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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歐盟於 2019 年通過數位單一市場著作權指令，以創設新聞出版者著作鄰接權之

方式，保護新聞出版品之線上利用權。儘管爭議甚多，最終仍是通過生效，各國必

須將該規定轉換至內國法。其中以法國對此一條文的轉換最為積極，並將協商義務

及報酬計算等規定細緻化落實於法國著作權法中。然而因新聞媒體與科技巨擘級數

位平臺的懸殊協商力量，協商過程屢受挫折，最後在兩次法國競爭委員會及上訴法

院的介入之下，新聞出版者成功透過保全措施，使得 Google 必須秉持誠信原則進行

協商。 

本文從歐盟面對數位環境下著作權法的挑戰與革新，說明指令第 15 條新聞出版

者鄰接權的內容與保護範圍，並檢驗法國如何以深具法國特色之方式，轉換指令第

15 條內容於著作權法中。接著分析法國競爭委員會之決定，並以巴黎上訴法院判決

為中心，探討其為法國新聞議價設立之準則。其後反思著作權法與競爭法間充滿依

賴卻又緊張矛盾之關係，檢視歐盟及法國新聞出版者著作鄰接權之規定。最後提出

歐盟與法國經驗及所產生之問題，綜整論述，以期提供我國未來立法或管制之依據

與參考。 

關鍵詞：歐盟數位單一市場指令、法國競爭法、媒體議價、著作鄰接權、法國著作

權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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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前言 

資訊社會下，網路提供了無遠弗屆的資訊傳播管道、媒介與機會。但隨著科技

巨擘（Big Tech）1無所不在與閱聽型態的改變，雙邊/多邊平臺對新聞媒體產業產生

巨大影響。由於這類數位平臺往往屬於「贏者全拿」之態樣，其競爭手段或商業模

式常引起競爭主管機關之疑慮，且競爭主管機關或法院很難區分此類平臺之行為是

促進競爭還是限制競爭，「何者是市場創新手段，何者為濫用市場力量」2。但在數

位平臺與新聞媒體間協商力量傾斜的情形下，新聞媒體指控數位平臺大量搭便車式

的利用新聞媒體投入大量時間金錢製作的新聞內容，透過精選摘要（snippets）3的方

                                                        
1 通常提到科技巨獸係指 GAFA（Google, Apple, Facebook, Amazon）。關於如何管制科技巨擘及競

爭法議題，可參考相當有啟發性的一篇文章：Francis Fukuyama, Barak Richman & Ashish Goel, 
“How to Save Democracy from Technology: Ending Big Tech’s Information Monopoly,” 100(1) 
Foreign Affairs (2021). 該文點出科技巨擘對於民主造成的威脅，在於其壟斷地位創造出過濾泡

泡，讓民主制度正常運作所高度仰賴的自由意見展現與表達，受到一定威脅。因此美國目前對於

市場反壟斷之政策，逐漸為新布藍迪斯學派（Neo-Brandeis School）取代，認為經濟權利的過分

集中會帶來政治權利的集中，因此保護效率或消費者福利之外，同時亦應保護政治價值，避免資

訊過於壟斷。針對此議題亦可參考 Lina M. Khan, “The New Brandeis Movement: America’s 
Antimonopoly Debate,” 9(3) Journal of European Competition Law & Practice, 131-132 (2018)，或中

文文獻謝長江，「初論非經濟效率因素作為競爭法之目的：從秩序自由主義及新布蘭迪學派的發

展談起」，公平交易季刊，第 29 卷第 3 期，119-156（2021）。 
本文著重於歐盟與法國數位單一市場著作權及鄰接權之保護討論，礙於篇幅與作者才疏學淺，關

於多邊/雙邊數位平臺與競爭法間之討論，將留待後續專家學者撰專文評論。但本文其後提到歐

盟執委會於 2020 年底提出數位服務法（Digital Service Act，下稱 DSA）以及數位市場法（Digital 
Market Act，下稱 DMA），要求守門人（gatekeeper）數位平臺有義務營造更適合創新者的市場，

也是相同考量的展現。歐洲議會數位市場法報告人 Andreas Schwab 所言饒有興味：“The EU stands 
for competition on the merits, but we do not want bigger companies getting bigger and bigger without 
getting any better and at the expense of consumers and the European economy. Today, it is clear that 
competition rules alone cannot address all the problems we are facing with tech giants and their ability 
to set the rules by engaging in unfair business practices. The Digital Markets Act will rule out these 
practices, sending a strong signal to all consumers and businesses in the Single Market: rules are 
set by the co-legislators, not private companies!” (emphasis added)，很能展現上述思想之呈現。

European Parliament - Press Releases, “Digital Markets Act: ending unfair practices of big online 
platforms,” https://www.europarl.europa.eu/news/en/press-room/20211118IPR17636/digital-markets- 
act-ending-unfair-practices-of-big-online-platforms, last visited on date: 2022/2/1. 

2 關於雙邊/多邊市場之市場界定與競爭政策討論，可參考顏雅倫，「雙邊/多邊市場之競爭與創新」，

科技法學評論，第 13 卷第 1 期，219-266（2016）。特別是 244 以下。 
3 可參考 Google 網站上對於精選摘要的說明，https://developers.google.com/search/docs/advanced/ 

appearance/featured-snippets，最後瀏覽日期：2022/2/1。 

https://www.europarl.europa.eu/news/en/press-room/20211118IPR17636/digital-markets-
https://developers.google.com/search/docs/advanc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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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曝光各家新聞媒體標題、內容並搭配圖片或影片，獲取可觀之廣告收益，在網

路快速片段的使用習性下，使得使用者無需進一步點進各家新聞媒體網站，閱讀完

整新聞內容，造成辛苦製作內容的新聞媒體喪失流量，並進一步喪失廣告收益。更

令人遺憾的是，這類具主導性平臺接受有償換取新聞曝光率，使得消費者一方面被

同溫層（或稱過濾泡泡，filter bubbles）包圍，一方面也對新聞的可信度逐日降低。 

這樣的問題並不是只存在於歐洲，而是一普世現象。因此新聞媒體目前有幾項

挑戰需要立即面對4：首先，收入減少使得新聞媒體越來越難以製作高品質且具可信

之調查型報導，其次，新型態的資訊散布方式，包括利用人工智慧運算決定資訊餵

養內容與方式，使得數位平臺的力量與控制越來越集中，形成新一代的守門人5，而

人工智慧運算及平臺新聞閱聽資訊的不透明6，更造成終端消費者與傳統新聞媒體，

無法知悉資訊的來源與流向。此外不論是經濟層面或是法律層面都無法提供足夠誘

因，使數位平臺願意進一步提供高品質新聞內容或是控制流竄的假消息。 

新聞媒體與科技巨擘及數位平臺的懸殊協商力量，也造成著作權保護落實的困

境。平臺動輒主張免責，媒體亦憚於平臺力量而噤聲。更由於平臺跨境的特性，各

國無法僅憑一己之力管制，且就算各國試圖管制，也會由於法規範的可能歧異，造

成法不確定性，進而影響管制有效性。 

歐盟在 2019 年 4 月 17 號正式公告「2019/790 數位單一市場著作權及相關權利

指令」（Directive (EU) 2019/790 of the European Parliament and of the Council of 17 

April 2019 on copyright and related rights in the Digital Single Market and amending 

Directives 96/9/EC and 2001/29/EC，下稱數位單一市場指令）。此一指令目的在於尋

                                                        
4 關於新聞媒體在數位平臺時代下所遭遇的問題及困境，可參考 George J. Stigler Center for the 

Study of the Economy and the State (hereinafter referred to as “Stigler Center”), Protecting Journalism 
in the Age of Digital Platforms, 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Booth School of Business, Committee for 
the Study of Digital Platforms, Media Subcommittee Report, 2 (2019). 其所提出之建議為政府應發

放「媒體卷」、提高對數位平臺透明化之要求，並且修改美國通信規範法（Communications Decency 
Act）第 230 條排除數位平臺對於其展現內容責任之規定。 

5 Francis Fukuyama, Barak Richman & Ashish Goel, supra note 1. 
6 關於演算法與競爭法之議題，可參考法國競爭委員會及德國聯邦卡特爾署所發布的研究報告，呼

籲競爭法主管機關應不斷對演算法與競爭法間之關係保持警醒。Autorité de la concurrence & 
Bundeskartellamt, Algorithms and Competition, Autorité de la concurrence & Bundeskartellamt, 61-75 
(2019). 



4 公 平 交 易 季 刊 
 

求數位環境下不同利益者間之權衡，並特別針對受保護內容的數位與跨境使用7。這

一切皆與歐盟希望改變現有數位環境生態，並建立全球最大數位市場之現代與公平

的著作權保護規則有關8。 

此一指令對於現今網路數位平臺環境及跨國網路服務提供者產生極大影響，特

別是該指令第 15 條允許新聞出版者向網路數位平臺針對新聞內容與摘要收取報酬。

特別是網路使用者閱聽習慣之改變，過往角色定義清楚的搜尋引擎或社群媒體，搖

身一變成為主要新聞來源，科技發展更促成數位平臺掌握流量關鍵與數位環境下最

重要的大數據，至此金流跟著人流走，廣告客戶就此投奔數位平臺，成為崩解新聞

媒體產業鏈的那根稻草。因此，在無法以既有機制保障新聞出版者權利之情形下，

歐盟立法者決心創設新的權利，其目的除了基於「使用者付費」的概念外，更強調

數位平臺與新聞出版者間的善意協商，互利共生與價值共享之精神。但針對此新設

權利，亦有許多強烈反對聲浪，認為此一規定目的與本質皆不甚清楚，且會帶來健

全媒體生態的反效果。 

本文以下第二部分先就歐盟面對數位環境下著作權法的挑戰與革新，接著說明

數位單一市場著作權指令創設新聞出版者鄰接權之背景與實踐，分析指令第 15 條的

內容與保護範圍，並檢驗法國如何以深具法國特色之方式，轉換指令第 15 條內容於

著作權法中。第三部分將以法國競爭委員會（L’Autorité de la Concurrence）兩次保全

措施（mesures conservatoires）之決定，及巴黎上訴法院判決為中心，探討其為法國

新聞議價設立之準則。第四部分則反思以競爭法來確保著作權的執行是否可行。從

著作權法與競爭法間充滿依賴卻又緊張矛盾之關係，檢視歐盟及法國新聞出版者著

作鄰接權之規定，是滿懷希望還是不切實際，並從歐盟執委會 2020 年底推動數位服

務法（DSA）9以及數位市場法（DMA）10觀察歐盟未來對此類科技巨擘數位平臺可

                                                        
7 Article of the Directive 2019/790. 
8 歐洲議會議長 Antonio Tajani 於指令通過後之發言，“EU Parliament: digital copyright directive 

approved. Tajani, ‘modern rules for the protection of copyright in the world’s largest digital market’,” 
AgenSIR, https://www.agensir.it/quotidiano/2019/3/26/eu-parliament-digital-copyright-directive-ap 
proved-tajani-modern-rules-for-the-protection-of-copyright-in-the-worlds-largest-digital-market/, last 
visited on date: 2022/2/1. 

9 European Commission, Proposal for a Regulation of the European Parliament and of the Council on a 
Single Market for Digital Services (Digital Services Act) and amending Directive 2000/31/EC. 
2020.12.15 COM(2020) 842 final, 2020/0374 (COD). 

https://www.agensir.it/quotidiano/2019/3/26/eu-parliament-digital-copyright-direct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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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之態度，並提出本文之看法。此外，我國 110 年底時，國家通訊傳播委員會（下

稱 NCC）針對媒體議價與分潤機制進行討論11，公平交易委員會（下稱公平會）亦

於 111 年 3 月發表「數位經濟政策白皮書初稿」討論科技巨擘、廣告商、消費者和

新聞媒體間之關係12，而 Google 臺灣公司亦表示期待提出因地制宜之作法13，可見

此一議題在我國亦有相當重要性及深具討論價值。因此本文最後將基於歐盟與法國

經驗及所產生之問題，綜整論述，以期提供我國未來立法或管制之依據與參考。 

二、新聞出版者著作鄰接權之創設背景與實踐 

（一）規範淵源：歐盟數位單一市場著作權指令 

1.數位環境下著作權保護之挑戰與規範沿革 

若要瞭解法國 Google 新聞內容案之背景與成因，必須先從歐盟近幾年針對著作

權法制相關的革新脈絡談起，始能夠理解為何歐盟會發展數位單一市場著作權指

令，來面對數位環境下著作權法快速的質變與量變，並調和各國內國立法，進而使

Google 因新聞議價受到法國競爭委員會之裁罰。 

歐盟目前主要的著作權規範係由 11 個指令（Directive）、2 個規則（Regulation）
14與歐洲法院（Court of Justice of European Union，下稱 CJEU）逐案判決之詮釋建構

                                                                                                                                                  
10 European Commission, Proposal for a Regulation of the European Parliament and of the Council on 

contestable and fair markets in the digital sector (Digital Markets Act), 2020.12.15 COM(2020) 825 
final, 2020/0361 (COD). 目前正在歐洲議會進行一讀。 

11 國家通訊傳播委員會新聞稿，「NCC 辦理『數位平臺與廣電新聞媒體議價爭議』諮詢會議，廣

納各界意見」，https://www.ncc.gov.tw/chinese/news_detail.aspx?site_content_sn=8&sn_f=46540，
最後瀏覽日期：2022/2/1。 

12 公平會，「數位經濟與競爭政策白皮書（初稿）」，201，https://www.ftc.gov.tw/upload/ebab864a- 
d164-48da-980b-32e4d5d9a4ce.pdf，最後瀏覽日期：2022/3/30。 

13 彭慧明，「與媒體分潤？Google 臺灣：希望年底前提出因地制宜做法」，經濟日報（2021/9/28），

https://money.udn.com/money/story/5613/5778103，最後瀏覽日期：2022/2/1。 
14 關於歐盟著作權與著作鄰接權相關規範之詳細說明與介紹，請參考歐盟執委會網站，“The EU 

copyright legislation,” https://digital-strategy.ec.europa.eu/en/policies/copyright-legislation, last visited 
on date: 2022/1/1. 中文文獻請參考馮震宇，「歐盟著作權指令體制與相關歐盟法院判決之研究」，

收錄於：劉孔中，國際比較下我國著作權法之總檢討（下冊），中央研究院法律學研究所，491-543

https://www.ftc.gov.tw/upload/ebab864a-%20d164-48da-980b-32e4d5d9a4ce.pdf
https://www.ftc.gov.tw/upload/ebab864a-%20d164-48da-980b-32e4d5d9a4ce.pdf
https://di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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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成，可想見其複雜程度。主要是由於著作權牽涉到國家文化傳統與主權之保護與

競爭，因此歐盟希望調和內部市場，並積極面對數位時代議題對傳統歐洲著作權法

造成衝擊影響的同時，亦須同時考慮如何發揮歐洲文化產業小而精美的特性，並持

續鼓勵創造與創新。 

過去二十年歐盟面對外在數位環境的挑戰，而逐漸調整建構內部著作權法之過

程，大概可歸納為下列幾點15： 

首先，面對數位環境的蓬勃發展，數位環境與數位科技的變化，徹底改變著作

內容的創造、接觸與散播型態。不論是複製、儲存與散布內容的方式與成本大為降

低，消費者與使用者的閱聽習慣也徹底轉變。因此包括串流影音、使用者生成內容

（User-generated content, UGC）或數位資訊平臺之產生，皆挑戰傳統著作權保護範圍

與例外的界線，創作者與使用者的界線也逐漸模糊。但由於歐盟各成員國對於特定

文化意識形態或經濟利益保護不願退讓，歐盟也陷入保留各國彈性與規範的兩難。

因此，歐盟第一個在此背景下建構的指令，即為 2001 年資訊社會中著作權及著作鄰

接權調和指令（Directive 2001/29/EC of the European Parliament and of the Council of 

22 May 2001 on the harmonisation of certain aspects of copyright and related rights in the 

information society，下稱資訊社會著作權指令）主要目的，即是為了反應數位科技發

展與調和各國法制，並試圖找出著作權與其他公共政策目標之最大平衡。在網路使

用生活化同時，立法者與政策決定者必須考量如何在此一複雜市場機制下，適當分

配各個參與者之比重與角色，除了讓權力能夠有效界定與實施，也必須考慮其他公

共政策目的。 

其次，修法方式從補丁式個別議題修法，邁向建構歐洲單一著作權法之目標。

著作權法由於可接觸性高，如何讓法規範有清楚可預見性，不會讓使用者動輒得咎、

權利人亦對自己之權利範圍或保護無可預期，是各國立法者與政策執行者最需費心

之處。歐洲在確保單一市場自由流通之前提下，數位環境浪潮中首要解決的問題就

是如何維繫跨境資訊流通，並在調和各國不同立場的同時，制定因應快速發展之科

                                                                                                                                                  
（2014）。詳細整理 2014 年前之歐盟規範。另外針對新數位單一市場指令之規範與爭議，可參

考謝國廉，「歐盟新著作權指令之『連結稅』和『上傳過濾器』條款－背景、爭議與影響」，

科技法律評析，第 12 期，1-26（2020）；許曉芬，「歐盟數位單一市場著作權指令之變革」，

會計月刊，第 406 期，96-102（2019）；高嘉鴻，「歐盟 2019 年數位單一市場著作權指令概要」，

智慧財產月刊，第 263 期，6-22（2020）。 
15 許曉芬，「歐盟著作權最新修法趨勢與挑戰」，智慧財產月刊，第 197 期，29-41（20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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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與變化之市場環境之法規範。過去為了回應上述需求，執委會早期針對特定議題

