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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實陳述的「著作權警示」 

—最新形態之欺罔和顯失公平的商業行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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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文摘要

美國著作權人為了保護著作權，通常會在著作上刊登「任何未經著作權人授權

之重製、散布或傳送著作全部或部分內容的行為，皆構成著作權侵害」的制式「著作

權警示」，警告消費者不得侵害著作權。這些長久以來一直被美國民眾認為是著作

權人在主張著作權的「著作權警示」，事實上可能構成對消費者過度誇大美國著作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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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所賦予的專屬權利、蓄意隱瞞消費者享有合理使用合法取得之著作的權利，並且

以民、刑事責任恫嚇消費者不得侵害著作權的不實陳述。這些行之有年的「著作權警

示」讓美國民眾以為任何未經著作權人授權的著作使用都是違法，所以即使在美國著

作權法允許之「合理使用」的情況下，也因為「著作權警示」的誤導而影響到消費者

使用合法取得之著作的權益，因此衍生出不實陳述的「著作權警示」是否構成足以影

響交易秩序之欺罔或顯失公平的商業行為而違反美國聯邦交易委員會法第五條禁止不

公平競爭之概括性條款的爭議。本文從「原創性」、「事實不受著作權保護」、「合

理使用」、「構思/表達二分原則」以及「散布權耗盡原則」等方面，分析幾則頗具
爭議之「著作權警示」是否構成虛偽不實或引人錯誤的陳述，並且探討美國聯邦交易

委員會法第五條禁止不公平競爭的概括性條款可否規範著作權人利用不實陳述之「著

作權警示」誤導消費者的不正當行使（濫用）著作權行為。筆者最後結論，不實陳述

之「著作權警示」可能有違反美國聯邦交易委員會法第五條禁止不公平競爭之概括性

條款的疑慮。雖然我國著作上常見刊登之「版權所有，翻印必究」的制式「著作權警

示」大多只是用於宣示「著作權」，但是這樣的「著作權警示」無法提供消費者有關

著作權之歸屬、內容以及權利範圍的正確資訊，所以也可能誤導消費者而致使消費者

合理使用合法取得之著作的權益受損，進而影響交易秩序，筆者因此建議公平交易委

員會也必須正視不實陳述或引人錯誤之制式「著作權警示」對不公平交易可能造成的

負面影響。

關鍵詞： 著作權人、受著作權保護之著作、著作權警示、著作權侵害、重製權、足以
影響交易秩序之欺罔或顯失公平的商業行為、美國聯邦交易委員會法第五條

禁止不公平競爭之概括性條款、原創性、事實不受著作權保護、合理使用、

構思／表達二分原則、散布權耗盡原則、虛偽不實或引人錯誤的陳述、不正

當行使（濫用）著作權。

壹、前言

由於現行美國著作權法已不再規定註冊登記與附上著作權標示©為著作取得著作
權保護的要件1，為了避免著作使用人誤以為沒有著作權標示©的著作是不受著作權
保護而可以任意使用，著作權人通常會在著作上刊登「著作權警示」以主張「著作

1 17 U.S.C. § 401 (20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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權」。著作權人以「著作權警示」向民眾主張「著作權」固然可謂為正當行使著作權

