱片進行未經該有關表演者或唱片製作者許可、或未由法律准許的行為

加以約束的有效技術措施
164

。」 

                                                 
162

 章忠信，著作權法制中科技保護措施與權利管理資訊之探討，萬國法律雜誌，2000 年 10 月及

2000 年 12 月，  （visited2002/10/20） http://www.copyrightnote.org/paper/pa0016.doc
163

http://www.moeaipo.gov.tw/copyright/copyright_law/copyright_law_2_2.asp#11 （ visited2002/10/20 ） 

Contracting Parties shall provide adequate legal protection and effective legal remedies against the 

circumvention of effective technological measures that are used by authors in connection with the exercise of 

their rights under this Treaty of the Berne Convention and that restrict acts, in respect of their works, which 

are not authorized by the authors concerned or permitted by law. 
164

http://www.moeaipo.gov.tw/copyright/copyright_law/copyright_law_2_2.asp#11 （ visited2002/10/20 ） 

Contracting Parties shall provide adequate legal protection and effective legal remedies against the 

 101

http://www.copyrightnote.org/paper/pa0016.doc
http://www.moeaipo.gov.tw/copyright/copyright_law/copyright_law_2_2.asp#11
http://www.moeaipo.gov.tw/copyright/copyright_law/copyright_law_2_2.asp#11


 

WCT 第 11 條及 WPPT 第 18 條是最早針對技術措施予以規範的國際條約。

其規範的內容較為簡要，重點是在要求締約國有義務提供適當的法律保護和有效

的法律救濟辦法，以禁止他人在未經許可或授權的情況下，規避著作人就其受保

護之著作或權利所採取的科技保護措施。 

（二）美國 165

美國為履行WCT與WPPT兩條約，於 1998 年通過在國內爭議不斷的數位千

禧年著作權法（DMCA, Digital Millennium Copyright Act），於著作權法中增訂第

12 章有關規避科技保護措施之法律責任。由於條文內容甚多，故僅為概略之介

紹
166

。 

 

依美國千禧年著作權法第一二○一條 (a)、(b)項規定，其對於科技措施的保

護，主要採取兩大手段： 

1)禁止未經同意或授權的規避行為。 

2)禁止製造、進口、銷售、提供或運送此類規避技術措施的商品或服務等。

但是，立法者為了避免因此不當限制其他多用途電子商品之製造或生產，因而又

進一步加以限制： 

     a)必須此等商品或服務，主要(Primarily)是為規避技術措施而設計或生

產， 

     b)必須此等商品或服務除為規避之目的外，就只剩下非常有限的商業

目的或用途（only limited significant purpose or use）， 

     c)必須銷售者對該商品或服務之規避性質有所認知（knowledge）。  

由此可見，DMCA 對於「直接規避行為」與「直接規避行為以前之準備行

                                                                                                                                            

circumvention of effective technological measures that are used by performers or producers of phonograms in 

connection with the exercise of their rights under this Treaty and that restrict acts, in respect of their 

performances or phonograms, which are not authorized by the performers or the producers of phonograms 

concerned or permitted by law. 
165

 以下請參閱張懿云，資訊社會關於「個人非營利目的重製」之研究，輔仁法學第二十期，2000

年 12 月，頁 318 以下；張懿云、李憲珍，談著作權的反規避條款，2001 年 11 月，

http://www.apipa-ipr.org.tw/forum/nfm_replyshow.asp?fm_replyroot=71 （visited2002/10/21） 
166

 （visited2002/10/21）  法條全文請參照http://www4.law.cornell.edu/uscode/17/1201.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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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均加以規範。在前者，禁止規避的措施限於控制對著作的接觸（access control

）的科技保護措施，即使在未侵害著作權的情形下，只要規避施加於著作上的科

技保護措施以接觸著作內容，也會被認為違反反規避條款之規定，其限制的範圍

與程度相當寬廣。因此，DMCA 第一二○一條(d)-(j)款，設了七個允許規避的例

外規定。其規定分別為： 

Sec. 1201 (d) : 關於非營利教育機構、檔案處、圖書館之免責； 

Sec. 1201 (e) : 關於合法之調查、保護或情報活動； 

Sec. 1201 (f) : 關於還原工程之免責； 

Sec. 1201 (g) : 關於鎖碼技術研究之免責； 

Sec. 1201 (h) : 關於保護未成年人之免責條款； 

Sec. 1201 (i) : 關於隱私權保護之免責； 

Sec. 1201 (j) : 關於網路安全測試之免責。 

此外，DMCA 另規定軟體或硬體製造廠商並無設計回應特定科技保護措施

產品的義務。以 DVD 為例， DVD player 必須利用機器本身和 DVD 光碟上儲

存的序號將 DVD 內容解碼後才能觀看，未經授權重製的 DVD 光碟在支援 CSS

的 DVD 播放裝置中即無法被播放，且 CSS 不允許使用者重製 DVD 電影內容，

因此，CSS 機制要能有效運作，全賴電腦或消費性電子產業願意發展與 CSS 相

容的硬體設備。  

（三）歐盟 

歐體執委會在一九九九年五月的「資訊社會調和著作及鄰接權指令修正草案

」第六條也做出規定，該草案並於二○○二年五月二十二日公布生效
167

： 

Ⅰ、各會員國應採取適當的法律保護，以防止個人在未獲許可的情況下去規

避，權利人為了保護受法律所保護之著作權、鄰接權或歐洲議會及理事會 96/9/EC

指令第三章之特別權利
168

，所採行之有效的技術保護措施，但必須該行為人明知

                                                 
167

 其正式名稱為＂Richtlinie 2001/29/EG des Europäischen Parlaments und des Rates vom 22. Mai 2001 

zur Harmonisierung bestimmter Aspekte des Urheberrechts und der verwandten Schutzrechte in der 