制定指令以調和各國規範16，但在 2012 年後，而執委會意識到誠然針對特定議題需

要有快速且直接之回應，但整合性指令更有其必要性以維持單一市場之完整，且避

免有心者利用各國不同規範謀取利益，因此分別就歐洲內部市場之地域性議題、會

員國法規範調和、數位環境下著作權之限制與例外、歐洲著作權市場分裂17，與如何

在強化著作權保護的同時，維繫著作權實施之效率與有效性18。其目的在於找到符合

未來創新市場操作模式，除了讓權利人得以獲得適當報酬或補償外，對創新創意之

開展給予實質之誘因，並加強打擊著作權侵權與非法利用。於此同時，執委會也考

量如何兼顧讓使用者得透過合法的管道使用創作之內容，並使數位環境下新型態的

創業模式得以生存19。也因此執委會陸續於 2012 年20及 2015 年21發布邁向數位單一

市場的方針與指引，以作為未來歐盟整體考量增修著作權規範之指標。 

                                                        
16 例如電腦程式指令（Directive 91/250/EEC, Directive 2009/24/EC）、資料庫指令（Directive 96/9/EC）

或是衛星廣播與有線電視指令（Directive 93/83/EEC）等。 
17 此處所謂「著作權市場分裂」（fragmentation of the EU copyright market）係指在數位環境與單一

市場之前提下，歐洲除了在實體法上必須調和會員國之歧見，更必須調整法規範以適應新型態

之著作權利用模式，例如透過授權或其他管理方式之改善，來彌補產業、著作權人與使用人間

之不協調。不足的保護會讓產業的創意和投資誘因減少，但過多的保護確會讓著作權利用窒礙

難行，嚴重影響歐洲單一市場之價值。因此執委會特別強調要解決不同市場角色（權利人、業

者、消費者、學者等）對著作權法的不同解讀與期待。See European Commission, Communication 
from the Commission: On content in the Digital Single Market, COM(2012) 789 final, December 18, 
2012, p.1. See also European Commission, “Public Consultation on the Review of the EU copyright 
rules,” https://ec.europa.eu/newsroom/dae/document.cfm?doc_id=60518, last visited on date: 2022/2/1.  

18 See European Commission, Communication from the Commission: On content in the Digital Single 
Market, COM(2012) 789 final, December 18, 2012 , p.5. 

19 許曉芬，前揭註 15。 
20 European Commission, Communication from the Commission: On content in the Digital Single 

Market, COM(2012) 789 final, December 18, 2012.  
21 European Commission, Digital Single Market Strategy (2015.5), Communication “Towards a modern, 

more European copyright framework” (2015.12). 事實上執委會係從 2011 年起透過一連串的策略

與方針，逐漸溝通與建構歐盟單一著作權面貌，首先是 2011 年 Intellectual Property Strategy、緊

接著 2012 年 Communication from the Commission: On content in the Digital Single Market，隨即為

前述 2015 年 5 月的 Digital Single Market Strategy與 2015 年 12 月 Communication，最後才於 2016
年 9 月提出數位單一市場指令草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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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經濟因素也是歐洲著作權法制發展的重要考量22。歐洲文化創意產業的特

徵為小而美23，數位環境與智慧財產權保護如兩面刃，一方面讓全球市場不再是大型

企業獨占，並成為帶動文化產業經濟成長的關鍵因素24，另一方面過多著作權保護可

能造成權利使用窒礙難行並阻礙創新。然而若放任大量未經授權的內容流竄於數位

環境中，或是大型跨國平臺利用既有商業型態所創造的內容，以整合之名大行搭便

車之實，更是對創意產業的傷害與立法者的挑戰。如何謹慎評估歐洲著作權密集

（copyright-intensive industries）產業之特性25，並找出兩者間的平衡，正是立法者及

歐洲法院近幾年在訂立規範與判決中，費心琢磨之處。 

2.歐盟數位單一市場著作權指令之革新 

在此背景下，執委會於 2016 年 9 月 14 日提出「數位單一市場著作權指令」草

案26，期望透過該指令達成以下三項目的：更具選擇性的跨境線上內容利用，擴大教

育、研究以及文化保護領域中之著作權內容使用，及達成著作權市場的良好運行27。

於 2019 年 3 月 26 日經歐洲議會投票通過，4 月 17 日公告，並於同年 6 月 6 日正式

                                                        
22 See Charles River Associates, Assessing the economic impacts of adapting certain limitations and 

exceptions to copy-right and related rights in the EU, European Commission (2014). 
23 Ernst & Young (GESAC), “Creating Growth: Measuring Cultural and Creative Markets in the EU,” 26 

(2014), http://www.creatingeurope.eu/en/wp-content/uploads/2014/11/study-full-en.pdf, last visited 
on date: 2022/1/1. 

24 See EPO & EUIPO, “Intellectual property rights intensive industries and economic performance in the 
EU,” (2016), https://euipo.europa.eu/tunnel-web/secure/webdav/guest/document_library/observatory/ 
documents/IPContributionStudy/performance_in_the_European_Union/performance_in_the_European
_Union_full.pdf, last visited on date: 2022/2/1. 

25 Id. at 48, 63, 85. 包括核心著作權產業（報紙、雜誌、音樂、戲劇、影視、攝影、軟體、視覺藝

術、廣告等 49 個產業）、依賴性著作權產業（如主要為了製作創造或販售前述核心著作權產業

的相關產業）以及部分著作權產業（20%以上會牽涉到製作、創造、通訊、展演、散布、銷售、

廣播、前述核心著作權之產業）。其中包括歐盟具主導地位的德國、法國及已經脫歐的英國（2019
年報告採計資料為 2014-2016 年區間），著作權密集產業所帶來的不論是 GDP 或是就業率，皆

高居前段班。由此亦可見歐盟強勢主導因應數位環境變化的著作權修法。 
26 European Commission, Proposal for a Directive of the European Parliament and of the Council on 

copyright in the Digital Single Market, 14.9.2016 COM(2016) 593 final. 
27  European Commission, “Impact Assessment on the modernisation of EU copyright rules,” 

(2016/9/14), https://digital-strategy.ec.europa.eu/en/library/impact-assessment-modernisation-eu-co 
pyright-rules, last visited on date: 2022/1/1. 

http://www.creatingeurope.eu/en/wp-content/uploads/2014/11/
https://euipo.europa.eu/tunnel-web/secure/webdav/guest/document_library/observatory/%20documents/IPContributionStudy/performance_in_the_European_Union/performance_in_the_European_Union_full.pdf
https://euipo.europa.eu/tunnel-web/secure/webdav/guest/document_library/observatory/%20documents/IPContributionStudy/performance_in_the_European_Union/performance_in_the_European_Union_full.pdf
https://euipo.europa.eu/tunnel-web/secure/webdav/guest/document_library/observatory/%20documents/IPContributionStudy/performance_in_the_European_Union/performance_in_the_European_Union_full.pdf
https://digital-strategy.ec.europa.eu/en/library/impact-assessment-modernisation-eu-c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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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效。所有成員國需於 24 個月內，也就是 2020 年 6 月 7 日前將其轉換成內國法，

以符合指令之框架，但截至 2021 年底，仍有接近一半歐盟國家未轉換成內國法28。 

歐盟數位單一市場著作權指令之立法目的在於尋求數位環境下不同利益者間之

權衡，並特別對受保護內容的數位與跨境使用進行規範29。主要變革可分為三類：第

一類為基於教育、研究及文化保存等考量，針對數位與跨境使用新增四項著作權之

例外，以擴大線上數位使用受著作權及其他權利保護內容之使用可能性30。第二則是

優化授權實務及確保內容流通之措施，包括對於絕版著作（out-of-commerce works）

之流通使用31，確保文化遺產得以跨境使用32，以及規範延伸性的集體管理制度。 

第三即是該次指令改革與爭議重點，也就是如何透過不同機制，建構一良好運

作的著作權市場。除了建立利用著作權過程中之各方能夠透明公開的協商並使新聞

出版者受到補償（指令第 15 條），另一方面就是讓線上非法散布侵害著作權內容之

情形能夠獲得救濟（指令第 17 條）。此外，指令特別規定成員國應確保作者和表演

者，就其著作或其他內容之利用（包含數位利用），可以得到公平且適當之報酬（第

18 條）。此外，在考慮各領域之特殊性下，需確保作者或表演者可自其所授權或讓

與權利之當事人處，得到定期、精確、相關且完整之資訊，特別是利用方式、產生

之收入與應給付之報酬，用以維持在每一領域皆有高水準之透明度（第 19 條）。指

令也進一步規定成員國應確保在沒有可適用之集體協商協議或與指令第 20 條相類似

                                                        
28 目前歐盟 27 國中，仍有 13 國未轉換。法國也是在 2021 年 10 月才透過 7 個不同的法令將指令

完整轉換。EUR-Lex, “National transposition measures communicated by the Member States,” 
https://eur-lex.europa.eu/legal-content/EN/NIM/?uri=CELEX:32019L0790, last visited on date: 
2022/2/1. 

29 Article 1 of Directive 2019/790. 
30 四項著作權例外包括規定基於科研目的（指令第 3 條）與一般文本與資料探勘例外（指令第 4

條）、數位跨境教育活動之使用例外（指令第 5 條）及文化遺產保存之例外（指令第 6 條）。 
31 所謂 out-of-commerce 著作，係指經合理努力查證，得以善意推定未在任何商業流通通路向公眾

提供之著作。除了包括曾發行販售但已絕版之著作外，亦包含從未發行販售之著作。因此關於

out-of-commerce 著作之翻譯，本文採「絕版著作」。不同於前揭謝文採「非商業著作」（謝國

廉，前揭註 14，6），特說明如上。 
32 具體措施包括規定確保文化遺產機構得以使用非商業著作（指令第 8 條）、確保跨境使用絕版

著作（指令第 9 條）、確保成員國提供永久、容易且有效的公告措施確認絕版著作資訊（指令

第 10 條）、提供權利人選擇權（指令第 11 條）、促進相關利益者關於使用絕版著作之對話交

流（指令第 11 條）、希望促進著作授權與利用（指令第 12 條）、確保串流媒體平臺上之視聽

作品，能透過中立機構或調解人來促進此類授權（指令第 13 條）、公共領域之視覺藝術作品保

護進行限制以擴大其使用流通（第 14 條），其目的皆是在保護與流通歐洲珍貴的文化資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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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契約機制情形下，若原訂報酬相較於利用著作或表演所產生之收入和利益不成比

例時，有一替代性爭端解決機制能維護作者與表演者權益（指令第 21 條）。最後則

是賦予作者與表演者將著作或其他內容專屬授權於他人之撤回權（指令第 22 條）33。

這些規定，特別是第 15、18、19、20 條，牽涉到創作者議價協商能力的再形塑，彰

顯了歐盟希望透過指令讓著作權利人確保合理利益分配的決心。 

（二）數位單一市場著作權指令第 15條：創設新聞出版者新權利 

1.新聞出版者著作鄰接權之權利範圍 

之所以會有如此決心，在於為了使著作權市場能夠公平且健全的發展，確保出

版、使用著作及其他網路服務提供者（online service providers）所儲存或提供使用者

上傳特定內容以及作者及表演者的報酬與契約透明合理化，為必要手段34。其中與本

文關係最密切之指令第 15 條，也就是新聞出版品（Press publication）之線上（online 

uses）利用權，其背後考量在於數位環境下出版生態發生劇烈改變，線上閱覽新聞出

版品已成新聞發行之重要媒介，新聞聚合（aggregators）或追蹤頻道大量利用新聞媒

體產生的新聞建構內容分享服務平臺（content-sharing service provider）35之內容，但

新聞出版者（publishers of press publications）36要和此類平臺或頻道談論授權時卻複

雜且困難重重，更無法回收其對新聞報導之投資。因此在歐盟漫長討論中，為了確

保媒體自由與多元之發展，並且維持新聞永續經營，最後決定創設賦予新聞出版者

                                                        
33 許曉芬，前揭註 14。 
34 Recital 3 of Directive 2019/790. 
35 根據 2019/790 指令第 2 條“content-sharing service provider”之定義為“[a] provider of an 

information society service of which the main or one of the main purposes is to store and give the 
public access to a large amount of copyright-protected works or other protected subject matter 
uploaded by its users, which it organises and promotes for profit-making purposes.” 

36 根據 2019/790 指令前言第 55 點“publishers of press publications”之定義為“The concept of 
publisher of press publications should be understood as covering service providers, such as news 
publishers or news agencies, when they publish press publications within the meaning of this 
Directive”，本文將 publishers of press publications 直譯為新聞出版者，包含新聞出版商與新聞通

訊社。前揭謝文則翻譯為「平面新聞媒體的出版業者」，簡稱「平面新聞媒體」（謝國廉，前

揭註 14）亦相當傳神。但本文為避免誤會，仍採直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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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新的權利，使其得以對新聞出版品的線上使用（online use）主張重製權與鄰接權

人之對公眾提供權。 

具體而言，根據指令第 15 條第 1 項第 1 款，「新聞出版者」針對其「新聞出版

品」的「線上使用」，享有歐盟 2001 年資訊社會著作權指令第 2 條及第 3 條所定的

兩項權利：第一、重製權（Right of Reproduction）；第二、向公眾提供著作權以外

之其他保護客體權（Right of Making available to the Public Other Subject-Matter）37。 

第一項權利為資訊社會指令第 2 條規定之重製權，係保護著作人、表演人

（Performers）、錄音物製作人（Phonogram Producers）、影片製作人（Film Producers）

和廣播機構（Broadcasting Organizations）的重製權。透過新創設之權利，新聞出版

者可取得獨占之線上重製權，也就是若數位平臺或網路服務提供者欲重製新聞出版

者之著作（如文章、照片、影片等）38，必須取得新聞出版者同意。第 2 項權利為資

訊社會著作權指令第 3 條第 2 項保護表演人、錄音物製作人、影片製作人及廣播電

視機構以有線或無線方式向公眾提供其他保護客體之權利，亦即若數位平臺或網路

服務提供者要將新聞報導內容提供給公眾，不論全部或部分，都須取得新聞出版者

之同意並支付報酬。也由於享有此兩項權利之人並非實際創作之人，性質上更接近

保護表演人、錄音物製作人與廣播機構的鄰接權（ rights related to copyright, 

Neighboring Rights）39，因此也有人稱此新設權利為新聞出版者的鄰接權。需特別注

                                                        
37 部分我國文獻將此項權利直接翻譯為公開傳輸權，本文認為可能會與我國著作權法上之公開傳

輸權混淆之嫌。我國著作權法上所謂公開傳輸，係指以有線電、無線電之網路或其他通訊方法，

藉聲音或影像向公眾提供或傳達著作內容，包括使公眾得於其各自選定之時間或地點，以上述

方法接收著作內容 （著作權法第 3 條第 1 項第 10 款），著作人及表演人就其經重製於錄音著

作之表演專有公開傳輸之權利。但此處所為「向公眾提供權」指保護表演人、錄音著作物製作

人、影片製作人和廣播電視機構等鄰接權人以有線或無線的方式向公眾提供其他保護客體的權

利，和專為保護「著作權人」以有線或無線之方式向公眾傳輸其「著作」的「向公眾傳輸權」

（right of communication to the public）不同。 
38 Recital 56 of Directive 2019/790. 
39 英美法系和歐陸法系對於著作鄰接權的概念差異甚大。由於英美法系和歐陸法系對於著作人格