之行為，但是如果著作權人在「著作權警示」中不實陳述著作權保護範圍，因而影響

到消費者使用合法取得之著作的權益，則不實陳述的「著作權警示」就可能涉及美國

聯邦交易委員會法第五條為保護消費者權益而禁止著作權人不正當行使（濫用）著作

權的不公平競爭行為2。

今年八月美國電腦及通訊工業協會向美國聯邦貿易委員會提出申訴，主張美國

足球聯盟、美國職棒大聯盟、環球製片公司等著作權人透過著作上刊登的制式「著作

權警示」，對消費者不實陳述著作權保護範圍與美國著作權法的規定，並且以民、刑

事責任恫嚇消費者不得侵害著作權，致使消費者以為任何未經著作權人授權的著作使

用都是違法，所以即使在美國著作權法允許之「合理使用」的情況下，消費者也因為

「著作權警示」的誤導，而影響到消費者使用合法取得之著作的權益3。美國電腦及

通訊工業協會認為這種罔顧消費者權益的「著作權警示」，違反了美國聯邦貿易委員

會法第五條禁止不公平競爭的概括性條款4。由於我國著作上大多刊登「版權所有，

翻印必究」的「著作權警示」，這樣的「著作權警示」是否只是宣示「著作權」，還

是不實陳述著作權保護範圍而可能衍生與美國類似的不公平競爭爭議仍有待商榷，因

此筆者於本文將僅探討美國著作上刊登之制式「著作權警示」是否構成虛偽不實或引

人錯誤的陳述，以審酌美國聯邦貿易委員會法第五條禁止不公平競爭的概括性條款對

不實陳述而影響消費者權益之「著作權警示」的適用性。筆者會將我國著作上常見刊

登之「版權所有，翻印必究」的「著作權警示」是否構成虛偽不實或引人錯誤的陳述

而受到我國公平交易法第二十一條或第二十四條規範的相關問題，作為後續深入研究

的主題。

貳、美國著作權法與美國聯邦交易委員會法第五條
禁止不公平競爭之概括性條款的關係

美國著作權人透過制式的「著作權警示」對消費者不實陳述著作權保護範圍而致

2 15 U.S.C. §45 (a).
3 Request for Investigation and Complaint for Injunctive and Other Relief, In re Misrepresentation 

of Consumer Fair Use and Related Rights (Fed. Trade Comm’n Aug. 1, 2007) [hereinafter CCIA 
Complaint] available at http://www.groklaw.net/articlebasic.php?story=20070831145639691 
(last visited November 20, 2007).

4 CCIA Complaint, supra note 3, paras 52-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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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消費者權益受損所衍生之不公平競爭的爭議，主要在於著作權人以不正當行使（濫

用）著作權的方式限制著作使用人使用合法取得的著作。要解決「著作權警示」所衍

生的不公平競爭，就必須先釐清美國著作權法與美國聯邦交易委員會法第五條禁止不

公平競爭之概括性條款的關係。

美國憲法第一條第八項第八款的「著作權與專利權條款」授權美國國會制定著作

權法，賦予著作人在有限期間內享有對其著作的專屬權利，以促進知識與實用性技術

的發展5。依據此憲法授權，美國國會於1976年修正的著作權法第106條賦予著作權人
享有重製著作物、製作衍生著作、散布著作物、公開展示著作和公開表演著作等多項

專屬權利6。

然而美國著作權人有時並非僅是正當行使美國著作權法所賦予的專屬權利，而是

利用那些專屬權利去逐步擴張那些權利的範圍，或是取得美國著作權法並未賦予的其

他權利7，例如著作權人在電腦軟體授權契約中約定被授權人不得自行研發或協助研

發任何類似的電腦軟體，以利用軟體的著作權取得類似專利的壟斷權8。美國著作權

人利用著作權不當限制創作或是阻礙知識與實用性技術之發展的行為，被法院視為是

不正當行使（濫用）著作權的行為9。由於美國著作權法只禁止著作利用人的著作權

侵害行為，並未禁止美國著作權人本身濫用著作權的行為，因此當濫用著作權而擴張

那些專屬權利範圍的著作權人指控著作利用人著作權侵害時，美國法院最初是以衡平

法的「不潔之手原則」駁回著作權人請求的著作權侵害救濟10。但是近期美國聯邦上

訴法院紛紛沿用專利法的「專利權濫用原則」11，承認著作利用人的「著作權濫用」

抗辯，並且將著作權人濫用著作權那段期間的專屬權利裁決無效12。

但是著作利用人的「著作權濫用」抗辯也只是阻卻著作權侵害，而且美國法院對

5 U.S. Const. art. I § 8 cl. 8.  
6 17 U.S.C. § 106 (2006).
7 Victoria Smith Ekstrand, Protecting the Public Policy Rationale of Copyright: Reconsidering 

Copyright Misuse, 11 Comm. L. & Pol’y 565, 585-87 (2006).
8 Lasercomb Am., Inc. v. Reynolds, 911 F 2d 970, 978 (4th Cir. 1990).
9 DSC Communications Corp. v. DGI Technologies, Inc. 81 F 3d 597, 601 (5th Cir. 1996); 

Practice Mgmt. Info. Corp. v. AMA, 121 F 3d 516, 520 (9th Cir. 1997).
10 Morton Salt Co. v. G. S. Suppiger Co., 314 U.S. 488, 494 (1942). 
11 Ben Sheffner, Berkeley Technology Law Journal Annual Review of Law and Technology: 1. 