Informationsgesellschaft  Amtsblatt Nr. L 167 vom 22/06/2001 S. 0010 – 0019. 
168

 譯者註：歐洲議會理事會 96/9/EC指令第三章所保護之特別權，即指符合特別權保護標準之資

料庫而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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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可得而知其行為違法。 

Ⅱ、各會員國應採取適當的法律保護以對抗下列所有未經許可的行為，包括

製造或散布此一技術設備、產品、零組件或提供此類服務，以及 

凡為促進銷售、廣告或代理此類以規避為目的之物品，或 

該物品唯一的經濟目的就是在規避保護裝置，除此之外，就只剩下非常有限

的效用(begrenzte Nutzung)，或 

該物品之設計、生產、改裝或製造的最主要 (hauptsächlich)目的就是為了要

能夠規避有效的技術保護裝置，或是使之能夠輕易實施。 

Ⅲ、本條所稱的技術措施係指，所有科技成品或零組件，只要其基本功能是

用來防止或阻礙侵害著作權、鄰接權（此之鄰接權係指，依法律、或是依歐洲議

會及理事會 96/9/EC 指令第三章所保護之特別權利）的行為。 

所謂『有效的』技術措施係指，如果要接觸或利用著作或其他受保護的客體

時，由於該客體是經由一組密碼或是其他機械保護的控制，以透過程序的演算及

可信賴的方式，來達到保護的目的，因此必須先得到權利人之同意。而此一技術

措施可以包含解密、解除混碼或其他轉換著作形式的功能。 

二、公平交易委員會針對科技保護措施立法之衝擊 

從美國千禧年著作權法、歐盟之指令內容，可以發現：技術措施的規範義務

，主要在保障權利人得利用技術措施以阻止權利被侵害，因此對於違法的規避行

為、或使規避行為容易進行的其他行為，都一律加以禁止。但是除了對權利人提

供有效的法律保護之外，各國的立法者也不希望，此一反規避條款會因而影響電

子產品之通常功能或阻礙此類科技產品之發展，所以才會在立法理由中一再的、

特別的強調，此一法律保護規範並不意味著，這些相關科技產品的研發都必須受

限於本條技術措施的規定。所以比例原則的運用在這裡是重要的關鍵，以免連其

經濟目的或利用不是在規避技術措施的機器設備，也都變成在禁止之列
169

。特別

是在加密技術領域的各種研究工作，也不得因而受到波及。  

                                                 
169

 參閱歐盟調和著作及鄰接權指令草案立法理由 30), 30a)，KOM(1999), 250 final, Brüssel 21.5.1999 
170

 DMCA Sec. 1201 (c) (3)：[ Nothing in this Section shall require that the design of, or design and selection 

of parts and components for, a consumer electronics, telecommunications, or computing product provide for 

a response to any parti-cular technological protection measure, so long as such part or component or th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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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國際上關於技術措施規範討論和反對最烈的，是反規避條款將對「著作

權的合理使用」造成重大衝擊，擔心立法後將影響技術科技之發展以及資訊之自

由流通，或導致原本應歸於公共利用之著作將永遠受到保護而產生資訊壟斷的現

象。原則上，這些討論涉及反規避條款的規範是否妥適的問題，有待立法之仔細

調整。至於競爭法方面的議題，則並非國際立法所討論的重點。因此若從著作權

法與競爭法各有不同立法目的的角度，著作權之反規避條款是在保障著作人以科

技方式免於權利遭受不法侵害，至於是否因而造成著作權合理使用的空間被不當

壓縮、或是否造成資訊之被壟斷等，屬於立法者之利益平衡工作，故在此一階段

，並不適合直接貿然導入公平交易法之適用。除非著作人於採取科技保護措施的

同時有進一步的聯合行為、或是另有其他不正競爭之特別情事，自屬公平交易法

之管轄範圍。至於各國實務方面，由於尚未見到有此類爭議，故就此部分之發展

，仍有待後續觀察。 

 

                                                                                                                                            

product, in which such part or component is integrated, does not otherweise fall within the prohibitions of 

subsection (a)(2) or (b)(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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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章 聯播行為 