權的觀點不同，造就對於何者為納入著作權保護之標的有不同看法。前者對於可直接以著作權

保護的標的較為寬鬆，而後者則嚴格區分以著作權保護和以著作鄰接權保護之標的。See Caterina 
Sganga, “The Many Metamorphoses of Related Rights in EU Copyright Law: Unintended 
Consequences or Inevitable Developments?” 70(9) GRUR International, 821-833 (2021). 該文從鄰接

權最初發展與立法意涵討論至歐盟最新數位單一著作權指令。Sam Ricketson & Jane C. Ginsburg, 
International Copyright and Neighbouring Rights: the Berne Convention and Beyond, 2nd e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42 (20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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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指令所創設的權利限於線上使用的重製權與向公眾提供權二項權利，而不及於

非線上使用或線上使用的其他權利。若是以一般非線上使用方式重製新聞出版品，

該行為可能違反一般著作權法規定，而非此指令所保護之新權利。此外，指令也特

別規定，新聞出版者的權利，不影響新聞內容個別著作或相關內容原始作者或其他

權利人之權利與運用。若是該新聞內容取得基於非專屬授權，新聞出版者亦不得以

此權利對抗或禁止原始權利人之權利利用40。 

2.新聞出版者著作鄰接權之主體、受保護期間及例外 

此外，第 15 條規定所保護的新聞出版者必須為在歐盟境內合法註冊且主要管理

或商業活動位於歐盟境內者，包括新聞出版商（news publishers）、通訊社（news 

agencies）。而新聞出版品限於任何媒體的新聞出版（journalistic publication），包括

日報、報導一般議題或專門議題的週刊或月刊、以及以訂閱為主的雜誌或新聞網站

41，此處所保護的範圍不僅止於全本新聞，即使是新聞的部分內容，亦具經濟價值，

因此應包含在內42。最後，權利保護期間為新聞出版品發行後兩年屆滿。期間計算為

出版品發行日後次年一月一日起，且新聞出版者須分配其所收受之適當部分利益

（appropriate share of the revenues）於作者。此外，由於對於新聞出版者的經濟利益

影響微乎其微43，此一保護不及於私人線上使用（Private Uses）44或非商業使用

（Non-commercial Uses），亦不及於超連結行為45或個別詞彙或極短摘錄使用

（individual words or very short extracts of a press publication）46。 

可想而知，大型媒體網站或是搜尋引擎對於此點極為反彈，除了擔心影響與改

變目前媒體模式與增加營運成本，更擔心指令文字不清所造成的不確定性。此外，

                                                        
40 Article 15(2) of Directive 2019/790. 
41 Recital 56 of Directive 2019/790. 
42 Recital 58 of Directive 2019/790. 
43 Id. 
44 Ula Furgal, “Ancillary right for press publishers: an alternative answer to the linking conundrum,” 

13(9) Journal of Intellectual Property Law & Practice, 700-710 (2018). 作者引述 Open media 針對

歐盟執委會公眾諮議之回覆“we are almost all publishers on the internet”來主張新聞出版者鄰接權

的定義與範圍皆不夠清楚並質疑新設此一權利之必要。 
45 其實歐盟近年來關於新聞連結相關著作權議題討論甚多。歐洲法院 C-466/12（Svensson 案）即

是新聞記者對於新聞平臺提起之訴訟。 
46 Article 15(1) of the Directive 2019/7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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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分學說亦有強烈批評聲浪。包括認為指令所創造的鄰接權，並不會讓數位平臺願

意支付更多的授權費用或補償金，更何況即便平臺願意支付，首要也是應該支付給

實際創作者回報其努力，而非僅是補償權利人的投資，更何況有時權利人並未真實

付出任何投資47。此一新設權利是否真能增進消費者福祉，也必須端視消費者透過數

位平臺閱讀新聞所獲得的，是更多有益之資訊（幫助消費者閱讀到平常不會注意到

的新聞或深入報導）還是虛假新聞與標題，而所謂可接觸媒體多元化，更要端視多

元化的表現是否值得保護，還是僅是複製貼上其他真正花費時間精力的採訪報導。

此外，創設鄰接權讓大型平臺對於線上轉載新聞報導退卻，對於小型新聞媒體不見

得有利，消費者對於未展現於數位平臺的新聞黏著度並不高，透過平臺的新聞聚合

可能增加其新聞的曝光度，反而有助於新聞多元化48。最後，指令部分文字並未有清

楚之定義或解釋，例如在現今許多網路上獲取利益行為是包裝非商業使用之外殼之

下，如何區辨商業或非商業使用，極短摘錄又是多短，合理報償如何合理？實務運

作上應如何判斷，到目前為止尚未有更進一步的解釋。 

  

                                                        
47 Christophe Geiger, Oleksandr Bulayenko & Giancarlo Frosio, “Opinion of the CEIPI on the 

European Commission’s Copyright Reform Proposal: with a focus on the introduction of neighboring 
rights for press publishers in EU law,” SSRN Electronic Journal, 10 (2016). 這份由法國重要智慧財

產研究機構 CEIPI 出具的聲明書，立場為反對指令鄰接權。See also Institute for Information Law, 
“Academics against Press Publishers’ Right: 169 European Academics warn against it,”  
https://www.ivir.nl/publicaties/download/Academics_Against_Press_Publishers_Right.pdf, last 
visited on date: 2022/1/1. 此為由 169 位歐洲智慧財產學者所撰寫的反對聲明書，認為新聞出版者

的鄰接權保護範圍過於廣泛，會造成近用新聞的成本更為增加，反而會傷害新聞記者等單獨個

體，且沒有任何實證證明這項鄰接權可以提升新聞品質與對抗假新聞。 
48 Christophe Geiger, Oleksandr Bulayenko & Giancarlo Frosio, id. at 13; Neil Weinstock Netanel, 

“Mandating Digital Platform Support For Quality Journalism,” 34(2) Harvard Journal of Law & 
Technology, 474-545, 503 (2021). See also Susan Athey, Markus Mobius & Jeno Pal, “The Impact of 
Aggregators on Internet News Consumption,” 38746 National Bureau of Economic Research Working 
Paper (2021). 該份研究以 Google News 在西班牙關閉新聞服務為研究場域進行統計分析，發現

平臺關閉新聞服務對於大型新聞媒體影響不大（新聞首頁點閱率增加，但文章點閱率降低），

但對於小型新聞媒體影響大概降低 20%的點閱。 

https://www.ivir.nl/publicaties/download/Academics_Against_Press_Publisher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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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法國著作權法轉換指令第 15 條並強化報酬規定 

法國從 2019 至 2021 年分別以多項法令轉換歐盟數位單一市場著作權指令49。其

中法國議會於 2019年 7月24號通過轉換指令第 15條為「2019年7月24號 n°2019-775

新聞出版商與通訊社著作鄰接權法」（下稱新聞出版者著作鄰接權法）50，為歐盟成

員國第一個轉換該條條文者。智慧財產權法典（Code de la Propriété Intellectuelle，下

                                                        
49 本文限於篇幅關係不一一說明其轉換之法令或行政命令。僅討論和本文最密切相關的出版者鄰

接權。但為參考目的，仍將所有轉換之法令或行政命令及發布日期整理如下。除了實體法上的

變革，還有組織上的變革。例如為了有效打擊網路視聽電影著作侵權問題，合併「高等視聽委

員會」（Conseil Supérieur de l'Audiovisuel，下稱 CSA）與「網際網路著作散布及權利保護高

等署」（Haute Autorité pour la Diffusion des Euvres et la Protection des Droits sur Internet，下稱

Hadopi），成立「數位視聽及通訊傳播監理委員會」（Autorité de Régulation de la Communication 
Audiovisuelle et numérique, ARCOM）負責原先 CSA 監管節目內容及網際網路不當言論，同時強

化原先 Hadopi 打擊網際網路侵權之權能，落實數位單一市場著作權指令之保護。 
- LOI n° 2019-775 du 24 juillet 2019 tendant à créer un droit voisin au profit des agences de presse et 

des éditeurs de presse (1) Official publication: Journal Officiel de la République Française (JORF); 
Publication date: 2019/7/26. 

- LOI no° 2020-1508 du 3 décembre 2020 portant diverses dispositions d’adaptation au droit de l’Union 
européenne en matière économique et financière. Official publication: Journal Officiel de la 
République Française (JORF); Publication date: 2020/12/4. 

- Décret n° 2021-539 du 29 avril 2021 relatif à la commission prévue aux articles L. 132-44 et L. 218-5 
du code de la propriété intellectuelle (NOR : MICE2102241D) JORF n°0103 du 2 mai 2021.Official 
publication: Journal Officiel de la République Française (JORF); Publication date: 2021/5/2. 

- Ordonnance n° 2021-580 du 12 mai 2021 portant transposition du 6 de l'article 2 et des articles 17 à 23 
de la directive 2019/790 du Parlement européen et du Conseil du 17 avril 2019 sur le droit d'auteur et 
les droits voisins dans le marché unique numérique et modifiant les directives 96/9/CE et 2001/29/CE 
(NOR : MICB2106674R) JORF n°0111 du 13 mai 2021. Official publication: Journal Officiel de la 
République Française (JORF); Publication date: 2021/5/13. 

- Décret n° 2021-1369 du 20 octobre 2021 portant modification du code de la propriété intellectuelle et 
relatif à certains fournisseurs de services de partage de contenus en ligne (NOR : MICB2120511D) 
JORF n°0246 du 21 octobre 2021.Official publication: Journal Officiel de la République Française 
(JORF); Publication date: 2021/10/21. 

- Ordonnance n° 2021-1518 du 24 novembre 2021 complétant la transposition de la directive 2019/790 
du Parlement européen et du Conseil du 17 avril 2019 sur le droit d'auteur et les droits voisins dans le 
marché unique numérique et modifiant les directives 96/9/CE et 2001/29/CE (NOR : MICB2121839R) 
JORF n°0274 du 25 novembre 2021.Official publication: Journal Officiel de la République Française 
(JORF); Publication date: 2021/11/25. 

50 LOI n° 2019-775 du 24 juillet 2019 tendant à créer un droit voisin au profit des agences de presse et 
des éditeurs de press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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稱 CPI）第二篇著作權與鄰接權（Les droits voisins du droit d'auteur）新增第 8 章「新

聞出版商與通訊社發行者權利」（droits des éditeurs de presse et des agences de presse）
51，並於 CPI L. 218-1 至 CPI L. 218-5 具體轉換指令規定，自 2019 年 10 月 25 日起施

行。 

相較於其他國家及指令其他法條，法國轉換指令第 15 條的速度相當迅速。在法

國參議院（Sénet）討論時，也強調維護新聞品質及訊息獨立與多元性之必要與緊急52。

議會報告指出目前著作權僅能保護創作新聞內容的著作人，現有鄰接權範圍亦不包

含新聞出版者。若數位平臺呈現出新聞連結與部份摘錄內容，許多終端使用者即滿

足於快速瀏覽摘錄新聞，而不會點進去新聞出版者的網站或頁面了解深入內容53。因

此法國決心儘速引進指令賦予新聞出版者的鄰接權，一方面配合歐盟政策，另一方

面也希望彰顯法國價值。 

L.218-1 第 1 項先定義何謂新聞出版、新聞出版商（éditeurs de presse）與通訊社

（agences de presse）。所謂新聞出版（publication de press）是指主要由新聞本質之

文學著作及其他受保護著作（特別是照片與影片）經過編輯之彙整，用以提供公眾

新聞資訊或特定主題之定期性刊物或固定以同意名義出刊之報導。此外，並特別排

除為了學術或科學「目的」發表之定期性刊物，因此學術期刊皆不屬於本條所涵蓋

之範圍，基本上與指令第 2 條第 1 項第 4 款相同。至於新聞出版商，係指法人或自

然人負責出版平面新聞或線上新聞者，通訊社則為自負其責搜集、處理或編輯處理

新聞內容之事業。此定義與前述指令前言第 56 點亦同54。 

                                                        
51 法國直接將指令前言第 55 點中關於新聞出版者之舉例，列為章節標題與內文用字。éditeurs 

de presse 等於 news publishers（新聞出版商），而 agences de presse 等於 news agency（新聞通訊

社）。指令正式法文版本亦如此翻譯。 
52 David Assouline, Sénat Rapport du 19 janvier 2019, n°243, p.17. 
53 Id. at 18. 
54 Recital 56 of Directive 2019/790. 指令前言對於各成員國立法並無拘束力，但各成員國可自行決

定是否要將指令前言之內容納入內國條文。TFEU 第 273 條（EC Treaty 253）要求立法必須附理

由，而指令前言即為指令之立法理由與說明。See TFEC Article 273: “Legal acts shall state the 
reasons on which they are based and shall refer to any proposals, initiatives, recommendations, 
requests or opinions required by the Treaties”，歐洲法院也多次重申指令並無拘束力。“the preamble 
to a Community act has no binding legal force and cannot be relied on as a ground for derogating from 
the actual provisions of the act in question”（Case C-162/97, Nilsson, [1998] ECR I-7477, para. 54）。

但指令前言可釐清立法者背後之目的與意圖，並在條文文義解釋有所模糊時，前言也可協助解

釋。關於指令前言與內國立法間之關係，參考 Roberto Baratta, “Complexity of EU law in th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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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218-2 規定任何性質、直接或間接、線上重製或向公眾提供全部或部分新聞內

容者，皆須事先取得新聞出版者之同意。此一權利得授權或讓與，因此可透過集管

團體管理（L.218-3），如視聽著作或音樂著作之集管團體模式。之所以法國希望透

過集管團體，是參考了德國與西班牙媒體與平臺自由協商失敗的案例，認為若能結

合各大新聞出版者之力量，將較容易「迫使」平臺必須進行協商55，對於小型新聞媒

體，也可避免被平臺協商排除在外。但本條規定非強制要求新聞媒體透過集管團體

協商，仍保留一定彈性給新聞媒體。 

相較於指令，法國法 L.218-4 對於利用之報酬計算有更詳盡之規定，以避免實際

操作時的模糊空間。新聞出版者著作鄰接權之報酬計算，必須包括所有利用之態樣，

不論直接或間接，必要時，可參考 CPI L.131-4 關於著作權授權之規定，以總額方式

（forfaitairement）計畫。評估方式須考慮利用的質與量，包括人力物力、金錢上之

投入，新聞出版者對一般或政治新聞（information politique et générale，下稱 IPG）

之投入，線上利用新聞報導內容之重要性等56。線上使用新聞內容者必須讓新聞出版

者知悉其利用狀況，及評估報酬計算之必要資訊。此外，L.218-5 規定新聞記者及新

聞內容的其他創作者，有權合理及公平（appropriée et équitable）的分享收益，並且

有權至少一年一次知悉報酬計算相關必要資訊。L.218-5 進一步規定若對於分潤有歧

異，應透過公會或分潤委員會57進行其比例分配。此點在本文後續討論之巴黎上訴法

院保全程序裁定中，特別是關於提供評估報酬計算之必要資訊及報酬計算方式，有

決定性的重要地位。 

三、法國競爭委員會及法院於 Google 新聞議價案設立

之準則 

                                                                                                                                                  
domestic implementing process,” 19th Quality of legislation seminar - EU Legislative Drafting: Views 
from those applying EU law in the Member States, European Commission (2014). 

55 David Assouline, Sénat Rapport, supra note 52, 26. 
56 在國民議會（Assemblée Nationale）立法提案報告中，亦特別強調報酬協商必須考量人力物力與

金錢上之投資，並且需要考慮該報導對於公眾討論民主運作的重要性。Patrick Mignola, Assemblée 
National, Rapport du 30 avril 2019, n°1912, p.8-9. 