Intellectual Property; A. Copyright: 2. Defenses: a) Copyright Misuse: Alcatel USA, Inc. v. DGI 
Technologies, Inc., 15 Berkeley Tech. L.J. 25, 32-33 (2000).

12 DSC Communications Corp. v. DGI Technologies, Inc. 81 F 3d 597, 601 (5th Cir. 1996); 
Practice Mgmt. Info. Corp. v. AMA, 121 F 3d 516, 520 (9th Cir. 199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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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濫用著作權之著作權人的制裁，也只限於將著作權人濫用著作權那段期間的著作權

裁決無效，而不是將著作權人的著作權完全裁決無效，著作權人仍可在濫用著作權的

期間結束之後，再度對著作使用人提出著作權侵害訴訟13，所以「著作權濫用」抗辯

對於制裁著作權人的濫用著作權行為，效果十分有限14。尤其當美國著作權人罔顧著

作權法賦予著作權人專屬權利的最終目的是為了「促進知識與實用性技術的發展」，

以不當人為因素而非提升著作品質的濫用著作權行為，排除或限制其他競爭者進入市

場、影響原本公平競爭的自由市場運作，進而對交易秩序造成負面衝擊時，著作權人

這樣不正當行使著作權所產生的反競爭效果，就不是美國法院在著作權侵害訴訟中承

認著作利用人的「著作權濫用」抗辯，並且將著作權人濫用著作權那段期間的專屬權

利裁決無效所能解決。在此情況下，美國聯邦交易委員會通常會希望藉由規範交易秩

序的反托拉斯法來解決。不過著作權人的濫用著作權行為若僅是對消費者不實陳述美

國著作權法所賦予之專屬權利而尚不足以構成休曼法或克萊登法禁止的獨占、結合或

聯合行為，就沒有休曼法或克萊登法的適用15。這時，反托拉斯法中禁止任何人或事

業為足以影響交易秩序之欺罔或顯失公平行為的美國聯邦交易委員會法第五條禁止不

公平競爭的概括性條款，就成為制裁不正當行使（濫用）著作權之著作權人的另一項

利器16。

參、不實陳述的「著作權警示」

以往為了取得著作權保護，美國著作權人會將著作註冊登記，並且附上「著作權

標示©17」。但是自從美國於1988年修正著作權後，著作權標示©和註冊登記就不再
是著作取得著作權保護的必要條件18，只要是著作具有「原創性」，著作人於著作完

成時即享有著作權保護19。為了避免著作使用人誤以為沒有著作權標示©的著作是不

13 Lasercomb Am., Inc. v. Reynolds, 911 F 2d 970, at 979 (4th Cir. 1990); 參閱謝銘洋、張懿云
著，著作權法與公平交易法關係之研究，公平交易委員會「第十屆競爭政策與公平交易
法學術研討會」論文集，頁330-331（2003年5月）。

14 Kathryn Judge, Note: Rethinking Copyright Misuse, 57 Stan.L. Rev. 901, 931 (2004).
15 Ilan Charnelle, The Justification and Scope of the Copyright Misuse Doctrine and Its 

Independence of the Antitrust Laws, 9 UCLA Ent. L. Rev. 167, 191-197 (2002). 
16 15 U.S.C. § 45 (a).
17 Copyright Act of 1909, 35 Stat. 1075.
18 17 U.S.C. § 401 (2006).
19 17 U.S.C. § 102(a) (20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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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著作權保護而可以任意使用，美國著作權人通常會在著作上刊登「著作權警示」以