壹、概說 

一、聯播行為之定性 

公平交易法第七條第一項規定：「本法所稱聯合行為，謂事業以契約、協議

或其他方式之合意，與有競爭關係之他事業共同決定商品或服務之價格，或限制

數量、技術、產品、設備、交易對象、交易地區，相互約束事業活動之行為而言

」，向來國內轉播國際體育賽事，多由台視、中視、華視三台聯合向外國購買轉

播權以及衛星線路，三台內部就節目內容及播出時段，甚至廣告安排亦多有所約

定，由上可知，三台之行為構成公平交易法上之「聯合行為」。  

二、聯合行為之立法政策與聯播行為 

（一）聯合行為之立法政策 

公平交易法就聯合行為採取「原則禁止，例外許可」之立法政策。由於聯合

行為會減少或阻礙市場競爭，除了聯合以經濟力量獲取超額利潤，構成倫理上的

非難性之外，亦妨害市場價格決定之機能，造成社會損失，因此採取原則禁止聯

合行為之態度；但因聯合行為亦有經濟活動上的正面效果，如為了改進生產程序

、降低生產成本或基於特殊經濟狀況等等，有可能需要允許聯合行為否則反不利

經濟發展以及競爭秩序
171

，因此我國於公平交易法第十四條但書中，列舉了七款

例外行為，依法須向公平交易委員會申請許可聯合行為
172

。其中，公平交易法第

                                                 
171

 賴源河編審，公平交易法新論，元照，2000 年 9 月，頁 227 及 251。 
172

 公平交易法第十四條：「Ⅰ事業不得為聯合行為。但有左列情形之一，而有益於整體經濟與公

共利益，經申請中央主管機關許可者，不在此限： 

一、降低成本、改良品質或增進效率，而統一商品規格或型式者。 

二、提高技術、改良品質、降低成本或增進效率，而共同研究開發商品或市場者。 

三、為促進事業合理經營，而分別作專業發展者。 

四、為確保或促進輸出，而專就國外市場之競爭予以約定者。 

五、為加強貿易效能，而就國外商品之輸入採取共同行為者。 

六、經濟不景氣期間，商品市場價格低於平均生產成本，致該行業之事業，難以繼續維持或生產

過剩，為有計畫適應需求而限制產銷數量、設備或價格之共同 行為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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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四條但書第五款規定「為加強貿易效能，而就國外商品之輸入採取共同行為者

」，係屬輸入之聯合行為態樣，多用在對抗外國獨占或聯合行為或雙方國際交易

地位懸殊，有必要以輸入之聯合行為來強化自己的競爭地位，以達到加強貿易效

能之目的
173

。 

（二）聯播行為 

三台於影響評估報告中指出，對電視台而言，聯合向外國洽談轉播授權有三

項好處，一是可降低授權費用，其次共同租用衛星亦可節省費用，並可減少可減

少外匯支出。而對觀眾而言，則有較多收看機會，另對廣告業者而言，有較多播

出廣告的選擇空間。 

貳、聯播行為案例之分析 

一、聯播行為之內容 

公平交易委員會將聯播行為內容分為三部分： 

1. 聯合購買轉播權、衛星線路之行為 

2. 分配播出時段之行為 

3. 聯合訂定廣告價格之行為 

在處理有關於聯播行為之案件時，公平交易委員會係將聯播行為區分為以上

三部分，進行審查。而近年來除允許該等聯合行為之外，並採取增加負擔之方式

，以避免因允許電視台進行聯合行為後帶來其他的副作用。 

二、案例之分析整理 

以下將公平交易委員會歷來所處理過的案件加以整理，並分就行為模式予以

說明與分析： 

                                                                                                                                            

七、為增進中小企業之經營效率，或加強其競爭能力所 為之共同行為者。 

 

Ⅱ中央主管機關收受前項之申請，應於三個月內為核駁之決定；必要時得延長一次。 」 

 
173

 賴源河編審，公平交易法新論，元照，2000 年 9 月，頁 26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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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聯合購買轉播權、衛星線路之聯合行為 