57 CPI L.218-5 第 3 項創立一由政府代表主持之專門委員會。該代表由傳播部會從最高法院、最高

行政法院或審計法院（Cour des comptes）中提名，其餘委員一半由新聞媒體代表，一半由新聞

記者及相關新聞著作人組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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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 年 7 月 24 法國通過法令後，法國雜誌新聞編輯工會（Syndicat des Éditeurs de 

la Presse Magazine，下稱 SEPM）、法國新聞出版聯盟（Alliance de la Presse 

d'Information Générale，下稱 APIG）及法新社（Agence France-Presse，下稱 AFP）等

幾大法國新聞出版者陸續向 Google 表達協商之意願。Google 於 2019 年 9 月 25 日於

官方網站說明其對於新法令之立場58：Google 認為協助使用者找到其有興趣之新聞是

確保資訊進用之一環，使用者在歐洲透過 Google 連結到新聞出版者網站每月超過 80

億次，即等於每秒 3 千次點擊，新聞出版者可透過廣告與訂閱戶收取費用。消費者

閱聽習慣的改變，新聞出版者也應該隨之改變其商業模式，Google 願意協助其在數

位環境下的應變。為了符合法令規範，Google 將不再呈現新聞摘要。除非新聞出版

者明確告知希望呈現，新聞出版者有權選擇是否希望他們的內容經由 Google 搜尋引

擎或是本日新聞呈現，但 Google 原則上「不願意對任何連結或縮圖支付任何費用」59。 

在這樣幾無協商餘地的聲明之後，前述幾大法國新聞出版者於 2019 年 11 月向

法國競爭委員會指控 Google60要求新聞出版者在無法進行任何溝通協商的情形下無

償授權 Google 使用，否則移除其搜尋結果之行為，濫用市場支配地位，違反著作鄰

接權法同時，也違反法國商法典（Code de Commerce）第 L.420-2 以及歐盟運作條約

（Treaty on the Functioning of the European Union，下稱 TFEU）第 102 條的濫用支配

地位（abus de position dominante, abuse of a dominant position），並濫用經濟上依賴

關係（L’abus de dépendance économique），請求競爭委員會命令保全措施61，要求

                                                        
58 Google, “Nouvelle règles de droit d’auteur en France : notre mise en conformité avec la loi,” 

(2019/9/25), https://france.googleblog.com/2019/09/comment-nous-respectons-le-droit-dauteur.html, 
last visited: 2022/1/10. 

59 Le Monde, “Tout comprendre au droit voisin, au centre du contentieux entre Google et les médias,” 
(2019/10/23), https://www.lemonde.fr/pixels/article/2019/10/23/qu-est-ce-que-le-droit-voisin-au-cent 
re-d-un-conflit-entre-les-medias-et-google_6016644_4408996.html, last visited on date: 2022/2/1. 

60 此處係為 Google LLC, Google Ireland Limited 與 Google France 之統稱。 
61 Cour de cassation, arrêt du 8 novembre 2005 Neuf télécom, n°04-16857. 關於法國競爭委員會之處

分權，可參考王慧陵譯，Marie-Dominique Hagelsteen 著，「簡介法國競爭法及競爭主管機關」，

競爭政策通訊，第 3 卷第 6 期，11（1999）。該文雖然是介紹 2009 年改制擴權前的競爭審議委

員會，但關於處分權部分之說明仍適用之。 

https://www.lemonde.fr/pixels/article/2019/10/23/qu-est-ce-que-le-droit-voisin-au-c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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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oogle 必須基於誠信原則（bonne foi）與其協商。競爭委員會於 2020 年 4 月 9 日作

出決定62。 

關於法國競爭委員會之運作與裁處有 2 點必須先行說明。首先，關於保全措施，

根據法國商法典 L. 464-1 規定，競爭委員會得在經濟部、議會委員會或事業要求下，

或根據職權，於聽證後基於必要或聲請採取保全措施（L. 464-1 I）。但保全措施僅

限於對整體經濟、相關產業及消費者利益或對另一方有立即（immédiate）且嚴重

（grave）的傷害下實施（L. 464-1 II）。該保全措施可包括停止行為或恢復原狀。法

國最高法院亦肯認，在濫用優勢地位行為發生時，不必等候最後決定，調查時即可

採取保全措施。此處所為保全措施的目的在於「緊急維持現狀」，實務上處分有效

期間可能 1 至 3 個月，但若調查案件必要，仍可延長處分期間。由於保全措施為本

案決定之前所為的處分，因此必須嚴格限制於「必要」情形始可為之。以下所討論

之競爭委員會 2020 年第 1 次決定，即是基於 Google 行為對於新聞產業為一立即且嚴

重的傷害，委員會始命其採取相關措施，避免損害擴大。 

其次，法國商法典 L. 464-2 第 1 項第 2 款前段規定，當事業有反托拉斯法行為、

未履行保全措施或承諾，競爭委員會得裁罰之。商法典 L. 464-3 則規定，若事業未遵

守主管機關命令之措施、暫時性處分或承諾，競爭委員會可裁處罰鍰。而根據商法

典 L. 464-2 第 1 項第 3 款，依法量處罰鍰應考量違法行為情節嚴重性及持續期間，若

於程序進行中，事業有俊悔實據並依民法規定賠償被害人，委員會得酌減罰鍰。商

法典 L. 464-2 第 1 項第 4 款則規定，罰鍰可達違法行為存續期間最高一年相關企業全

球稅前應收總額 10%。若事業延遲遵守保全措施，競爭委員會亦可裁處最高相關企

業全球稅前應收總額 5%之怠金。這也是以下競爭委員會於 2021 年決定採重罰並要

求限期改善，否則將面臨每日最高 90 萬歐元怠金之基礎。 

另外，根據法國商法典 L. 464-7 第 1 項規定，對競爭委員會決定不服者，得向巴

黎上訴法院（Court d’Appel de Paris）10 日內提起上訴。巴黎上訴法院可就案件之法

律於事實重新審理，亦可撤銷委員會決定或變更其內容。競爭委員會主委得就巴黎

上訴法院之不利決定提訴至最高法院（Cour de cassation）。 

                                                        
62 Autorité de la concurrence, Décision n° 20-MC-01 du 9 avril 2020 relative à des demandes de mesures 

conservatoires présentées par le Syndicat des éditeurs de la presse magazine, l'Alliance de la presse 
d'information générale e.a. et l’Agence France-Presse (20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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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競爭委員會 2020 年第 1 次決定：認定 Google 濫用市場

地位應採取保全措施 

基於商法典 L.420-2 及 TFEU 第 102 條之規定，濫用支配地位通常需滿足三要件：

具市場支配地位、有濫用行為及削弱或限制市場競爭。因此競爭委員會論述也按照

著此三要件進行。競爭委員會首先確認相關市場，按照歐盟及法國傳統分析相關市

場之方式，從產品市場認定「搜尋引擎服務」（services de recherche générale）63與內

容網站或社群媒體有別，為不同市場。而地理市場則基於過往歐盟執委會意見64，認

為搜尋引擎會受國家及語言影響，進而認定「法國國內的搜尋引擎服務市場」為相

關市場65。 

接著確認 Google 是否於相關市場占有支配地位。委員會調查顯示，Google 市場

占有率（下稱市占率）於 2019 年底時超過 90%，根據歐洲法院過去判決，除非例外

情形，原則上超過 50%市占率即可認為是支配地位66。此外搜尋引擎發展必須投入大

規模資本，因此存在強大的市場參進與擴張之障礙。至於是否違反商法典 L. 420-2

經濟上依賴關係（相對優勢地位）之判斷，由於法國法上經濟上依賴關係的濫用需

要具備 1.經濟上依賴關係存在，2.濫用其依賴地位，3.實際或潛在對於競爭功能或結

構上之影響67，委員會認為在本案中基於 Google 很明顯占有法國市場支配地位，因

此無須判斷是否有經濟上依賴之濫用68。 

                                                        
63 Id., para. 137. 
64 European Commission, Case AT. 39740 - Google Search (Shopping), 2017.6.27, paras. 252-255 關於

網路（搜尋引擎）無國界之市場相關討論，執委會意見：“(…) even though general search services 
can be accessed by users anywhere in the world, the main general search services offer localised sites 
in different countries and in a variety of language versions. (…)There are barriers to the extension of 
search technology beyond national and linguistic borders. These barriers are one of the reasons why 
certain smaller general search services in the EEA use their own search technology mainly for websites 
from their own country and in their own native language, while returning the search results of Google 
or Bing for their websites in other countries or different languages”; See also Case AT. 40099 - Google 
Android, 2018. 7.18, paras. 422-425. 

65 Autorité de la concurrence, supra note 62, para. 146. 
66 CJEU, Case-62/86, AKZO Chemie BV v Commission of the European Communities, 1991/7/3. 
67 Autorité de la concurrence, supra note 62, para. 174. 
68 Id., para. 18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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競爭委員會認為 Google 一方面在無任何正當理由的情形下69，加予新聞出版者

違反商法典第L.420-2條及TFEU第102條第2項 a款之不公平交易條件（unfair trading 

conditions）70，不願意進行任何形式的協商或針對呈現受鄰接權保護的內容給予報

酬，另一方面 Google 對於所有條件不同的相對人，給予同樣待遇，構成不公平待遇71。

根據歐盟法過去解釋，所謂不公平交易條件，並不只限於針對情況類似給予不同條

件之歧視性或不公平之待遇，亦包括針對不同情況給予完全相同待遇72。此外，Google

利用支配地位違反著作鄰接權法73，委員會認為 Google 利用讓新聞出版者簽訂無償

協議之機會，強制放入不給予任何補償金之條款且不允許協商，其次又拒絕提供任

何可計算報酬之必要資訊。於此同時，Google 仍在其網站上放上新聞標題，堅信其

行為並不違反著作鄰接權，僅為鄰接權保護之例外。但委員會認為新聞標題是否必

然為個別詞彙或極短摘錄引用仍有爭議，特別是部分具有資訊含量的標題更是值得

再議74。 

Google 於新聞出版者著作鄰接權法施行前，在其官方網站公告其將配合法國新

聞出版者之修法，除非新聞出版者要求，將不再於 Google 任何服務上張貼新聞或圖

文預覽，Google 並提供編輯頁面程式（La balise “Max-snippet”）使新聞出版者可以

自行編輯希望呈現之內容。另一方面 Google 於公開新聞及其網站 FAQ 上宣布不會支

付新聞出版者任何報酬75。 

競爭委員會認為，著作鄰接權的立法意旨應是讓雙方能夠秉持誠信原則協商溝

通，但 Google 的新政策卻使相對人位於比著作鄰接權修法前更不利之交易地位。

Google 占有搜尋引擎服務市場上之支配地位，透過搜尋結果能帶給新聞網站大量流

量，而這些流量損失對於已經處於經濟劣勢的新聞出版者而言是雪上加霜76。新聞出

                                                        
69 Id., para. 255. 
70 Id., para. 190 et s. 
71 Id., para. 238 et s. 
72  CJEU, Case C-13/63, Italian Republic v Commission of the European Economic Community, 

1963/7/16. “Discrimination in substance would consist in treating either similar situations differently 
or different situations identically,” para. 4(a). 

73 Autorité de la concurrence, supra note 62, para. 242 et s. 
74 Id., para. 96. 
75 Id., para. 248 et s. 
76 Id., paras. 120-124. 根據委員會調查法國幾大媒體，流量大概平均減少 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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版者只能「沒有任何選擇」的同意 Google 的條件77，對新聞出版者來說，刪除搜尋

結果等於流失流量與收入，就算知道條件更加不利，也只能點頭同意，因此 Google

之行為已經構成濫用支配地位。而根據歐洲法院78及競爭委員會過去決定，和 TFEU

第 102 條其他幾款規定不同，針對不公平交易條件之情形，無需證明具有限制競爭

之效果79。但若從 Google 不公平行為對競爭的影響論之，其行為不僅是設置不公平

交易條件，更欠缺客觀性、透明性並有歧視性作為80。 

競爭委員會認為 Google 的違法行為，讓風中之燭的新聞出版業喪失救命活水，

為一立即且嚴重的傷害。委員會決定命 Google 必須與有意願新聞出版者於 3 個月內

本於誠信原則協商關於呈現新聞內容之方式與報酬。並且於協商期間，Google 必須

確保以新聞出版者選擇的方式，張貼新聞內容摘要、照片或影片。此外，為了保障

公平的協商，委員會要求 Google 必須秉持中立提供搜尋引擎的排序、分類及呈現受

保護新聞內容的方式，亦須於Google提供的其他服務保持中立。最後委員會命Google

必須於協商期間定期向委員會報告執行狀況至委員會另有決定為止。 

（二）巴黎上訴法院 2020 年判決：肯定競爭委員會保全措施決

定 

巴黎上訴法院 2020 年 10 月 8 日的決定81，肯定競爭委員會的決定。 

法院首先說明即使是在決定保全措施之程序上，仍須先行界定相關市場，並且

指出市場界定之目的在於確認相關事業面臨的競爭限制及實際競爭者，防止其限制

競爭之行為。法院也重申委員會得在緊急（urgence）情況下，針對違反商法典 L. 420-2

限制競爭之行為採取保全措施，只要該行為確實直接造成損害82。法院肯認競爭委員

會關於界定「搜尋引擎」和社群媒體或一般內容網站為不同市場，認為根據執委會

                                                        
77 Autorité de la concurrence, supra note 62, para. 103 et s. 
78 CJEU, Case C-247/86, Société alsacienne et lorraine de télécommunications et d'électronique (Alsatel) 

v SA Novasam, 1988/10/5, p.10. 
79 Autorité de la concurrence, supra note 62, para. 353. 本案係關於競爭委員會裁罰 Google 濫用市場

支配地位於線上搜尋廣告市場。 
80 Autorité de la concurrence, supra note 62, para. 354. 
81 Cour d’appel de Paris, 8 octobre 2020 n°20/0871, Sociétés Google c/ SPEM, AFP, L’Alliance 

d’Information de la Presse d’information Générale.  
82 Com., 8 nov. 2005, n°04-16.857 cité par l’arrêt n°20/0871, Id., para. 7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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見解，Google 搜尋引擎之目的在於最佳化其搜尋結果之排序吸引使用者，使其盈利

最大化，和一般內容提供平臺有別。且 Google 市占率接近九成，故具有支配地位83。 

接著，法院討論 Google 的行為是否造成不公平的交易條件。Google 主張其摘錄

新聞的行為符合著作權法 L.211-3-1 簡短摘要之例外。此外認為新法僅賦予鄰接權人

拒絕他人線上使用新聞內容之權利，並不保證鄰接權人一定能獲得金錢補償之對

價。此外 Google 認為委員會並未考量 Google 摘錄新聞之行為，可帶給新聞網站流量

及廣告收益增加的好處。競爭委員會反駁 Google 違法之處在於 Google 拒絕和任何新

聞出版者協商，而協商與「利益分享」（un partage de valeur）84本身即為新著作權法

規定之重點。 

法院首先以直接清楚的方式表示，新的著作鄰接權規範，在 2019/790 指令前言

第 54、57、58 點解釋下，規定任何性質、直接或間接、線上重製或向公眾提供全部

或部分新聞內容者，皆須「事先」取得新聞出版者之同意。即使沒有保證鄰接權人

一定可以獲得報酬，但至少要讓權利人能依據其受保護之內容，透過雙方事前協商，

獲得合理報酬。 

Google 在法令實施前即宣布將以「無償」的方式與新聞出版者維持既有關係，

但無法說明為什麼對於所有的新聞出版者，皆採單一且系統性的方式決定報酬。法

院從指令「簡短摘要例外，必須以不影響本指令所保護之著作權方式解釋」85立法意

旨分析，直接指出 Google 以短摘錄方式呈現通常伴隨著照片或影像的新聞標題，「原

則上」並不是新聞出版者著作鄰接權的「例外」。 

法院接著說明 Google 想方設法避免新聞出版者獲得著作鄰接權之保護，並且強

迫其接受不公平待遇，更拒絕任何針對報酬的可能協商。Google 聲稱有與新聞出版

者協商，但其時點為被檢舉後，且協商內容是希望新聞出版者授權新聞全本「內容」

而非標題與摘要，等於迫使新聞出版者在不接受 Google 版本協商而被移除所有相關

搜尋，以致於損失流量與廣告收益，和接受協商但沒有任何收益且喪失比原先更多

權益中，做出選擇86。至於 Google 主張其搜尋引擎帶給新聞出版者網站之流量與收

                                                        
83 Cour d’appel de Paris, L’arrêt n°20/0871, Id., paras. 80-82. 
84 若從法國立法文件觀察，是否能適當分享利益唯一重要考量。例如法國參議院（Sénat）法案報

告文書中即指出散布於網路上之新聞內容能帶來極大的流量與知名度，而如何具體化其價值並

適度利益分享是最大問題。David Assouline, Sénat Rapport, supra note 52, 17. 
85 Recital 58 of the Directive 2019/790. 
86 Cour d’appel de Paris, L’arrêt n°20/0871, supra note 81, para. 1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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益的好處，法院直指這些並無意義，因為歐盟及法國的立法者，已經做了選擇，就