主張「著作權」。

所以每當美國民眾讀一本書、在電影院看一部電影、在家裏看租來的光碟影片，

或是看電視轉播的球賽時，都會看到內容大同小異的「著作權警示」。舉例而言，電

視轉播美國足球聯盟球賽時頻頻出現的「著作權警示」內容為：「本電視轉播球賽節

目的著作權為美國足球聯盟所有。除了提供電視觀眾私人觀看本節目以外，未經美國

足球聯盟的授權而使用本節目或本節目的任何照片、敘述或描述，一律禁止20。」電

視轉播美國職棒大聯盟精彩球賽時出現的「著作權警示」內容為：「本電視轉播球賽

節目不得以任何形式重製或再度播送，任何未經美國職棒大聯盟明示書面同意而敘述

或描述本節目的行為，一律禁止21。」美國國家廣播電視台與旗下環球製片公司製作

之電影和電視的「著作權警示」內容為：「本節目所有內容享有美國著作權法以及全

世界各國之著作權法的保護。本節目的全部著作權為美國國家廣播電視台所有。

任何未經美國國家廣播電視台授權而展示、散布或重製本節目全部或部分內容

（包括配樂）的行為，構成著作權侵害，侵害著作權者必須負擔嚴苛的民事與刑事責

任22。」哥倫比亞電影公司製作之電影的「著作權警示」內容為：「本DVD影片之內
容僅供家庭及私人觀賞。任何未經授權之重製、剪輯、修改製作、出租、出借、交

換、公開展示或公開播放本DVD節目全部或部分內容之行為皆嚴格禁止。違反者將
負起民事責任，情節重大者將追訴刑事責任23。」

20 電視轉播美國足球聯盟球賽時出現的「著作權警示」原文內容如下：
 “This telecast is copyrighted by the NFL for the private use of our audience. Any other use of 

this telecast or any pictures, descriptions, or accounts of the game without the NFL›s consent is 
prohibited.”

21 電視轉播美國職棒大聯盟精彩球賽時出現的「著作權警示」原文內容如下：
 “The telecast may not be reproduced or retransmitted in any form, and the accounts and 

descriptions of this game may not be disseminated without express written consent.”
22 美國國家廣播電視台與旗下環球製片公司製作之電影和電視的「著作權警示」原文內容
如下：

 “All material is protected by copyright laws of the United States and all countries throughout 
the world. All rights reserved. Any unauthorized exhibition, distribution, or copying of this film 
or any part thereof (including soundtrack) is an infringement of the relevant copyright and will 
subject the infringer to severe civil and criminal penalties.”

23 哥倫比亞電影公司製作之電影的「著作權警示」原文內容如下：
 “This DVD film has been licensed for private home use only. All other rights are reserved. Any 

unauthorized copying, editing, exhibition, renting, exchanging, lending, public performance, 
diffusion, and/or broadcast of the DVD, or any part thereof, is strictly prohibited and any such 
action establishes liability for a civil action and may give rise to criminal prosecution.”



「著作權警示」對不公平交易的影響 227

這幾則頗具爭議的「著作權警示」，在在警告美國民眾只要他們使用著作的方式

是屬於著作權人的任何一項專屬權利，例如錄製電影、電視中的任何內容（重製權）

或傳送電影、電視中的任何內容（散布權），著作使用人就必須徵求著作權人的同意

或授權，否則便構成著作權侵害。由於這些「著作權警示」在日常生活中經常出現，

美國民眾對於這些「著作權警示」的內容並不陌生，不過即使如此，並不是所有的美

國民眾都了解「著作權警示」的內容和著作權人在「著作權警示」中所主張及行使的

專屬權利。

雖然美國著作權人表示他們僅是為了防範著作權侵害，而以「著作權警示」提

醒消費者尊重著作權，並且那些「著作權警示」均已行之有年，也符合美國著作權

法的規定24，然而這些以強烈措詞恫嚇消費者「任何未經著作權人授權之重製、散布

或傳送著作全部或部分內容的行為，皆構成著作權侵害」的「著作權警示」，事實上

卻可能構成著作權人過度誇大美國著作權法所賦予之專屬權利、蓄意隱瞞消費者享有

合理使用合法取得之著作的權利，並且以民、刑事責任恫嚇消費者的不實陳述，因為

美國著作權法與諸多美國最高法院案例皆規定許多無須經過著作權人授權的著作使用
25，例如使用著作中因缺乏原創性而不受著作權保護的內容26、合理使用27、對著作中

之「事實」或「構思」的任意使用28，以及允許消費者得以行使物權（例如轉售、出

租、出借、交換、贈與或甚至丟棄）的方式任意散布其持有之合法著作重製物（除錄

音物和電腦軟體外）29等，均不構成著作權侵害。

一、對消費者主張及行使著作權人尚未真正確認的著作權

美國著作權法第102條(a)項規定：「附著於任何有形媒介，並可藉此媒介被外界
感知、重製或傳達具有原創性之任何『表達』的著作，皆得享有著作權保護30。」也

就是說，任何著作要取得著作權保護，必須是由著作人所原創，因此只要是著作具有

「原創性」，著作人於著作完成時即享有著作權保護。就美國著作權法而言，這個

24 John Eggerton, NBC U: Copyright Warning Complaint is Frivolous, Broadcasting & Cable, 
Aug. 1, 2007, http://www.broadcastingcable.com/article/CA6464843.html (last visited 
November 20, 2007). 