就聯合購買轉播權以及衛星線路而言，在一九九二年巴塞隆納奧運轉播案以

及一九九四年廣島亞運轉播案中，公平交易委員會均採取肯定之態度，認為其具

有以下之優點： 

1.降低成本。 

2.無妨礙於消費者之收視利益。 

3.經濟效益大於各自轉播，有益於整體經濟及公共利益。 

基於以上三項優點，公平交易委員會允許其進行聯合購買轉播權與衛星線路

之行為。由於多家電視台若分別與相對人洽商，相互競爭之下可能會造成權利金

過高的情形，且轉播初期由於人力物力（如衛星線路不足）缺乏，因此有允許聯

合行為促其合作以降低成本、節省外匯支出之必要。 

公平交易委員會在二○○○年雪梨奧運轉播案中指出，由於聯合購買轉播權

以及聯合訂定國際衛星線路之行為，均屬對國外之採購行為，參與事業聯合輸入

之效益大於個別輸入之效益，有助於成本之降低，提升貿易效能，且聯合訂定衛

星線路具有技術上之便捷性與經營上之效率性，應予許可聯合行為。其並附加一

負擔，即不得以不正當方式排除其他競爭者參與本聯合行為及再轉播之要求。 

本文認為，由於「聯合購買轉播權」及「聯合訂定國際衛星線路」均屬輸入

之聯合行為，可避免分別洽談所可能導致之權利金過高情形，有助於成本之降低

。又，為避免電視台未將成本降低之利益反應至廣告價格上，增加不可不當提高

廣告價格之負擔，可降低廣告業者之成本，最終將有利於一般之消費者。因此，

應認其能加強貿易效能而有益於整體經濟。 

至於若有其他電視台意欲參與上述聯合購買行為，基於平等原則，並無理由

拒絕其加入，否則對其他電視台業者將有違反公平競爭之疑慮。因此，公平交易

委員會增加「不得以不正當方式排除其他競爭者參與聯合行為」之負擔，值得肯

定。 

（二）分配播出時段之聯合行為 

在一九九二年巴塞隆納奧運轉播案、一九九四年廣島亞運轉播案以及一九九

六年亞特蘭大奧運轉播案中，公平交易委員會就分配播出時段之聯合行為採取肯

定態度，認為其具有前述的三項優點，而許可其聯合行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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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九九七年釜山東亞運動會轉播案，除開閉幕典禮聯播外，其餘節目由各電

視台自行安排。而一九九八年曼谷亞運轉播案，則無任何聯播行為，包括開閉幕

典禮在內均全由電視台自行安排。 

至二○○○年之雪梨奧運轉播案，則將體育項目分為三等分由電視台抽籤決

定，至於進一步的時段如何安排則由電視台決定。公平交易委員會認為「抽籤方

式決定轉播項目」與聯合購買單一轉播權具有不可分之關係，且係屬短期行為，

對限制競爭之負面影響尚屬有限，並不損及申請人間轉播奧運會節目之競爭性，

應予許可。至於「節目播出時段」與聯合採購轉播權之目的已無相關性，亦不具

正當之理由，應予禁止。因此，以下分就兩種行為分別討論： 

1. 約定以抽籤方式決定轉播項目 

此種允許「抽籤決定轉播項目」，但禁止「協議分配節目時段」的作法，較

以往只考慮到「分配播出時段」來得細緻。審議會中多數認為以抽籤的方式決定

轉播項目的分配，可避免冷門項目無人轉播、熱門項目大家搶著轉播的情形，對

此方式多持肯定態度。 

然而，此種約定以抽籤方式分配轉播項目仍屬公平交易法第七條所定義之聯

合行為，而且是獨立於採購轉播權行為之外的另一個聯合行為。以此為前提之情

況下，則公平交易委員會例外允許該等聯合行為究竟係基於公平交易法第十四條

但書哪一款之規定？本文認為，就文義而言，決定轉播項目如何分配，並無法為

公平交易法第十四條但書任何一款行為所涵蓋。且分配轉播項目係屬採購行為之

後的內部分配行為，亦非公平交易法第十四條但書第五款之「輸入」行為所能涵

蓋。因此，公平交易委員會在研析意見中以該等行為與聯合採購行為具有「不可

分關係」而將其視為聯合採購行為之一部分，進而加以允許之作法，在公平交易

法對聯合行為採取「原則禁止、例外允許」之立法原則之下，建議應更詳細論述

兩者具有「不可分關係」之理由，否則將容易受到質疑。此外，轉播運動賽事本

就是在比賽期間內始發生相互競爭之現象，因此，以其「屬短期行為，對限制競

爭負面影響尚屬有限，且不損及申請人間轉播奧運會節目之競爭性」為許可之理

由，說服力似嫌不足。 

2. 約定節目播出時段 

公平交易委員會認為「約定節目播出時段」與聯合購買轉播權以減少成本支

出並無相互關係，因而不允許該等聯合行為，與前述以「約定抽籤轉播項目」之

行為與聯合購買轉播權之行為具有「不可分關係」而允許其聯合行為，立論基礎

上並無不同。然而若將「約定節目播出時段」之行為單獨當作一聯合行為，再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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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步評估相關因素以分析其是否符合公平交易法第十四條但書各款之規定，似較