是要讓此類長久搭便車受益於新聞出版者投資產出內容之平臺或搜尋引擎，付出相

應的代價87。此外由於 Google 搜尋引擎超過市占率 90%的難以替代性及其經濟力量，

使得 Google 得輕而易舉施壓新聞出版者取得無償授權。而其他搜尋引擎，例如“Bing” 

和“Qwant”卻遵守法令的與新聞出版者進行報酬協商。由此可見 Google 的濫用行為

與其市場地位具有因果關係，並且其行為不論係從其所造成新聞出版者之損害，或

相關市場反競爭行為層面觀之，Google 都構成濫用支配地位。 

於確認 Google 之違法行為後，法院進一步說明 Google 是不是有採取其他行為協

助新聞擴散或多元化或帶給新聞出版者其他利益，並非此處決定保全措施之重點，

此處重點在於 Google 之行為是否刻意排除法律明定之協商義務及否認重新平衡新聞

媒體產業利益之立法意旨88。Google 利用其優勢地位阻礙有償授權之情形，會使其他

同一市場相當少見的競爭者亦群起效尤，並且基於指令轉換成內國法實施的急迫性

與必要性，必須避免此一立即且嚴重濫用市場地位情形繼續發生，法院肯認競爭委

員會的保全措施。 

法院強調，Google 行為對於新聞出版者的傷害，其實是新聞媒體產業逐漸式微

下，壓死駱駝的最後一根稻草89。但 CPI 第 L. 218-4 條之協商義務並非強制，且並未

要求數位平臺一定要支付所有新聞出版者所要求之報酬90，重點在於權利人必須基於

自由意志決定是否授權，不論有償或無償91。這些線上平臺必須非常清楚，CPI 第

L.218-4 之精神，在於重新分配線上平臺使用受保護內容之利益給著作鄰接權人92，

因此不論是個別詞彙或是極短摘錄引用，都必須在此前提下討論，且不能夠影響原

有權利實施，更不能取代全本的新聞內容或讓讀者僅讀摘要就可省略全本新聞93，否

則新聞出版者著作鄰接權就會被架空。新聞出版者鄰接權之規定，並未要求 Google

付出高昂的金錢代價，亦未要求新聞出版者委曲求全，重點在於能否協商出一「客

                                                        
87 Id., para. 104. 
88 Id., paras. 157-158. 
89 Id., para. 156. 
90 Id., para. 96. 
91 Id., para. 224. 
92 Id., para. 219. 
93 Id., para. 2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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觀、透明、不歧視，且符合 L.218-4 規定」之報酬94。因此開啟此一保全程序並非因

為 Google 與新聞出版者間「無償」的授權，而是未根據內容利用狀況及新聞出版者

所投注之心力與金錢95，決定協商報酬。 

綜合考量所有因素，包括契約自由、財產權及商業自由的限制，委員會決定之

保全措施，僅是要求雙方基於誠信原則進入協商，並不會對 Google 的創新或服務有

任何影響，且該保全措施有時間限制，符合比例原則96。法院認為競爭委員會的決定

有理由。 

（三）競爭委員會 2021 年第 2 次決定：認定 Google 違反第 1
次決定之保全措施，應予重罰 

案件正於巴黎上訴法院進行時，Google 在 2020 年 6 月發表了媒體授權計畫，預

備支付新聞出版者報酬以換取新聞內容97，並於 2020 年 10 月 1 日推出 Google News 

Showcase，由新聞出版商負責特定主題的新聞，提供深入分析並連結其他文章，伴

隨影片、聲音與簡報等片段98。此外，在巴黎上訴法院判決的前一天，Google 公布其

與 APIG 正在進行協商99，並於 2020 年 11 月 9 日公布其與部分新聞媒體已經達成協

議，包括費加洛報（Le Figaro）及世界報（Le Monde）100，但未包括如 AFP 等其他

出版商。 

                                                        
94 Id., para. 229. 
95 Id., para. 224. 
96 Id., para. 230. 
97 Google, “A new Licensing program to support the news industry,” https://blog.google/outreach-initi 

atives/google-news-initiative/licensing-program-support-news-industry-/, last visited on date: 
2022/2/1. 

98 Google, “News Showcase,” https://news.google.com/news-showcase/, last visited on date: 2022/2/1. 
99 Appoline Reisacher, “Google: vers un accord avec la presse française sur la question des droits 

voisins,” BDM (2020/10/8), https://www.blogdumoderateur.com/google-accord-presse-francaise- 
droits-voisins/, last visited on date: 2022/1/1. 

100  Alexandre Piquard, “Droits voisions : accord entre Google et plusieurs média française pour 
rémunérer les extraits d’articles dans le  moteur de recherche,” Le Monde (2020/11/19), 
https://www.lemonde.fr/economie/article/2020/11/19/droits-voisins-accord-entre-google-et-plusieurs-
medias-francais-pour-remunerer-les-extraits-d-articles-dans-le-moteur-de-recherche_6060380_3234.h
tml, last visited on date: 2022/2/1. 

https://blog.google/outreach-initi
https://www.blogdumoderateur.com/google-accord-presse-francaise-%20droits-
https://www.blogdumoderateur.com/google-accord-presse-francaise-%20droits-
https://www.lemonde.fr/economie/article/20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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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另一方面，2020 年 8、9 月間，也就是法國競爭委員會保全措施屆滿 3 個月後，

APIG、AFP、SEPM 再次向競爭委員會指控 Google 未執行競爭委員會的第 1 次決定，

拒絕基於誠信原則協商，拒絕提供計算報酬必要資訊，且拒絕承認法律所賦予的報

酬權，僅認為透過搜尋引擎轉介過去的流量所帶來的廣告收益就等同於報酬。法國

競爭委員會於 2021 年 5 月開啟委員會調查會議，並於 2021 年 7 月 12 日作出第 2 次

決定101，在逐一檢視 Google 是否執行第 1 次決定之保全措施後，委員會認定 Google

違反第 1 次決定七項保全措施中的四項，進而重罰 5 億歐元，並要求限期改善，否

則將面臨每日最高 90 萬歐元的怠金。 

Google 最主要違反者在於不遵守競爭委員會及法院要求，秉持誠信原則進行協

商措施（保全措施一）。競爭委員會詳細按照時間序列檢視 Google 與新聞出版者簽

訂的所有協議，認為 Google 拒絕與新聞出版者協商使用受保護內容之現況及應有之

報酬。僅願意透過創立 Publisher Curated News（下稱 PCN）之合作模式，提供全新

服務例如 News Showcase，試圖使新聞出版者授權新聞的全部內容，但對於報酬絕口

不提。特別是 News Showcase 要求參與的新聞出版者必須讓訂閱者可閱覽原先可能

需付費閱讀的新聞。若新聞出版者願意加入，所能分享的報酬最多僅限於從 New 

Showcase 而來之收益，Google 有權個別解釋，且未給予新聞出版者討論之空間102，

使得新聞出版者面臨一極不確定之狀態。 

除此之外，Google 以極為狹隘之定義解釋新聞出版者著作鄰接權之意涵，例如

無需針對收益通常較高的非 IPG資訊提供報酬，或CPI第L.218-4之收益，限於Google

搜尋引擎上之Google ads Exange所得的收益，而刻意忽略Google其他服務及所有「間

接」獲益於新聞內容之收益，例如 Google Actualités（本日時事）或 Google Discover103，

並且不提供任何計算方式104。在 Google 2021 年營收及淨利皆有長足成長，且公司執

行長亦公開表示，越來越多使用者習慣利用 Google 搜尋引擎接收資訊獲得連結，競

爭委員會直指根據新著作權法，提供給新聞出版者的相關報酬，亦應「根據所有利

用態樣，不論直接或間接」與其獲利相互勾稽105。因此委員會認為 Google 既不遵守

                                                        
101 Autorité de la concurrence, Décision n° 21-D-17 du 12 juillet 2021, relative au respect des injonctions 

prononcées à l’encontre de Google dans la décision n° 20-MC-01 du 9 avril 2020. 
102 Id., paras. 325, 350. 
103 Id., para. 265 et s. 
104 Id., para. 335. 
105 Id., para. 3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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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全措施的文字，亦不尊重其精神，確認其違反第一項要求基於誠信原則協商報酬

之命令。 

接著，競爭委員會針對 Google 其他不遵守保全措施之行為進行檢討。首先，對

於不遵守溝通計算評估報酬必要資訊之措施（保全措施二），委員會認為此一措施

係用來保障前一措施之執行，讓新聞出版者能在透明資訊的情況下，友善的與 Google

協商。但委員會發現 Google 要不僅給予部分資料，要不拖延，或是僅給 Google 搜尋

引擎服務的直接資料，而忽略其他服務可能帶來的間接獲益106。此外，Google 承諾

將挹注高額經費落實媒體授權計畫，也僅是只聞其聲，不見任何具體細節。因此委

員會認定 Google 未遵守溝通報酬計算必要資訊之措施。 

針對不遵守必須在協商過程中秉持中立提供服務及其他經濟上關係（保全措施

五、六），如同前述，新聞出版者如欲加入 Google 針對全球市場開啟之 PCN 合作模

式，必須與其簽訂未特別提及報酬且沒有協商空間之協議。委員會強調，Google 要

發展新的模式沒有任何問題，有問題的是必須讓新聞出版者能夠有機會針對報酬進

行協商，更何況 News Showcase 並不是使用新聞內容摘要或縮圖，而是將全本新聞

內容放置於 Google 嶄新的服務裡107。Google 誠然希望利用新服務使新聞出版者及其

新聞內容觸及率及能見度升高，但採用「套裝」報酬的方式，阻絕任何依照個案或

是協商可能性本身，就是違反委員會命令之保全措施108。因此亦違反此二項保全措

施。 

根據商法典 L. 464-3 規定，若逾期未遵行處置措施、保全措施或承諾，競爭委員

會得在符合比例原則下，考慮行為嚴重性、對整體經濟相關事業傷害之程度109，得

以課以全球年度未稅營業額 10 %的罰鍰。 

競爭委員會認為 Google 刻意、有計畫且系統性的不遵守委員會命令，僅在期限

到期前幾日，才願意開始討論報酬事宜，不但破壞保全措施的有效性，其行為更直

接藐視公權力，並影響保全措施所欲保護之競爭環境與整體利益，情節極為嚴重

（exceptionnelle gravité）。根據過去巴黎上訴法院判決認為，「違反保全措施本身即

                                                        
106 Id., para. 420 et s. 
107 Id., para. 475. 
108 Id., para. 492. 
109 L.464-2 Code de Commer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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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一極其嚴重之行為」110。委員會認為 Google 的行為違反前述決定與法律希望在公

平協商的前提下達到溝通新聞內容報酬之目的。Google 利用創新服務的方式進行協

商111，正說明了其再次濫用優勢地位。競爭委員會引用新聞出版者著作權鄰接權的

立法討論及巴黎上訴法院判決，強調「在法律框架及相互的基礎上，如同競爭委員

會決定所言，必須立即重新平衡市場上各方利益」112，基於其急迫性，委員會第 1

次決定時將期限定為 3 個月，而 Google 必須遵守。 

因此競爭委員會提醒 Google 必須遵守委員會的措施，此等措施亦經過法院確

認。競爭委員會主席表示罰鍰金額係考量違反命令「異常的嚴重性」，「法國競爭

委員會發布命令規範企業，企業必須完全遵守，但很不幸的，本案並非如此」113，

故裁處 Google 5 億歐元罰鍰，並命其 2 個月內提出報酬協議，並且提出報酬計算必

要資料，包括：第一、Google 根據搜尋引擎上受保護內容而得之廣告收益，第二，

Google 擔任中介者，搜尋引擎使用者因搜尋受保護內容而轉往 Google 可收取佣金之

收益，及第三，所有透過張貼受保護內容所吸引而來搜尋引擎之使用者或其他服務

所可能帶來的間接受益（如個人資料等統計）。 

（四）後續發展：競爭委員會進行實體調查並發出市場測試

通知 

Google 不同意競爭委員會的第 2 次決定中之部分法律觀點，Google 認為其在整

個談判過程展現誠意，罰鍰不符合比例原則且忽視 Google 為達成協議所做的努力，

                                                        
110 Cour d’appel de Paris, l’arrêt n°2005/14771, 21 février, 2006. 
111 委員會決定書中摘錄一段 Le Figaro 的證詞十分有趣：「我們為什麼會簽？最主要就是因為我們

的競爭對手 Le Monde 幾個月前就簽了[Google 訂閱項目 subscribe with google]，透過 Google 
Android/Google Play 加速訂閱的流程。可以活化市場行銷並讓我們取得相關數據。算是一種套

裝概念吧」（Autorité de la concurrence, supra note 101, para. 238）。但決定書中亦摘錄 APIG 與

Google 2020 年 8 月之溝通信件，APIG 對於 Google 提議則表示：「我們不認為[Google]這提議

回應我們 5 月 6 日信件的要求，更不符合競爭委員會 4 月 9 日要求 Google 從既有服務也就是搜

尋引擎，而不是虛假的創新服務分享利益之命令」（Id., para. 250）。 
112 Cour d’appel de Paris, L’arrêt n°20/0871, supra note 81, para. 285; Autorité de la concurrence, id., 

para. 311. 
113 Autorité de la concurrence, Communiqués de presse, “Rémunération des droits voisins: l’Autorité 

sanctionne Google à hauteur de 500 millions d’euros pour le non-respect de plusieurs injonctions,” 
(2021/7/13), https://www.autoritedelaconcurrence.fr/fr/communiques-de-presse/remuneration-des- 
droits-voisins-lautorite-sanctionne-google-hauteur-de-500, last visited on date: 2022/2/1. 

https://www.autoritedelaconcurrence.fr/fr/communiques-de-presse/remuneration-d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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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及 Google 平臺如何呈現新聞內容的現況，故一方面表示希望與新聞出版者達成最

終友善協議，一方面仍針對上述行政裁處進行上訴114。 

為避免對經濟、產業、消費者及相關企業造成嚴重而立即傷害，進而緊急介入

實施保全措施之同時，競爭委員會組成調查小組，針對 Google 案件進行深入實體調

查。調查中，Google 針對委員會先期評估的兩項疑慮，承諾達成八項具體措施115。

其中除了同於先前保全措施者，另加上 Google 建議由法國競爭委員會之獨立代理人

負責確保 Google 履行承諾，如有必要，代理人可尋求技術、金融或智慧財產權專家

之協助；倘協商破局，Google 亦提議由仲裁機關如國際商會（International Chamber of 

Commerce, ICC）介入處理等。競爭委員會對此系列承諾於 2021 年 12 月 15 日發出

市場測試（test de marché）通知116，並邀請相關第三人於 2022 年 1 月底前提出意見117。

市場測試結束後，委員會將進行判斷 Google 之承諾是否足以改善違法行為，並給出

實體決定。 

然而 SEPM 於 2022 年 1 月 10 日再次向競爭委員會指控 Google 未遵守前面 2 次

委員會的決定，SEPM 並於 2021 年中時，亦在法國音樂作詞作曲者協會（Société des 

Auteurs, Compositeurs et Éditeurs de Musique, SACEM）支持下，與專業性媒體國家聯

盟（Fédération Nationale de la Presse d'Information Spécialisée, FNPS）及網路資訊獨立

媒體公會（Syndicat de la Presse Indépendante d'Information en Ligne, Spill）共同成立

媒體鄰接權機構（droit voisin de la presse, DVP），希望增加與 Google 談判之力量與

                                                        
114 Le Monde, “Droit voisins : Google fait appel de son amende de 500 millions d’euros en France,” 

(2021/9/1), https://www.lemonde.fr/pixels/article/2021/09/01/droits-voisins-google-fait-appel-de-son- 
amende-de-500-millions-d-euros-en-france_6093007_4408996.html, last visited on date: 2022/1/1. 
在競爭委員會公布裁處第 2 天（2021 年 7 月 13 日），Google France 透過其 Twitter 帳號說明

Google 致力於與新聞出版者密切合作，是唯一與 APIG 簽訂協議的平臺，也已經與幾家日報和

雜 誌 簽 訂 協 議 ， 並 正 和 AFP 協 商 中 。 Sebastien Missoffe, Twitter (2021/7/13), 
https://twitter.com/SebMissoffe/status/1414888474428289056, last visited on date: 2022/1/1. Google
並於 2021 年 11 月 17 日公布其與 AFP 針對鄰接權事項簽訂協議。Le blog officiel de Google 
France, “L’Agence France-Presse et Google signent un accord sur les droits voisins,” (2021/11/17), 
https://france.googleblog.com/2021/11/AFP-Google.html, last visited on date: 2022/1/1. 