25 See 17 U.S.C.A. § 107-121 (2006).
26 17 U.S.C. § 102(a).
27 17 U.S.C. § 107.
28 17 U.S.C. § 102(b).
29 17 U.S.C. § 109(a).
30 17 U.S.C. § 102(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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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創性」要件是指該著作為著作人所獨立創作，而非抄襲其他著作，並且該著作必

須具有最低程度的創意。

由於美國現行著作權法已不再規定著作註冊登記與附上著作權標示©為取得著作
權保護的要件，著作已不再需要經過任何形式審查即可享有著作權保護，所以著作人

之著作是否真正具有「原創性」而得享有著作權保護，著作人自己並無法確定，通常

是必須等到著作人控告他人著作權侵害，或是他人控告著作人著作權侵害時，才有可

能經由法院依據美國著作權法的規定，來認定著作權的歸屬、內容以及權利範圍。但

是即便著作人在控告他人著作權侵害的訴訟中勝訴，或是在他人控告著作人著作權侵

害的訴訟中勝訴，這只代表法院認定著作人的著作權在訴訟雙方間存在，而並不代表

著作人的著作權就其他人而言是真正確實存在。然而幾乎所有美國著作權人都在著作

中以「著作權警示」對消費者主張及行使著作權。美國國家廣播電視台與旗下環球製

片公司製作之電影和電視節目的「著作權警示」就是一個這樣的例子。

美國國家廣播電視台與旗下環球製片公司製作之電影和電視節目的「著作權警

示」部分內容為：「本節目所有內容享有美國著作權法以及全世界各國之著作權法的

保護。本節目的全部著作權為美國國家廣播電視台所有。」當美國國家廣播電視台製

作之電影和電視節目等視聽著作的著作權歸屬、內容以及權利範圍會因為著作的性質

（例如原創動畫電影或是新聞報導節目）而取得不同的著作權（例如動畫電影的著作

權或是新聞報導的編輯著作權），卻在這些著作權歸屬、內容以及權利範圍皆尚未經

過任何形式審查或法院確認之前，美國國家廣播電視台就貿然以「著作權警示」對消

費者主張及行使著作權，包括主張享有美國著作權法以及全世界各國之著作權法的保

護，美國國家廣播電視台的「著作權警示」可能構成對消費者主張及行使美國國家廣

播電視台尚未真正確認之著作權的不實陳述。

二、對消費者過度誇大美國著作權法所賦予著作權人的專屬權

利

雖然著作要取得著作權所需要的「原創性」相當低，所以絕大多數的著作因為

具有些許創意，很容易就可以取得著作權。但是即便著作只需少許創意就可取得著作

權，還是有些著作因為無法通過這個門檻，而無法享有著作權保護，例如電話公司若

只因業務之便就可取得所有電話用戶的姓名、住址以及電話號碼等事實資料，並將這

些事實資料按照用戶姓氏字母順序編輯在黃白頁電話簿的白頁部分，就被美國最高法

院認定為缺乏「原創性」，而無法使電話公司編輯的電話簿白頁部分享有編輯著作的

著作權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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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國最高法院在Feist Publications, Inc. v. Rural Telephone Service Co., Inc.一案明白
表示「事實」因缺乏「原創性」而不受著作權保護，並且在公布後即為大眾可任意使