為妥適。 

（三）聯合訂定廣告價格之聯合行為 

一九九二巴塞隆納轉播案、一九九四年廣島亞運轉播案，公平交易委員會認

為三台聯播之經費採「統籌統支」方式，致「聯合訂定廣告價格」與前二部分聯

合內容具有不可分之關係，故亦同時允許之。雖原則上因考慮整體經營規劃之需

要予以許可，但亦附有一負擔，即除有因權利金提高而需反應至廣告費用外，不

得不當抬高廣告價格。 

此情形於一九九六年亞特蘭大奧運轉播案發生改變，由於三台該次轉播係申

請三條衛星線路，同時段內可轉播不同奧運節目，且聯播之經費亦採取「統支不

統籌」（權利金共同支出，廣告收入自行收取）之方式核算，因此公平交易委員

會認為無聯合訂定廣告價格之必要性，而予以禁止。 而一九九七年釜山東亞運

動會轉播案以及一九九八年曼谷亞運轉播案，則無此等行為。 

於二○○○年雪梨奧運轉播案，公平交易委員會在研析意見中指出，需分就

「開、閉幕典禮期間」與「其他期間」分別處理。於前者之情形，僅在短時間內

採取廣告聯營，以求得廣告時間之一致性便利聯播，尚無明顯損及競爭，故加以

允許；至「其他時間」之廣告，則認為無聯營之必要性而加以禁止。 

從前述發展可知，早期公平交易委員會以三台之經費分配方式來判斷「聯合訂

定廣告價格」之行為與「聯合購買轉播權」之行為是否具有「不可分關係」，如

具不可分關係則予以許可。惟最主要的原因還是在於衛星科技的發展使得衛星線

路的取得更加容易以及便宜，也因此三台可以各自購買衛星線路，而在轉播技術

上可以取得自主權，導致廣告聯播的必要性明顯降低。 

而公平交易委員會在二○○○年雪梨奧運案當中將「開閉幕典禮」與「其他時

間」之廣告加以區分，並認為僅於「開閉幕典禮」之短時間內採取廣告聯營，以

求得廣告時間之一致性便利聯播，尚無明顯損及競爭；而在「其他時間」之廣告

，則無聯營之必要性。公平交易委員會允許三台於開閉幕期間進行廣告聯營是否

有必要則有疑問，因似無技術上不可行的問題，是故沒有廣告聯營之必要性。除

此之外，公平交易委員會應說明此等聯合行為符合公平交易法第十四條但書其中

的哪一款而構成應予允許之例外，否則僅以「為求得廣告時間之一致性便利聯播

」作為許可之理由，似嫌薄弱。 

至於公平交易委員會，依公平交易法第十五條第一項規定：「中央主管機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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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前條之許可時，得附加條件、限制或負擔」，得於作成聯合行為之許可時，附

加條件、限制或負擔。但依行政程序法第九十四條規定：「…附款不得違背行政

處分之目的，並與該處分之目的具有正當合理之關聯。」故就該條件或負擔與聯

合行為許可間之關係，需具有正當合理之關聯，此為公平交易委員會日後就聯播

行為是否應賦予負擔時，須注意之處。 

因是否許可聯合行為係屬公平交易委員會依法裁量之範圍，鑑於案件益繁雜

，且為求於允許聯合行為之外亦能同時避免聯合行為所可能衍生之弊害，公平交

易委員會於許可內容中附加「不得有不當抬高廣告價格之情事」以及「並於聯合

行為結束後壹個月內將聯合期間之廣告收入情形報會」等之負擔，可使三台將公

平交易委員會允許其聯合購買轉播權及衛星線路所節省的成本反應於廣告價格

之上，並由公平交易委員會進行事後之監督，以確保允許其進行聯合行為之行政

處分能夠達到提升整體經濟效益及公益之目的，尚無不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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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八章 結論 

著作權為法律制度為保障創作人之利益、促進文化發展所設之制度，而且為

達到此一目的，賦予著作權人有排他效力之權利。這種權利固然是要讓著作權人

得以獲得一定之經濟利益，然而如果著作權人為獲取更大之利益，而超出其權利

範圍行使權利，將對競爭秩序產生不當之影響，而有受公平交易法規範之必要。

以下，茲就本文之研究結果，扼要概述如下。 

1. 著作權仲介團體與使用者之使用費率爭議 

在著作權法於民國九十年十一月十二日修法之前，著作權仲介團體所定之使

用報酬率，應先經「著作權審議及調解委員會」審議；修法之後，刪除此項規定

。因此目前著作權仲介團體與使用者間有關費率的爭議，即應回歸一般契約法的

市場原則。但由於著作權仲介團體的本質或特徵，因此當著作利用人未能與著作

權仲介團體就使用報酬達成一致，致無法利用著作時，則經常質疑著作權仲介團

體收費太高，是濫用市場優勢地位。因此在著作權法修法之後，有不少將原本是

屬於專業主管機關或法院管轄的費率爭議問題，直接適用到公平交易法濫用監督

的討論。 

當費率產生爭議時，不論是美國法或德國實務上，皆要求著作權仲介團體負

擔舉證責任。主要理由是，當著作權仲介團體要求利用人必須依其所定的費率付

費時，依該國法律著作權仲介團體有根據適當標準定價的義務，故當然有義務說

明舉證該費率之合理性，至於在我國則欠缺類似規定。此外，有關著作權仲介團

體與使用者間之費率爭議問題之處理，應要求具有獨占地位之著作權仲介團體，

對於相同地位之使用者不能予以差別待遇。由於獨占事業與使用者地位懸殊以及

判斷該費率是否合理之事實資料多掌握在獨占事業手中，應要求著作權仲介團體

負擔證明授權契約費率合理性之舉證責任。 

參考歐美各國對於「適當費率」的認定標準，可歸納以下因素：1.首先被考

慮的就是，著作利用人因為使用著作所獲致的金錢上的利益。2.當金錢上的獲利

不易計算時，也並不排除基於其他的計算基礎去計算費率，例如場地的大小、座

位數等。3.在費率的形成上，也必須考慮，所利用的著作占全部使用行為的比例

如何而定。另外，基於著作權的社會性使然，對公益的利用也應做特殊的考慮。

5. 利用頻率與密度。 6. 對於國內、外費率標準的比較。 7. 另外，費率在過去

數年間的變化情形如何，也是在主管機關認定仲團調整費率是否合理的判斷因素

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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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著作物搭售與不公平競爭──聯營租片之問題 