115 Autorité de la concurrence, “Proposition d’engagement de Google LLC, Google Ireland limited et 
Google France,” (2021/12/9), https://www.autoritedelaconcurrence.fr/sites/default/files/prop_ 
enga_google_dtsvoisins_dec21.pdf, last visited on date: 2022/1/1. 

116 L. 430-10 Code de Commerce. 
117 Autorité de la concurrence, “Test de marché,” (2021/12/15), https://www.autoritedelaconcurrence.fr/ 

sites/default/files/TDM Google(003).pdf, last visited on date: 2022/1/1. 

https://www.lemonde.fr/pixels/article/2021/09/01/droits-voisins-google-fait-appel-de-son-
https://twitter.com/SebMissoffe/status/1414888474428289056
https://www.autoritedelaconcurrence.fr/sites/default/files/prop_%20enga_google_dtsvoisins_
https://www.autoritedelaconcurrence.fr/sites/default/files/prop_%20enga_google_dtsvoisins_
https://www.autoritedelaconcurrence.fr/%20sites/default/files/TDM
https://www.autoritedelaconcurrence.fr/%20sites/default/files/TD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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力度。APIG 則與四大媒體群結盟，持續與 Google 進行溝通118。相互結盟乃開戰的

煙哨，後續會如何發展，巴黎上訴法院是否會再次支持委員會的裁處或實體決定，

仍須靜待觀察119。 

四、以競爭法來確保著作權的執行是否可行 

（一）著作權法上協商義務違法是否構成濫用市場地位 

過去兩年不論是學說或實務都打的火熱的情形下，部分學者並不建議直接以規

範方式干涉平臺、消費者及新聞出版者間之關係，主要原因在於透過立法管制必須

非常小心，以免將更多權利交到平臺手中120。這樣的論述，在這次歐盟數位單一市

場著作權指令的規範下，似乎預言成真。由於指令要求各國立法平臺需與新聞出版

者溝通協商，在協商的過程中，多數媒體毫無辦法拒絕平臺的提議，變相形成無償

授權或是授與過多的權利，以換取新聞散布的管道與可能的流量。其後競爭法的介

入正正彰顯了數位平臺指令及其相對應之內國法，對於平衡科技巨擘與新聞媒體間

                                                        
118  SACEM, “Un accord historique entre le Syndicat des éditeurs de la SACEM,” (2021/6/8), 

https://societe.sacem.fr/actualites/notre-societe/un-accord-historique-entre-le-syndicat-des-editeurs- 
de-la-presse-magazine-et-la-sacem, last visitedon date: 2022/1/1. 

119 本文經審查通過後，法國競爭委員會於 2022 年 6 月 21 日宣布接受 Google 提出關於著作鄰接權

落實之承諾，終結此一紛爭。Google 承諾主要包含六大點：第一、擴張新聞出版者之解釋範圍。

第二、將本於透明、客觀、不歧視原則對 Google Showcase 及其他服務上之未來與既有內容進

行協商。第三、提供評估報酬之必要資訊。第四、在協商過程中保持搜尋引擎各種排序或索引

之中立性。第五、若協商遭遇困難，將由 Google 支付費用進入仲裁。第六、由獨立代理人負責

確保 Google 履行承諾，如有必要，代理人可尋求技術、金融或智慧財產權專家之協助。此外，

Google 並同意撤回針對保全措施之上訴。 
儘管於市場測試通知時，主要新聞出版者（如 AFP, FFAP, APIG 等）及法國經濟部皆認為前述

承諾適用範圍過於狹隘與定義模糊，並且善意協商、資料提供或者報酬計算方式皆取決於

Google，也對仲裁進行之費用與方式有所質疑，但在 Google 於 2022 年 3 月 11 日市場測試後所

提出前述新版本之承諾，競爭委員會認為該等承諾具體可信，且能消除競爭法上之疑慮，因此

根據商法典 L. 464-2，委員會接受其承諾，並要求 Google 重新檢視與新聞出版者已簽署或正在

協商中之協議，使其符合其承諾。Autorité de la concurrence, Décision n° 22-D-13 du 21 juin 2022 
relative à des pratiques mises en œuvre par Google dans le secteur de la presse, https://www. 
autoritedelaconcurrence.fr/sites/default/files/integral_texts/2022-06/22d13.pdf, last visited on date: 
2022/7/12. 

120 Stigler Center, supra note 4. 

https://societe.sacem.fr/actualites/notre-societe/un-accord-historique-entre-le-syndicat-des-editeur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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傾斜的協商能力，完全蒼白無力121。最終能將科技巨擘逼上談判桌本於誠實信用原

則協商著作鄰接權報酬的，不是指令與內國著作權法，而是競爭法。 

競爭法介入智慧財產領域之情形並不少見。例如常見濫用市場地位拒絕授權，

特別是標準必要專利之情形122、濫用法規程序及專利策略，如原廠藥利用不同手段

刻意延遲學名藥進入市場或逆向給付123或掠奪性定價等。著作權領域亦有如 2004 年

Microsoft 拒絕提供作業系統相關技術資訊而被歐盟嚴懲之過往案例124。在這樣的情

形下，競爭法與智慧財產權的關係可說是敵對而緊張，特別是智慧財產權利人在特

定市場取得市場地位後，可能產生的濫用。然而歐盟過去態度向來認為，考量智慧

財產權保護之目的，拒絕授權行為的違法，應符合更高之要求。例如在 RTE 案125或

IMS Health 案126，歐洲法院清楚陳述，僅有在「例外」（exceptional circumstances）

之情形，也就是使用該智慧財產權進入市場為不可或缺，而此一拒絕會排除市場任

                                                        
121 Neil Weinstock Netanel, supra note 48. 作者直言，“France adopted this (bargain in-good-faith) 

approach in direct response to the ineffectiveness of the new press publishers’ right.” 
122 相關標準必要專利與競爭法的國內文獻相當多，亦可看出如何畫出專利法與競爭法間之界線與

角色著實不易。如莊弘鈺、林艾萱，「標準必要專利競爭法管制之分與合：兼論我國高通案處

分」，公平交易季刊，第 27 卷第 1 期，1-50（2019）；王立達，「標準必要專利權行使之國際

規範發展與比較分析－FRAND 承諾法律性質、禁制令、權利金與競爭法規制」，月旦法學雜

誌，第 275 期，87-110（2018）；沈宗倫，「標準必要專利之法定授權與專利權濫用－以誠實

信用為中心」，政大法學評論，第 149 期，1-83（2017）；陳皓芸，「標準必要專利權之行使、

權利濫用與獨占地位濫用」，公平交易季刊，第 25 卷第 1 期，81-130（2017）；趙慶泠，「從

歐盟法院華為 v. 中興案判決談歐盟 SEP 禁制令與競爭法的 FRAND 抗辯」，專利師，第 27 期， 
97-116（2016）；楊宏暉，「標準關鍵專利之濫用與限制競爭」，公平交易季刊，第 23 卷第 4
期，35-86（2015）；李素華，「專利權行使與公平交易法」，公平交易季刊，第 16 卷第 2 期，

85-121（2008）；楊宏暉，「創新誘因的維護與競爭法規範－以專利拒絕授權為例」，公平交

易季刊，第 12 卷第 2 期，67-112（2004）。 
123 可參考，許曉芬，「從歐洲醫藥產業看智慧財產權與競爭法之交錯」，萬國法律，第 203 期，

2-13（2015）；顏雅倫、張濱璿、廖國雄，「藥品專利連結制度與競爭法規範之研究－以逆向

給付協議為中心」，公平交易季刊，第 25 卷第 3 期，75-126（2017）。 
124 Commission Decision of 24 May 2004 relating to a proceeding pursuant to Article 82 of the EC 

Treaty and Article 54 of the EEA Agreement against Microsoft Corporation (Case COMP/C-3/ 
37.792 - Microsoft), https://eur-lex.europa.eu/legal-content/EN/ALL/?uri=CELEX%3A32007D0053 , 
last visited on date: 2022/1/1. 

125 CJEU, Case C-241/91, Radio Telefis Eireann (RTE) and Independent Television Publications Ltd 
(ITP) v Commission of the European Communities, 1995.4.6. 關於廣播公司拒絕授權電視週刊刊

登節目表。 
126 CJEU, Case C-418/01, IMS Health GmbH & Co. OHG v NDC Health GmbH & Co. KG, 2004.4.29.

關於 IMS Health 拒絕授權另一公司其特有之磚型結構格式藥品相關資訊。 

https://eur-lex.europa.eu/legal-content/EN/ALL/?uri=CELEX%3A32007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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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有效競爭，並阻止潛在消費者需求之新產品出現，且拒絕無正當理由之條件下，

拒絕授權才有可能構成濫用優勢地位。但數位單一市場指令之規定及法國本次透過

競爭法來裁罰的案例，和過往要求「權利人」確保公平或得以利用的情形完全不同。

此處競爭法介入之情形，是要求「第三方」確保這樣的利用不是無償且能讓權利人

根據其創作內容得到適當補償。換言之，競爭法在此處的角色，並非要求開放市場，

而是試圖將下游所收受的廣告利益重新分配給上游新聞來源。 

智慧財產權領域適用競爭法規則要求滿足協商義務，通常是基於基礎關鍵設施

理論（essential facility doctrine）127，亦即系爭設備或權利是相關市場競爭所不可或

缺，次級市場事業希望交易或取得授權以便發展新產品，支配市場事業若無理由拒

絕交易或拒絕授權至足以消滅次級市場的競爭，且拒絕交易或授權會阻礙新產品之

出現，則有可能構成濫用市場支配地位之行為128。本文所討論之情形和前述定義似

有區別。法國新聞議價案係主管機關要求第三方平臺與權利人進行協商，若從基礎

關鍵設施的角度觀之，似乎是將掌握搜尋引擎大權的數位平臺當成擁有基礎關鍵設

施的支配市場事業，而著作權利人或鄰接權人當成次級市場，並且此一協商與補償

義務並非建立在新聞出版者希望向數位平臺交易或取得授權，而是數位平臺在商業

自由之考量下，使其搜尋引擎自行定義其「產品」特性、排名順序、呈現或不呈現129，

並且基於契約自由與新聞出版者協商條款內容130，是否能適用傳統意義上之關鍵設

施理論強制協商，可能仍有討論空間。 

更重要的是，由於競爭委員會兩次決定與巴黎上訴法院判決皆是針對保全措施

之程序事項，而非實體事項，未來進行實體審議時，委員會或許仍需建構更細緻的

                                                        
127 關於基礎關鍵設施理論與智慧財產權之關係，可參考劉孔中，「以關鍵設施理論限制專利強制

授權之範圍」，公平交易季刊，第 15 卷第 1 期，特別是頁 36 以下（2007）。 
128 See CJEU Case C7/97 Oscar Bronner GmbH & Co. KG v Mediaprint Zeitungs- und Zeitschriften- 

verlag GmbH & Co. KG, 1998.11.26。亦參考劉孔中，同上註，40。 
129 See Giuseppe Colangelo, “Enforcing copyright through antitrust? The strange case of news publishers 

against digital platforms,” 10(1) Journal of Antitrust Enforcement, 1-29 (2021).  
130 關於此點，對於契約自由、競爭法與大型數位平臺間之關係，可參考本文其後提到之歐盟數位

服務法（DSA, supra note 1）前言第 38 點所採之控制見解：“Whilst the freedom of contract of 
providers of intermediary services should in principle be respected, it is appropriate to set certain rules 
on the content, application and enforcement of the terms and conditions of those providers in the 
interests of transparency, the protection of recipients of the service and the avoidance of unfair or 
arbitrary outcomes.” 但要如何符合比例原則畫這條位於契約自由及控制間的線，著實不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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論述，例如在是否為 TFEU 第 102 條第 2 項 a 款不公平交易條件時，可能必須說明，

儘管新聞出版者是在 Google 支配地位壓力下簽訂無償授權協議，但從另一角度思

考，又何嘗未有可能是新聞出版者評估後認為即便無償亦是有利，因而同意簽署。

這也是巴黎上訴法院在判決中所指出的，應該非難的，並非因為 Google 與新聞出版

者間「無償」的授權，而是未根據內容利用狀況及新聞出版者所投注之心力與金錢

決定協商報酬。此外，針對委員會認為 Google 具有歧視性行為131，可能亦需進一步

依據歐洲法院對於 TFEU 第 102 條第 2 項 c 款的解釋，說明該行為確係利用其支配地

位對其中一或數事業之成本、利潤或其他相關利益有所影響，破壞競爭關係132，就

目前的兩項決定，似乎在此點上皆未有說明。 

（二）分潤機制、契約自由與模糊的著作權法例外規範 

法國 Google 案具體呈現著作權、契約自由及競爭法間模糊又相互交錯的界線。

法國競爭委員會兩次決定，強烈要求 Google 向新聞出版者提出報酬協商方案，Google

遵守的，不是著作權法，而是本於競爭法的委員會決定。這兩次決定彰顯及背後隱

含的意義，首先是立法者清楚明白表達其意願創設新聞出版者鄰接權，並賦予協商

報酬之權利/義務。其次，Google 極高的市場支配地位，使其行為無論如何協商或不

協商都看起來有濫用之嫌。最後，從歐盟到法國政府，從立法到落實，皆可看出歐

盟國家對於科技巨擘所傳達的強烈政治態度及鐵腕政策。 

但誠如 Google 在競爭委員會第 2 次決定中對於法新社之抗辯所言，CPI L. 218-2

所稱之新聞出版商或通訊社意義並不精確。Google 質疑例如法新社主要任務在於製

作新聞內容授權其他新聞出版者利用，因此法新社本身是否該當 CPI L.218-2 鄰接權

之主體，仍有疑義。至於溝通利潤分享的必要資訊，要求 Google 從成千上萬的網路

內容中，分辨出何等新聞內容是出自於法新社或特定新聞出版者，技術上十分困難。

更何況能否將各種網站或網頁上出現可能出自法新社或特定新聞出版者的新聞內容

資訊，在未經各網站或網頁同意下分享給法新社，是否可能違反其他法規範，仍有

疑義133。因此 Google 引用法國著名學者之法律意見反駁，難道競爭委員會或是法院

                                                        
131 Article 102 (c) of the TFEU. 
132 CJEU, Case C-525/16, MEO – Serviços de Comunicações e Multimédia SA v Autoridade da 

Concorrência, 2018.4.19, paras. 25, 29 et s. 
133 Autorité de la concurrence, supra note 101, paras. 446-4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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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用先區辨與檢視這些主張鄰接權的「新聞出版者」，是否皆符合指令及新著作權