用的公共資源32，因此即使未經授權而自他人著作取用大量的事實資料，也不會構成

著作權侵害。然而許多幾乎完全由「事實」資料構成著作內容的著作，卻在「著作權

警示」中禁止消費者使用該著作的任何內容，包括不受著作權保護而大眾可任意使用

的「事實」資料。電視轉播美國足球聯盟球賽節目時出現的「著作權警示」就是一個

這樣的例子。

電視轉播美國足球聯盟球賽節目的「著作權警示」內容為：「本電視轉播球賽節

目的著作權為美國足球聯盟所有。除了提供電視觀眾私人觀看本節目以外，未經美國

足球聯盟的授權而使用本節目或本節目的任何照片、敘述或描述，一律禁止。」看到

這則「著作權警示」的美國民眾會以為美國足球聯盟所取得電視轉播球賽節目的著作

權，可以禁止民眾使用、敘述或是描述美國足球聯盟電視轉播球賽節目的任何內容，

這正是美國足球聯盟想透過「著作權警示」傳達給消費者的錯誤著作權觀念，並藉由

「著作權警示」主張著作權而佔有電視轉播球賽節目中不受著作權保護的球賽內容

（「事實」）。

任何一場美國足球聯盟球賽均為兩球隊間精采的攻防戰，比賽過程可能因為球

員在球場上廝殺時的身體狀況、情緒、教練的指示、天候、場地狀況、裁判的判決或

任何突發狀況而瞬息萬變，球場上發生的所有事情都是球賽的「事實」，而這些「事

實」皆非美國足球聯盟所原創，美國足球聯盟僅是安排導播、攝影師、主播和球評共

同轉播和記錄一場球賽。美國足球聯盟雖然享有電視轉播球賽節目的著作權33，但是

美國足球聯盟所取得的著作權僅及於主播和球評生動地敘述或評論球賽並配合導播和

攝影師的取鏡所呈現整體具有「原創性」的電視轉播球賽節目34，而不及於幾乎完全

由參與球賽的球隊、球員、現場觀眾、比賽實況以及賽局得分等「事實」資料所組成

的球賽內容35。

當美國足球聯盟只對電視轉播球賽節目的取鏡、評論和編輯部分享有非常有限的

著作權，卻在「著作權警示」中禁止美國民眾在未經美國足球聯盟授權下不得使用、

31 Feist Publications, Inc. v. Rural Telephone Service Co., Inc., 499 U.S. 340, at 364 (1991).
32 Id. at 348. 
33 National Basketball Assoc. v. Motorola, Inc., 105 F 3d 841, 847 (2nd Cir. 1997).
34 H.R. No. 94-1476 at 52, reprinted in 1976 U.S.C.C.A.N. at 5665.
35 National Basketball Assoc. v. Motorola, Inc., 105 F 3d 841, 847 (2nd Cir. 1997); See also 

Andrea Freeman, Notes: Morris Communications v. PGA Tour: Battle Over the Rights to Real-
Time Sports Scores, 20 Berkeley Tech. L.J. 3 (20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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敘述或是描述美國足球聯盟電視轉播球賽節目的任何內容，包括不受著作權保護而大

眾可任意使用的「事實」資料，美國足球聯盟的「著作權警示」可能構成對消費者過

度誇大美國著作權法所賦予之有限專屬權利的不實陳述。 

三、蓄意隱瞞消費者享有合理使用合法取得之著作的權利

美國著作權法第107條規定：「儘管本法第106條與106A條賦予著作權人享有重
製、改作、散布、公開展示、公開表演其著作36，以及禁止他人不當改變其著作內容
37等多項權利，但為批評、評論、新聞報導、教學、學術或研究等目的而重製受著作

權保護之著作物或是錄音物的合理使用，不構成著作權侵害38。」因此並非受著作權

保護之著作的任何使用都必須徵求著作權人同意，也並非任何未經著作權人授權的使

用都構成著作權侵害，著作使用人可以不侵害他人著作權的方式，重製合法取得之著

作物的部份內容，例如為了課堂教學使用或學術研究而影印受著作權保護之著作的部

份內容39。

甚至在某些情況下，著作使用人即使重製受著作權保護之著作的全部內容，美國

法院審酌美國著作權法第107條列舉的四個判斷事項，包括使用受著作權保護之著作
的目的與性質（是營利目的使用還是非營利目的的教育使用）；受著作權保護之著作

的性質；使用受著作權保護之著作的量與質，及其在整個著作所占的比例；使用受著

作權保護之著作對於這個著作的潛在市場或商業價值的影響等因素後，仍可能認定著

作使用人的「重製」行為，為不構成著作權侵害的「合理使用」，，例如美國最高法

院就將美國民眾使用錄放影機錄製播放當時不能收看的公共電視節目以供日後觀看的

「錄製」行為，認定為不構成著作權侵害的「合理使用」40。

美國最高法院在Sony Corporation of America v. Universal City Studios, Inc.一案明
白表示任何人在「合理使用」的範圍內重製受著作權保護的著作，不構成著作權侵