著作權人銷售其著作物，固屬於行使權利之範圍，然而如果以搭售之方式為

散布，而該行為對於自由競爭或競爭秩序有所影響，則不能以行使權利之正當行

為為由，而主張排除公平交易法之適用。 

我國有關搭售之規定，於公平交易法修正後，明顯兼具限制競爭與不公平競

爭之規範性質，雖然在立法例上較為特殊，然而從國外立法與實務上之觀察，可

知對於搭售主要是以限制競爭之規範加以處理，雖然如此，並不排除其受不公平

競爭法規範之可能性，亦即搭售行為不僅可能構成限制競爭之行為，也有可能構

成不公平競爭之行為；惟兩者所考量之因素並不相同。於判斷搭售是否有限制競

爭之虞時，應考慮市場力；於判斷搭售是否有不公平競爭之虞時，市場力之大小

並非所問。 

我國實務上歷來對於搭售行為之違法性判斷，大多從限制競爭之角度出發，

考量事業市場力之大小，以及其對被搭售產品市場競爭之影響，而忽視搭售在不

公平競爭上之意義，未來於適用法律時，宜注意及之。 

此外尚需注意者，擁有著作權並不表示就具有市場力。公平交易委員會於處

理著作權相關案件時，往往會考慮「著作特性」，以強化其對市場力之說明。然

而，著作權之排他地位，固然有助於著作權人形成市場力量，然而並不能理所當

然地認定排他性本身就具有市場力，具有足以支配市場之力量。通常如果只是擁

有單一或只是少數幾個著作權，並不容易達到具有足以支配市場之力量，如果擁

有著作權之數量達到一定之程度，而足以支配市場，或具有優勢之市場地位，則

仍然有可能被認定具有市場力量。 

總言之，有關聯營租片之問題，搭售並不屬於著作權人「行使權利之正當行

為」而得以依公平交易法第四十五條之規定被豁免，搭售可能構成限制競爭，亦

可能構成不公平競爭。公平交易委員會在判斷被處分人之搭售行為是否違法，很

重要的一項標準在於：是否給予交易相對人有選擇單支購買之機會。同時，公平

交易委員會於判斷時亦注意到著作物之獨家排他性及消費者對流行新歌之偏好

性等商品特性。基本上，於判斷搭售是否有限制競爭之虞時，應考慮市場力，雖

然如此，擁有著作權並不表示就具有市場力；而於判斷搭售是否有不公平競爭之

虞時，則不問其市場力之大小。 

3. 著作權行使與警告信函 

發警告函固然是智慧財產權人行使權利之行為之一部分，然而有時卻也成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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權利人藉以排除競爭之手段。公平交易委員會歷來處理這類之案件相當多，並於

民國八十六年訂立「行政院公平交易委員會審理事業發侵害著作權、商標權或專

利權警告函案件處理原則」。由於該處理原則是以專利權為出發點，而且制訂當

時所累積者主要亦為專利案件之經驗，因此將該處理原則適用於其他智慧財產權

時，不免產生格格不入之現象。 

就理論上而言，著作權之排他效力遠不及專利權強，似乎著作權對競爭秩序

之影響似乎不如專利權大。然而，由於著作權是採取創作保護主義，其權利之取

得並不需要經過嚴格審查，因此在著作權人發警告函之階段，其權利是否真正存

在，其實通常尚未經過任何機關或法院就此加以審查或確認。而且，著作權透過

刑罰與犯罪偵查所形成之實際上排他效力，並不亞於專利權。因此著作權之行使

甚至應該比專利權之行使受到更嚴格之監督。 

此外，對於如何認定著作權人、著作是否受我國著作權法保護，以及侵害鑑

定報告所涉及之問題，包括鑑定機構、鑑定報告應有之內容、發警告函之對象，

以及警告函應具備之內容，包括對權利取得之說明、對權利內容與範圍之說明，

以及對具體受侵害事實之說明等等，本文均逐一加以分析與說明，期能有助於公

平交易委員會對著作權人行使權利案件之處理。 

4. 資料庫抄襲 

歸納公平交易委員會對直接取用資料庫行為的處理模式，可以發現其不區別

利用人所擷取的資料庫內容是屬於一般性之事實資料、或受著作權法保護之著作

。從智慧財產權保護的角度觀察，動用公平交易法第二十四條之規定對不具著作

權之資料庫進行保護，則該保護效果，實不免遠超過享有著作權或特別權保護的

資料庫之法律地位。從競爭法的角度觀察，並非擷取或重製他人資料庫內容之行

為，即當然構成剝削他人工作之成果，還必須具備其他值得非難之特殊情形。 

5. 科技保護措施 

從著作權法的角度而言，電影業者施加區域碼之作法固屬其保護著作權之行

為，然此等行為確實壓縮了著作利用人本來就可以使用合法著作的空間。再加上

隨著各國科技保護措施的立法完成，禁止任何規避科技保護措施或使容易進行規

避的行為，其結果將更深化著作利用人之不公平地位。從競爭法的角度而言，著

作權法固然賦予權利人散布權，但並未保障著作人得以聯合行為方式行使其權利

，故 DVD 聯盟之區碼協議，若有涉及垂直或水平限制、或致小型電影業者的因

為不敷成本反而限制其競爭或生存空間者，則皆屬於公平交易法之適用範圍，並

無與著作權法保障著作人權利相互衝突的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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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DVD 軟硬體業者透過聯合方式設定區域碼，造成原本有限度平行輸