法保護之立法意旨及保護主體嗎134？ 

再者，關於不論直接或間接之受益都要列入報酬計算基準之規定，委員會舉例，

所謂 Google 獲得之間接利益，例如網路使用者透過搜尋引擎看到相關新聞，接著更

進一步搜尋與該新聞相關的可能商業連結，如與某新聞相關之旅遊景點、付費訂房

等所產生之收益135，是否真與原先指令欲保護的新聞內容多元性相關，還是真如一

開始論者所批評的這就是一種強制稅，在法條定義解釋仍模糊的今日，似乎某種程

度確實顯示，指令第 15 條及內國法新設偏向新聞出版者及創作者的著作鄰接權，理

想很豐滿，但現實很骨感。法國很盡力適用競爭法來協助鄰接權的實現，但歐盟其

他國家使否會採取同樣做法落實私領域契約協商條件的提升136，或是直接採用如澳

洲直接以競爭法方式規範，採取強制議價137，仍須觀察其後續效應。 

法國競爭委員會除了指摘 Google 不公平交易條件外，另一個主要批判的重點即

在其刻意逃避與違反著作權鄰接權之規範。但此處有兩點可思考，首先，Google 是

否真的違反了著作鄰接權規範？著作權法之例外與限制，向來是歐洲著作權規範中

                                                        
134 Id., para. 71. 
135 Id., para. 430. 
136 See Giuseppe Colangelo, supra note 129.作者在比較德國於指令實施前卡特爾署（Bundeskartell- 

amet）決定（8 September 2015, Decision B6-116/14 Google versus various press publishers and VG 
Media）和法國競爭委員會的本次決定，認為兩者差異明顯，對媒體鄰接權與競爭法間之關係

採取不同態度。該文作者指出 “(…)ancillary right did not impose an obligation to use and 
remunerate protected content. Further, a refusal to buy could not be equated with a refusal to supply 
and a company must be entitled to decide not to acquire any rights or products which are not wanted 
or are incompatible with its business model….a search engine is in principle fee to design it's 
products.”而德國卡特爾署署長 Andreas Mundt 指出：“this dispute is not so much about 
competition law but about the scope of the ancillary copyright. This is a question which is mainly 
for the civil courts to answer. In the case at hand the limits of what is still permissible under 
competition law have not been overstepped.” (emphasis added) 但本文認為德國此一決定係在 2015
年指令通過前，該決定之後科技巨擘的影響更加巨大，德國更於 2021 年實施修正後德國競爭法

（GWB Digitalization Act）強化對於數位平臺之控制及保持市場開放性，因此是否會改變態度，

仍有待觀察。 
137 澳洲於2021年2月25日正式通過新聞媒體與數位平臺強制議價法案（Treasury Laws Amendment 

News Media And Digital Platforms Mandatory Bargaining Code），要求數位平臺必須遵守該法之

規範，支付新聞媒體業者合理費用外，更禁止數位平臺支配優勢地位，例如更動演算法改變新

聞內容排序之相關規定。See ACCC, https://www.accc.gov.au/system/files/Final%20legislation 
%20as%20passed%20by%20both%20houses.pdf, last visited on date: 2022/2/1. 

https://www.accc.gov.au/system/files/Final%20legislation%20%20as
https://www.accc.gov.au/system/files/Final%20legislation%20%20a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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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個困難且各國解釋與落實差異很大的議題。2019/790 指令簡短摘要應該如何詮

釋，由於尚未有案件到歐洲法院，也無法得知歐洲法院之見解。即便是巴黎上訴法

院先前之判決，法院皆未給予斬釘截鐵的答案，僅認為由於 Google 新聞標題往往伴

隨著照片與影片，從立法旨意觀之，應非簡短摘錄。但換言之，如未有伴隨照片和

影片，或是根本為著作鄰接權人授權（不論有償無償），是否仍是法院所言之「不

是新聞出版者著作鄰接權的例外」？因此，若此一前提動搖，也就是在資訊自由流

通的抗辯下138，Google 行為得以解釋成構成著作鄰接權之例外，對於 Google 刻意違

反著作權規範的指控是否仍能成立，猶有疑義。但不論如何，該當例外與否是否為

競爭委員會所能判斷的，則又是另當別論了。 

競爭法和著作權法對於增進文化社會科技的人民共同福祉有著相同目標，但達

成目標的手段不同，前者透過開放多元化促進維持市場公平自由競爭，而後者則是

透過保護創作者以鼓勵文化保存與創新。過去由於著作權之獨占性可能會形成市場

上優勢地位，因此需要利用競爭法來「解開」力量的凝聚。但當此一優勢地位是由

第三方所擁有，而擁有著作權的新聞產業的多元永續發展很有可能受到破壞，法國

競爭委員會選擇競爭法介入，使雙方利益退讓到市場利益之後139，以維持市場平衡，

並開啟了競爭法協助「落實」著作權法的可能性。但數位單一指令及法國著作權法

所賦予的新聞出版者鄰接權，從其用字與立法意旨是強制規定賦予權利人一獨占權

利，事實上重點卻是落在雙方之間的契約協商義務。因此，若數位平臺確實有進行

協商，亦有提供相關報酬計算基準必要資料，但最後協商出的數字或是配套措施結

果，使得報酬相對低廉，此時競爭法是否仍有介入空間？若答案為是，契約與商業

自由的界線應落在何處？若答案為否，則如此大費周章創設的權利，最後能落實多

少，還是成為空中樓閣，未來兩年應是關鍵。 

                                                        
138 若參考資訊社會指令（2001/29/EC）第 5 條第 3 款 c 項規定會員國「得」設立基於資訊流通目

的現時新聞報導之例外。該條文並非強制規定，但從該條文及指令前言第 35 點仍可看出希望保

護資訊流通自由及民眾知的權利之意圖。See also Ana Lazarova, “Re-use the news: between the 
EU press publisher’ right’s addressees and the informatory exceptions’ beneficiaries,” 16(3) Journal 
of Intellectual Property Law & Practice, 236-246 (2021). 

139 Vincenzo Iaia, “The remodelled intersection between copyright and antitrust law to straighten the 
bargaining power asymmetries in the digital platform economy,” 29(3)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Law 
and Information Technology, 169-203, 201 (20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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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歐盟數位服務法及數位市場法可能之影響 

可以預期的是，未來在歐洲很有可能有更多此類透過競爭法與著作權法攜手同

行的案例。特別是歐盟理解到具有優勢地位的數位平臺可能會對民主、基本權、社

會與經濟都造成巨大影響，這些平臺往往決定了未來的創新及影響消費者選擇。為

了解決此一失衡的情形，歐盟執委會 2020 年底提出 DSA 以及 DMA，針對在歐盟境

內，包括社群媒體、線上市場或其他線上平臺等數位服務提供者加以規範。前者旨

在提供更安全的網路環境，而後者則是意圖規範監管科技巨擘的實務運作。DMA 希

望確保不論大小之數位企業皆能有公平競爭的環境，因此針對「守門人」數位平臺140

「當為」與「不當為」的行為，建構清楚準則。所謂「核心網路平臺服務提供者」

是指這類數位平臺控制至少一項核心平臺服務核心平臺服務（Core platform 

services），例如搜索引擎、社交網絡服務、傳送訊息服務、操作系統和網路中介服

務等，並且在歐盟數國擁有龐大且持久的用戶基礎，創造以其平臺服務為核心的生

態系統以連結商業使用者及終端消費者。由於這些核心平臺服務之特色（例如增加

商業使用者或消費者的邊際成本近乎零、強大的網絡效應、透過多邊平臺連結眾多

商業使用者與消費者、垂直整合與資料取向優勢等），使得部分大型平臺服務業者

擁有強大的經濟力量，造成協商能力失衡，便生成了不公平競爭的商業環境，並對

歐盟造成重大影響。 

但本文所討論之 2019/790 指令第 15 條所規範的僅限於「資訊社會服務提供者」

141針對「線上」新聞內容的「重製權」與「向公眾提供權」，是否包含社群媒體上

所張貼之新聞內容仍有疑義。最早 2019/790 指令所關注的，確實是在數位平臺上如

何再次利用受著作權保護新聞內容，但隨著科技延伸及新數位環境不斷更新，焦點

慢慢轉移至廣告報酬分配及對具支配地位的媒體依賴142。Google 透過搜尋主動呈現

新聞之方式，與社群媒體透過使用者自行上傳分享內容有別。但若從廣告報酬分配

                                                        
140 Article 2, 3 of the proposal of DMA.  
141 Article 2 (5) of Directive 2019/790: “ ‘information society service’ means a service within the 

meaning of point (b) of Article 1(1) of Directive (EU) 2015/1535.” 
142 Ula Furgal, “The EU press publisher’s right: where do Member States stand?” 16(8) Journal of 

Intellectual Property Law & Practice, 887-893, 892 (20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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角度觀之，若不能將如 Facebook 之社群媒體包含在內，似乎弱化保護力道。透過 DMA

與 DSA，能在著作權角度之外，較全面規制各種數位平臺所產生的各類挑戰。 

由於基於這些守門人平臺之地位，可能形成榨取性濫用（exploitative abuse）或

阻礙性濫用（exclusionary abuse）143行為，因此在可能構成上述 DMA 草案第 5 條及

第 6 條之同時，亦有可能構成 TFEU 第 102 條。而若牽涉到本文所討論數位單一市

場著作權指令第 15 條及內國規範，例如搜尋網站針對新聞出版者調整呈現順序或不

同協商條件，是否有可能一行為數罰的情形發生144，或等到 DMA 施行後，歐洲就會

逐漸轉向以規範直接監管平臺模式，再度與協助著作權落實脫鉤，亦未必不可能。 

五、結論：兼論法國 Google 新聞議價案對我國可能之

借鏡 

由於包括法國、澳洲等國分別採取不同的方式處理數位環境下，媒體及數位平

臺兩者間所面對之爭執與平衡，我國自 2021 年起亦開始討論是否應要求 Google 及臉

書等數位平臺為新聞內容付費145。根據我國數位經濟與競爭政策白皮書，截至 2021

年 12 月統計，Google 在我國搜尋引擎市場市占率為 95.03%、Yahoo 3.81%、Bing 

1.08%。Facebook 在臺灣社群網站市場則有 67.34%的市占率，YouTube 19.84%146。

就搜尋引擎之市占率而言，跟他國相去不遠。NCC 於 2021 年底之諮詢會議，國內學

者多半主張政府應更積極面對此一議題，應跨部會協商。但如何進行，有採獨立基

金共同分配者，亦有採新聞媒體應透過集體協商向數位平臺協商分潤者147，除了獨

                                                        
143 榨取性濫用係指獨占事業為獲取超額利潤，訂定過高價格。阻礙性濫用係指獨占事業以限制和

排除同業競爭，維持和提高自身市場地位為目的，所實施之市場行為。馬泰成，「榨取性濫用

之管制：政策理念與實務困境」，公平交易季刊，第 17 卷第 1 期，39-73（2009）。 
144 See Vincenzo Iaia, supra note 139, 202.  

145 「數位時代下的媒體內容付費，跨國科技公司與在地媒體業之合作」論壇［陳昀，「澳洲通過

媒體議價法 產官學：台灣市場難讓數位巨擘妥協」，自由財經（2021/3/16），https://ec.ltn.com.tw/ 
article/breakingnews/3468844］、10 月份行政院跨部會討論與後續立委質詢［黃立偉、張國樑，

「行政院跨部會討論 是否跟進《新聞媒體議價法》修法」，公視新聞網（2021/10/4），

https://news.pts.org.tw/article/547587；林哲遠，「跟進澳洲《新聞媒體議價法》？台灣媒體可向

網路平台收費！NCC：評估各國作法！跨部會處理中」，放言（2021/11/25），https://www.fount 
media.io/article/136232］，最後瀏覽日期：2022/2/1。 

146 公平會，前揭註 12，7。 
147 NCC，前揭註 11。 

https://ec.ltn.com.tw/%20article/
https://ec.ltn.com.tw/%20article/
https://news.pts.org.tw/article/547587
https://www.fou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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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基金一說外，多半不脫澳洲直接訂定媒體議價法或歐盟著作鄰接權之模式148。目

前政府考量「建立大型數位平臺與國內產業發展共榮環境，攸關文化創意及新聞傳

播產業發展、公平競爭、租稅、智財權保護及整體數位發展環境建置等政策性議題」，

因此成立跨部會議題協調小組，持續進行研商處理149。 

NCC 主管廣電媒體，其職權並未及於數位網路環境，即使未來成立數位發展部，

其職權擴張至網際網路傳播相關業務，「數位通訊傳播服務法」草案（下稱通傳法

草案）通過後，是否得以據以用此要求數位平臺與新聞媒體針對內容使用進行議價，

就職責上不無疑問，且目前通傳法草案上並未見到相關規範150。而公平會身為競爭

事務之主管機關，若數位平臺有濫用市場支配的地位之限制競爭行為，公平會自然

會啟動調查根據具體事證進行裁處，但若尚未有具體事證顯示限制競爭行為時，是

否適合扮演主動推動新聞媒體與數位平臺議價之主事者，仍有疑慮。然我國一則並

無著作鄰接權，當然更無新聞出版者鄰接權之規定，是否要新增著作鄰接權之相關

規定，本文持保留態度。因此，對於新聞媒體議價一事，我國應如何借鏡國外經驗，

以下為本文初步想法。 

（一）能否透過著作權法阻止數位平臺刊登精選摘要？ 

如同前述，我國著作權法無鄰接權規定，對於傳統鄰接權保護對象表演人、錄

音物製作人與廣播機構之權利，我國原則上是採著作權保護151或不特別保護。因此，

                                                        
148 根據報載，2021 年 11 月 25 日立法院質詢時，NCC 主委陳耀祥回應立委提問：「跨部會會議

的部分，郭耀煌政委已成立工作小組定期開會，臺灣確實有要往這方向前進。這中間有 2 種方

式，一種是新聞議價法立法；另一種則是效仿德國的著作連接權的概念，與出版社簽約，由平

臺業者付費給媒體，都在跨部會處理中」，林哲遠，前揭註 144。亦可參考傅朝文，「數位平

臺之新聞付費制度問題研析」，立法院議題研析（2021/8/4），https://www.ly.gov.tw/Pages/Detail. 
aspx?nodeid=6590&pid=210310，建議採取著作權鄰接權模式，最後瀏覽日期：2022/2/1。 

149 公平會，前揭註 12，202。 
150  NCC，「數位通訊傳播法草案總說明」， https://www.ncc.gov.tw/chinese/files/17041/3861 

_37260_170418_1.pdf，最後瀏覽日期：2022/2/1。 
151 以錄音著作為例，由於其著重者為「工作成果」，而非傳統著作權保護「著作原創性」，因此

多數國家如德國、義大利、法國等歐盟國家或韓國、日本等，皆以著作鄰接權保護之。我國與

美國直接以著作權保護錄音著作，相較於美國對於錄音著作僅享有網路互動式傳輸專屬權及同

步網路報酬請求權，我國之錄音著作享有公開播送權、公開傳輸權、公開演出之報酬請求權等

權利，儘管不如一般強調著作原創性之音樂著作，但其保護已較國際標準為高。至於我國是否

應該新增著作鄰接權以保護新聞媒體分潤，本文採反對意見。最主要原因在於歐盟、德國或法

https://www.ly.gov.tw/Pages/Detail
https://www.ncc.gov.tw/chinese/files/17041/3861%20_37260_170418
https://www.ncc.gov.tw/chinese/files/17041/3861%20_37260_1704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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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我國討論新聞報導著作權問題時，不論是保護客體或是著作權歸屬，皆僅需要從

著作權法本身之規範討論。 

針對新聞文字報導是否為著作權保護之客體，著作權法第 9 條第 1 項第 4 款規

定，單純為傳達事實之新聞報導所作成之語文著作，不得為著作權之標的。依立法

理由可知，此處新聞報導係指僅傳達日常發生之事實而為之新聞性報導，如天災人

禍、社會重大事件或交通事故等報導，因係日常生活發生事實的報導，應廣泛為一

般人所周知，此與社會公共利益有關，不應由任何人加以獨占。且此種事實報導，

僅係單純事實或資訊之傳達，並無任何思想或感情創作之表現，故不成為著作權保

護之對象。但，「該款所謂『單純傳達事實之新聞報導』，應指最為精簡必要之資

訊或數據、不摻雜記者任何的評論或意見之事實性報導；倘若對於取自公共領域的

新聞報導之標題、素材之選擇、撰寫、架構或編排方式、解讀事件觀點等文字敘述

之表達內容，已獨立投入作者精神上的想法與努力，而得與其他單純播報日常新聞

或資訊性質之事實性報導有所區別，並足以表現出撰寫報導記者的創作個性與文筆

風格，符合最低程度創作或個性表現之要求，即屬新聞報導著作，自具有原創性及

創作性，應受著作權法所保障」152。 

至於新聞報導所使用之照片，「創作如符合「原創性」（即著作人自己之創作，

非抄襲他人者）及「創作性」（即符合一定之「創作高度」）二項要件，即屬受著

作權法所保護之著作。就照片而言，攝影者在拍攝時如針對選景、光線決取、焦距

調整、速度之掌控或快門使用等技巧上，具有其個人獨立創意，且達到一定之創作

高度，其拍攝之照片」153即屬著作權法第 5 條第 1 項第 5 款所規定之攝影著作。 

在此前提下，若是 Google 搜尋引擎透過精選摘要的方式，呈現出新聞報導中核

心內容或照片，可能涉及「重製」與「公開傳輸」之行為，除非符合著作財產權限

                                                                                                                                                  
國基於著作鄰接權保護新聞媒體的線上利用權，是有其漫長的立法背景與既有之著作鄰接權架

構，因此原本即可針對強調工作成果之客體，透過鄰接權給予較低程度的保護。我國著作權法

架構已經相當複雜，且權利繁多。若再新增新聞出版者針對線上利用之報酬請求權或直接創設

鄰接權，勢必造成著作權法混亂，需重新檢討全部架構，曠日廢時，臺灣新聞出版者也可能將

奄奄一息不復存在。因此與其東拼西湊利用現有法規，不如重新擬定媒體議價相關法案，特別

可著重在資訊公開、報酬計算及後續的協調機制，並積極推動國內媒體與平臺協商，可能對臺

灣新聞媒體與我國社會之民主多元更有幫助。 
152 智慧財產法院 109 年度民著訴字第 76 號民事判決。 
153 最高法院 106 年度台上字第 775 號民事判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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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或合理使用規定，必須取得著作權利人之授權。因此是否有可能主張著作權法第

52 條新聞報導引用例外或第 62 條第 2 項之合理使用？ 

首先，針對 Google 第 52 條「為報導、評論、教學、研究或其他正當目的之必要，

在合理範圍內，得引用已公開發表之著作」之合理使用，須先探討 Google 搜尋引擎

結果呈現之新聞內容是否能該當「其他正當目的之必要」。由於該條的目的在於希

望平衡著作權與公眾知的權利及資訊自由流通之必要，因此所謂「必要性」，根據

最高法院見解154，係指「如不引用該已公開發表之著作，即無從撰寫報導、評論、

教學、研究或其他正當目的之行為，或顯有困難而言」，而所謂「引用」，係援引

他人著作用於自己著作之中。所引用他人創作之部分與自己創作之部分，必須可加

以區辨，否則屬於「剽竊」、「抄襲」而非「引用」。除此之外，尚需符合第 65 條

第 2 項各款所定要件，有關合理使用之判斷，應以人類智識文化資產之公共利益為

核心，以利用著作之類型為判斷標的，綜合判斷著作利用之型態與內容。而於判斷

合理使用之際，應將所有著作利用之相關情狀整體納入考量，並逐一審查著作權法

第 65 條第 2 項所列 4 款基準利用之目的及性質155，包括係為商業目的或非營利教育

目的、著作之性質、所利用之質量及其在整個著作所占之比例、利用結果對著作潛

在市場與現在價值之影響，以檢視是否滿足「合理範圍」之要求。 

Google 搜尋引擎呈現相關新聞內容之結果，固然是因為網路使用者輸入關鍵字

後之必然呈現，網路使用者亦無需付費得到此項服務。但 Google 透過搜尋引擎得以

獲利之廣告收益，具備一定之經濟價值，似該當「為商業目的」而利用。此外，僅

管 Google 利用部分所占原本著作之比例並不高，但由於「精選摘要」性質，如果摘

錄的部分足以讓使用者滿足於摘要瞭解時事，影響新聞媒體網站流量，其所利用之

質量及利用結果對著作潛在市場及價值之影響即可能造成不利影響，可能難以認為

搜尋引擎之新聞內容呈現符合合理使用之要件。但仍應視具體個案情形論定，臺灣

Google 搜尋引擎對於特定新聞之呈現情形，是否在保護人類智識文化資產之公共利

益，以及新聞自由流通之間得以取得平衡，再為判斷，無法一概而論。如果新聞內

容未有投入任何努力，僅為隨意編輯抄寫重複或是拼湊所謂「農場文章」，在原創

性與創作性的判斷即可能排除保護可能性，且若 Google 搜尋引擎呈現的方式僅為摘

錄頭兩行而未有「精選」之情形，或許亦不對任何潛在市場造成影響。 
                                                        
154 最高法院 84 年度台上字第 419 號刑事判決。 
155 最高法院 101 年度台上字第 5250 號民事判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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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在我國新聞媒體若要透過著作權法阻止數位平臺刊登新聞精選摘要，確

實有可能。但由於我國目前著作權法並未有任何分潤或是付費機制更無鄰接權之規

定，是否要納入經自由磋商之合理使用報酬請求權，或是如修正中之著作權法將公

園廣場跳舞播放音樂，認為具有「公益性」而不用支付報酬即可利用之規定156，甚

至直接於我國著作權法中新增報酬請求權或相關鄰接權規範，則必須從政策層面思

考，做出價值判斷，且需避免重蹈著作權法常見的疊床架屋違章建築式修法，需要

謹慎以對。 

（二）能否透過公平交易法促成新聞議價或對抗數位平臺？ 

若根據法國競爭委員會及法院之意見，Google 之行為主要為濫用市場支配力使

新聞出版者，在無談判可能性之情形下簽下無償授權契約，並且對於不同條件之新

聞出版者給予同樣的條件，根據過往歐洲法院及法國法院的判決，認為此亦為一差

別待遇態樣，涉及限制競爭。但其中重要的前提要件是，法國係透過著作權法賦予

新聞出版者鄰接權，並以條文明定分享利潤之機制，並更近一步透過競爭法之規範，

確保協商義務的落實與公平。 

我國公平法並非禁止獨占事業，惟有其濫用市場地位時，始有加以規範與禁止

之必要。觀其立法目的，所管制之重點有二，其一為對於市場阻絕或排除競爭行為

之規範，其二則是對於獨占利益或暴利行為之禁止。而若事業利用其在特定場品或

服務市場上獨占之優勢，而為妨礙市場競爭或獲取不當利益之行為時，如不屬於法

律明定之態樣，仍得依其具體事證以「其他濫用市場地位行為」加以論處。 

在 Google 搜尋引擎與新聞出版者間就新聞內容進行利益分配與協商，是否會涉

及濫用市場地位，並非能夠如此直觀地給予肯定答案。首先無償授權契約並不見得

就是濫用市場地位，法國巴黎上訴法院事實上也再三強調，無償並非問題，重點在

                                                        
156 關於修正中著作權法，可參考著作權法部分修正草案關於第 55 條之說明，https://topic. 

tipo.gov.tw/copyright-tw/lp-876-301.html，最後瀏覽日期：2022/2/1。但本文作者十分反對這樣的

做法，應該落實的是重塑著作權集管團體、簡便授權程序及強化民眾著作權保護意識，並重新

思考著作權法刑事責任規定，而非認為基於「身心健康活動」之公益性及民情需要就直接以法

律規定以個人私有設備於公園健身播放音樂伴奏屬合理使用不須支付使用報酬。草案還特別指

出，如社區里民活動中心裝設電腦伴唱機供民眾點唱，因非屬戶外場所，不適用該項規定。吾

人難免質疑合理使用之界線難道係以是否於戶外場所而定？實在值得深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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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是否有協商可能性。因此，即使兩者間可能存在資訊不對稱或不透明，是否能讓

公平會就依此有介入管制私人契約自由之依據，仍有討論空間。更何況，如本文前

述討論，新聞議價案和傳統競爭法上處理拒絕授權之情形不同，權利持有人並非獨

占企業，而是被授權人擁有議價主導權，權利人待價而沽之狀況。如果經過分析我

國產業現況、市場面及各供應鏈間之關係，新聞出版者認為無償授權能夠擴展自身

新聞能見度與市場，或者獲得某種其他交換利益，是否能認為其濫用市場地位，還

需近一步深究。反倒是若我國新聞媒體在未如法國有著作鄰接權規範基礎之情形下

集體向搜尋引擎聯合議價，是否會構成聯合行為，以及是否適用基於經濟及產業發

展需要之豁免規定，仍可觀察我國媒體是否有意願進行協商議價之後續發展157。 

此外，在我國公平法第 20 條第 2 款規定：「有下列各款行為之一，而有限制競

爭之虞者，事業不得為之：……二、無正當理由，對他事業給予差別待遇之行為。」

同法施行細則第 26 條規定：「（第 1 項）本法第 20 條第 2 款所稱正當理由，應審

酌下列情形認定之：一、市場供需情況。二、成本差異。三、交易數額。四、信用

風險。五、其他合理之事由。（第 2 項）差別待遇是否有限制競爭之虞，應綜合當

事人之意圖、目的、市場地位、所屬市場結構、商品或服務特性及實施情況對市場

競爭之影響等加以判斷。」所謂「差別待遇」係指事業就同一商品或服務，以不同

之價格或價格以外之條件與同一競爭階層不同之事業交易。惟公平法第 20 條第 2 款

規定並非一律禁止差別待遇，而係禁止事業從事「無正當理由」且「有限制競爭之

虞」之差別待遇行為。因此，Google 若是在與新聞出版者協商條件時，無正當理由

給予完全不同條件背景之媒體相同待遇或不同待遇，是否違反公平法時，應依公平

法施行細則第 26 條規定，綜合審酌相關因素後，判斷有無正當理由及是否有限制競

爭之虞。因此重點仍須回歸未來 Google 如果要和新聞媒體進行協商，討論條件時是

否能合理公平且未有限制競爭之情事。而非一律認為只要沒給出媒體滿意之分潤，

或是給予不同之分潤模式與金額，就是濫用市場地位或是差別待遇。 

在我國若是要以公平法處理此一議題，有兩個先決問題必須討論。首先是市場

界定之議題。在數位經濟下，搜尋引擎提供「免費」的服務或產品，我國慣用之傳

統市場界定方法可能需要調整。其次，我國目前尚未見到較大規模針對新聞產業現

                                                        
157 陳俐穎，「社群平台與媒體議價是否入法 公平會：政院跨部會討論中」，ETtoday 財經雲

（2021/10/4），https://finance.ettoday.net/news/2093594，最後瀏覽日期：2022/2/1。 

https://finance.ettoday.net/news/209359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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況之研究，對於新聞媒體近年來收益減少之成因，可能需要進一步分析是否真與平

臺興起有直接因果關係。 

此外，在公平會舉辦探討我國國情及市場環境之因應對策座談會，與會人士指

出可能之爭議，包括分潤不公、分潤機制及數位平臺演算法不透明、搜尋結果排序

扭曲、無法與跨國數位平臺溝通、新聞媒體式微影響民主發展等158，在臺灣尚未有

媒體市場現況及如何受到數位平臺影響之調查，且未有確定政策決定與分潤制度設

計，似乎有些「不患寡而患不均，不患貧而患不安」。 

根據報載，公平會於 2021 年底於立法院進行報告時，多位立委詢問關於媒體議

價案公平會之態度，並表示我國目前「動作太慢」，要求公平會檢視政策，才能站

在公平交易角度協助內容產製業者獲得應該取得的分潤159。本文對此說法非常不以

為然。誠然公平會對於涉有違反公平法規定，危害公共利益之情事，得主動依職權

進行調查，但一逕認為應「協助業者獲得應該取得的分潤」，未免對公平會的職責

有所誤解。且是否隱含公司只要一旦具有獨占地位，就應付出商業利潤與大家共享

且不具商業談判自由，更何況所謂的內容產製業者是否自身已經努力與數位平臺溝

通都還未知，此時直接要求公平會「修法利用強制力使數位平臺上談判桌」，保護

未跟上數位轉型的傳統產業，是否反而形成一種霸凌，值得深思。但無論如何，都

必須謹記，在討論法國如何以「強制力使數位平臺上談判桌」的前提，是以法國新

聞出版者鄰接權的協商義務與分潤機制為基礎，法國競爭委員會所指摘的，亦為

Google 於協商過程中濫用支配地位。而我國目前並未有任何協商義務之規範，就算

要修法比照澳洲模式直接立法由政府平衡雙方談判力量的差異，亦需另立專法因

應，並責成主管機關進行，或是於著作權法中新增權利項目，皆需要時間進行產業

調查與法案評估，而不能僅原封不動將外國法植入臺灣，否則只會造成後續落實的

格格不入與隔靴搔癢。我國更根本性的問題，在於目前對於該採取何種策略，是「著

作權模式」、「議價模式」還是「網路治理模式」尚未有清楚的政策目標160，各部

會對於主管此事似乎興致缺缺。因此必須進行跨部門會議推動並儘速進行評估，始

能找出適合我國傳播媒體環境之最適解方。 

                                                        
158 公平會，前揭註 12，109。 
159 陳俐穎，前揭註 155。 
160 公平會，前揭註 12，106-1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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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國著作權鴻儒 Augustin-Charles Renouard 於 1838 年之著作權教科書中曾言：

「在這（著作權）領域中，一個法條只有滿足兩種要件才能稱之為好的法條：不能

犧牲作者之權利於公眾，亦不能退讓公眾之權利於作者」161。儘管這句話是在說明

著作權保護的例外，但置於本文所討論的情況亦無不可。數位單一市場著作權指令

第 15 條及轉換之法國著作權法希望保護新聞出版者權利與公眾利益，但另一方面，

著作權法是否為最適合要求新聞出版者與數位平臺協商利益之處，進而還需要競爭

法一臂之力才能勉強落實，仍有討論空間。數位平臺與新聞出版者的關係如此劍拔

弩張數位平臺動輒得咎，是否真的對整體新聞媒體環境、使用者、社會公義及不知

所措或事不關己的社會大眾有益，還是這就是數位時代下必然之結果？誰退讓，誰

犧牲？競爭法最終希望保護的消費者福祉，透過著作權法和競爭法的聯手出擊，是

其利斷金還是事與願違？「這是最好的時代，也是最壞的時代；這是智慧的時代，

也是愚蠢的時代；這是信仰的時期，也是懷疑的時期；這是光明的季節，也是黑暗

的季節；這是希望之春，也是失望之冬；人們面前有著各樣事物，人們面前也一無

所有；人們正在直登天堂，人們也在直下地獄」，狄更斯如是說162，吾人只好靜觀

其變。 

  

                                                        
161 Augustin-Charles Renouard, Traité des droits d’auteur, dans la littérature, les sciences et les 

beaux-arts, 1st ed., J. Renouard (1838). 
162 Charles Dickens, A Tale of Two Cities, 1st ed., Chapman and Hall (18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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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New Intersection between Copyright and Antitrust Law: Lessons Learned from 

the EU and French Press Publishers’ Right 

Hsu, Hsiao-Fen∗ 

Abstract 

The EU introduced a copyright-related right as a means to encourage cooperation 
between press publishers and online services in its Digital Signal Market Directive in 2019. 
Publishers of press publications are provided with a right that includes making available 
online uses of their press publications by information society service providers. Authors of 
works and other subject-matter included in a press publication are entitled to an 
appropriate share of the revenues that press publishers receive from the platform. France 
was the first EU Member State to implement the new press publishers’ right in an Act that 
took effect on 24 July 2019. The new law stipulates that the authorization of the press 
publisher or the news agency is required before any reproduction or communication to the 
public of its press publications is made in digital form by an online public communication 
service. It also provides that the remuneration due for the reproduction and communication 
to the public of press publications in digital form should be based on the revenues derived 
from the exploitation, whether direct or indirect. With the introduction of this new law, 
Google decided to no longer display any excerpts of articles or any other content affected 
by this law, and did not pay any remuneration to press publishers based on the new 
neighboring rights. The French Competition Authority then sanctioned Google for 
non-compliance with injunctions imposed in its 2020 and 2021 decisions, thereby 
requiring Google to engage in negotiations in good faith with publishers and news 
agencies for the use of snippets of online news content. The purpose of this article is to 
analysis the interplay between copyright and antitrust law in the current digital platform 
environment. By providing an assessment of whether the antitrust law instrument is 
suitable for safeguarding the press publishers’ right, this article explores the possible 
approaches that Taiwan could take to respond to the challenge of the emergence of 
multi-sided platform busines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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