入的合法著作物利用飽受限制，則著作人行使其著作權的手段可能有過當之嫌。 

由於目前競爭法方面的議題在國際關於科技保護措施的規範討論上並非重

點，因此仍有待進一步的觀察。 

6. 聯播行為 

公平交易委員會將三台聯播轉播國際體育賽事之行為內容分為三部分進行

審查：1. 聯合購買轉播權、衛星線路之行為；2. 分配播出時段之行為；3. 聯合

訂定廣告價格之行為。 

於二○○○年之雪梨奧運轉播案中，公平交易委員會許可三台「以抽籤方式

決定轉播項目」而禁止「約定節目播出時段」；允許「開、閉幕典禮期間」之廣

告聯營，但禁止「其他時間」之廣告聯營。在公平交易法對聯合行為採取「原則

禁止、例外允許」之立法原則之下，建議應更詳細論述此等行為構成聯合行為之

例外而必須加以允許的理由。

此外，公平交易委員會於許可內容中附加負擔之作法，可使公平交易委員會

進行事後監督，確保其能達到提升整體經濟效益及公益之目的，尚屬適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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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文摘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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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制訂本法。」揭示著作權之立法目的，由於文化方面之精神創

作是人類思想、智慧之結晶，屬於人類文化資產之一部分，對於人類文化之進步

與發展有所貢獻，因此有必要對於從事創作之人加以保障，並藉以鼓勵其從事精

神創作活動，使人類之文化資產更為豐富。著作權法為鼓勵文學創作與提升科技

發展，透過賦予著作人獨占排他專屬權利，禁止他人以相同表達重製著作人之創

作，藉以保護著作人之人格與財產上之利益。然而若著作權人利用此種法律上或

經濟上之優勢地位，例如利用授權契約之限制約款、獨占地位之行使或拒絕授權

等行為，排除或限制其他競爭者進入市場，以不當之人為因素而非提昇產品品質

之行為，造成對他人進入市場之障礙，則對於市場經濟會造成一定之影響。亦即

著作權法本身提供著作人之保障地位，有可能產生著作權人利用該地位，而壟斷

其經濟利益，影響原本正常運作之市場競爭機制。依公平交易法第一條規定：「

為維護交易秩序與消費者利益，確保公平競爭，促進經濟之安定與繁榮，特制訂

本法。」由於公平交易法之目的在建立公平之競爭秩序，以保護消費者利益，最

終之旨則是促進經濟之安定與繁榮等，因此著作權人行使權利本身便有可能因為

其具有某程度之壟斷性而產生公平交易法上之問題。 

基於上述著作權之行使可能與公平交易法產生衝突之問題，本文擬針對目前

公平交易委員會所面臨有關著作權法之主要問題，作一全面與通盤之探討。除先

說明著作權法與公平交易法之關係外，並針對『著作權仲介團體與使用者之使用

費率爭議』、『著作物搭售與不公平競爭── 聯營租片之問題』、『著作權之行使

與警告信函』、『資料庫抄襲』、『科技保護措施』、『聯播行為』等六項議題進行法

律分析，並以前三項議題為主要探討內容。 

就著作權仲介團體與使用者之使用費率爭議，經本文研究後發現，不論是美

國法或德國實務上，皆要求著作權仲介團體負擔舉證責任。主要理由是，當著作

權仲介團體要求利用人必須依其所定的費率付費時，依該國法律仲團有根據適當

標準定價的義務，故當然有義務說明舉證該費率之合理性，至於在我國則欠缺類

似規定。因此綜觀歐美各國對於「適當費率」的認定標準，可歸納以下因素：1.

首先被考慮的就是，著作利用人因為使用著作所獲致的金錢上的利益。2.當金錢

上的獲利不易計算時，也並不排除基於其他的計算基礎去計算費率，例如場地的

大小、座位數等。3.在費率的形成上，也必須考慮，所利用的著作占全部使用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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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的比例如何而定。另外，基於著作權的社會性使然，對公益的利用也應做特殊

的考慮。5. 利用頻率與密度。 6. 對於國內、外費率標準的比較。 7. 另外，費

率在過去數年間的變化情形如何，也是在主管機關認定仲團調整費率是否合理的

判斷因素之一。 

而就著作物搭售與聯營租片之問題，本文認為，有關聯營租片之問題，搭售

並不屬於著作權人「行使權利之正當行為」而得以依公平交易法第四十五條之規

定被豁免，搭售可能構成限制競爭，亦可能構成不公平競爭。公平交易委員會在

判斷被處分人之搭售行為是否違法，很重要的一項標準在於：是否給予交易相對

人有選擇單支購買之機會。同時，公平交易委員會於判斷時亦注意到著作物之獨

家排他性及消費者對流行新歌之偏好性等商品特性。基本上，於判斷搭售是否有

限制競爭之虞時，應考慮市場力，雖然如此，擁有著作權並不表示就具有市場力

；而於判斷搭售是否有不公平競爭之虞時，市場力之大小並非所問。 

至於著作權行使與警告信函之問題，著作權人利用發警告函之方式行使其著

作權，由於著作權不僅在取得上較專利權容易，而且其保護權利內容和保護範圍

都較專利窄，排他性之效力亦弱，因此性質上屬於較為弱勢之權利，理論上而言

，其著作權之行使似乎對競爭秩序所能產生之影響應該不大，然而實際上由於著

作權侵害有刑事責任，使得其實際上所發揮之排他性之效力遠遠超過其權利之本

質，因此如果著作權人藉用此一刑罰之嚇阻力，以發警告函之方式來行使權利，

將對競爭秩序產生莫大之影響。再加上著作權之權利是否果真存在，是否符合保

護要件，並未如專利權般須經過主管機關審查，其權利之不確定性頗高，因此著

作權之行使甚至應該比專利權之行使受到更嚴格之監督。 

另外就「資料庫抄襲」、「科技保護措施」與「聯播行為」等議題，為本研究

之次要主題，本研究將從著作權法與公平交易法之角度進行初步之剖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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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Copyright Law is enacted not only to protect the right of the author but also 

to strike a balance between the private and public interests. In order to give the author 

an incentive to create, the law provides for him with an exclusive right to prevent 

others from copying without authorization. However, there is a possibility that the 

author abuses his right, and as a result, the competition mechanism is greatly 

influenced. Therefore, to some extent the ownership and exercise of copyright might 

be deemed kind of a monopoly in the Fair Trade Law.   

The goal of the Fair Trade Law is to maintain a fair and competitive market. 

Considering the potential conflicts between the Copyright Law and the Fair Trade 

Law, we thoroughly explore some of the issues the Fair Trade Commission is faced 

with. The relationship of the Copyright Law and the Fair Trade Law is discussed at 

first. And then we separately deal with these important issues, including the rate issue 

between the copyright collective and its users, the tying of the copyrighted objects and 

unfair competition, the exercise of copyright and the warning letter, database copying, 

technical protection measures, and the conducts of joint broadcast. 

Chapter 1 is about the rate issue between the copyright collective and its users. 

The rate issue was originally administered by the Intellectual Property Office. But 

after the revision of the Copyright Law in 2001, the issue was thought to be solved 

through market mechanism. However, if the copyright collective abuses its market 

power to set an unreasonable royalty, it opens the door for the Fair Trade Commission 

to enter. 

American and German law provides that copyright collectives have the 

obligation to set a reasonable royalty, and they have to assume the burden of proof 

consequently. However, there is no such law in Taiwan. From the legislative 

perspective, it seems inappropriate for the Fair Trade Commission to deal with this 

issue, which ought to be under the supervision of a peculiar and professional 

institution, in light of the nature or characteristics of the copyright collective. But we 

still conclude several principles so that the Fair Trade Commission can refer to when 

deciding the reasonableness of royalty.  

Chapter 2 focuses on the tying of copyrighted objects. The Fair Trade La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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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hould apply when the tying influences the competition mechanism. After the revision 

of the Fair Trade Law, tying is regulated under both the antitrust and unfair 

competition. Although it is very special at the first sight when compared with the laws 

in other countries, we come to know that tying is mainly dealt with antitrust law, but 

that does not exclude the application of unfair competition law. That is, both antitrust 

and unfair competition can apply to the conducts of tying. Therefore, the Fair Trade 

Commission should not neglect the dimension of unfair competition. 

What is more important, although the Fair Trade Commission usually emphasize 

the characteristics of copyrighted objects to strengthen its explanation on market 

power, we have to emphasize that ownership of copyright does not necessarily mean 

market power. In other words, the exclusiveness of copyright makes the author gain 

market power easily, but the exclusiveness does not equal market power definitely. 

When it comes to Chapter 3, we know that it is the right of an intellectual 

property right holder to send a letter to warn others not to infringe on its rights or the 

civil and criminal lawsuits will be filed. However, some right holders use this method 

to exclude competition, while others without any right even send letters to claim their 

“right ”in other cases.  

It happens frequently in recent years and has a great influence on competition. In 

1997, the Fair Trade Commission establishes a guideline for dealing with the issues 

about the warning letters sent by intellectual property right holders. Because the 

guideline is designed in view of patent in particular, there are some problems when 

applied to copyright.  

In theory, there are many differences between copyright and patent. The 

exclusiveness of copyright intensifies as the Copyright Law confers criminal 

protection to copyright. Moreover, one does not have to register for copyright 

protection, so when he sends a warning letter, it is still in doubt whether he has 

copyright or not. Accordingly, we believe that the exercise of copyright should be 

under stricter supervision than that of patent. In addition, many issues are illustrated 

and analyzed in detail .  

From Chapter 4 to Chapter 6, the issues about database copying, technical 

protection measures, and the conducts of joint broadcast are briefly outlined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both the Copyright Law and the Fair Trade La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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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fter analyzing above-mentioned issues comprehensively, we can have a clear 

understanding about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Copyright Law and the Fair Trade 

Law. The Fair Trade Commission can refer to the suggestions we make when dealing 

with similar issues in the futu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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