害，因此即使消費者使用Betamax錄放影機從頭至尾錄製播放當時不能收看的公共電
視節目以供日後觀看，消費者的錄製行為也屬於不會構成著作權侵害的「合理使用」
41。然而幾乎所有的著作在「著作權警示」中都禁止消費者使用該著作的部分或全部

36 17 U.S.C. § 106.
37 17 U.S.C. § 106A. 
38 7 U.S.C. § 107.
39 17 U.S.C.A. § 108.
40 Sony Corporation of America v. Universal City Studios, Inc., 464 U.S. 417, at 455 (1984).
41 I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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內容，並且蓄意隱瞞消費者享有合理使用合法取得之著作的權利。電視轉播美國職棒

大聯盟球賽節目時出現的「著作權警示」就是一個這樣的例子。

電視轉播美國職棒大聯盟球賽節目的「著作權警示」內容為：「本電視轉播球

賽節目不得以任何形式重製或再度播送，任何未經美國職棒大聯盟明示書面同意而敘

述或描述本節目的行為，一律禁止。」筆者認為美國職棒大聯盟的「著作權警示」因

為三點理由而有重大不實陳述美國著作權法之規定的疑慮。第一，美國職棒大聯盟在

「著作權警示」中「禁止任何人以任何形式重製電視轉播的美國職棒大聯盟球賽節

目」，當然也包括了禁止消費者使用錄放影機錄製播放當時不能收看的電視轉播美國

職棒大聯盟球賽節目以供日後觀看，但是美國最高法院在Sony Corporation of America 
v. Universal City Studios, Inc.一案裁決消費者使用錄放影機錄製播放當時不能收看的公
共電視節目以供日後觀看的錄製行為，屬於不構成著作權侵害的「合理使用」42，因

此美國職棒大聯盟的「著作權警示」禁止任何人以任何形式重製電視轉播的美國職棒

大聯盟球賽節目，顯然與美國最高法院在Sony案的裁決相抵觸，而可能構成對美國著
作權法之規定的重大不實陳述。

第二，美國職棒大聯盟在「著作權警示」中「禁止任何人未經美國職棒大聯盟

明示書面同意而敘述或描述電視轉播的美國職棒大聯盟球賽節目」，當然也包括了禁

止美國民眾與家人、朋友或同事敘述美國職棒大聯盟球賽的精彩內容、禁止網友在網

路上熱烈討論洋基隊投手張伯倫在季後賽出戰印地安人隊時遭遇的「蟲蟲危機」、禁

止脫口秀的節目主持人對某一場美國職棒大聯盟球賽的評論，或甚至於禁止任何新聞

媒體對美國職棒大聯盟球賽的報導等，但是美國著作權法第107條明文規定任何人基
於評論、新聞報導或言論自由等目的而在「合理使用」的範圍內重製或使用受著作權

保護的著作，不構成著作權侵害43，因此美國職棒大聯盟的「著作權警示」蓄意隱瞞

消費者享有合理使用合法取得之著作的權利，顯然與美國著作權法第107條明文允許
「合理使用」的規定不符，可能構成對消費者重大不實陳述美國著作權法的規定。 

第三，當美國職棒大聯盟也和美國足球聯盟一樣，只對電視轉播球賽節目的取

鏡、評論和編輯部分享有非常有限的著作權，卻在「著作權警示」中禁止美國民眾在

未經授權下以任何形式重製、敘述或描述美國職棒大聯盟電視轉播球賽節目的任何內

容，包括消費者基於言論自由、評論或新聞報導等目的而在「合理使用」的範圍內重

製美國職棒大聯盟電視轉播球賽節目的任何內容，因此美國職棒大聯盟的「著作權警

示」也和美國足球聯盟的「著作權警示」一樣，可能構成對消費者過度誇大美國著作

42 Id.
43 17 U.S.C.A. § 1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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權法所賦予之有限專屬權利的不實陳述。

四、對消費者重大錯誤陳述美國著作權法的規定

美國著作權法第102條(b)項規定：「在任何情況下，具有原創性之著作的著作權
保護，僅及於該著作的『表達』，而不及於其所表達的構思（概念）、程序、製程、

系統、操作方法、概念、原理以及發現，不論該著作的陳述、詮釋，例證或具體表

現之形式為何44。」因此任何著作人皆不得以其所敘述的「構思」或「概念」取得著

作權，只有著作人對該「構思」或「概念」的原創「表達」才能取得著作權，這就

是「構思/表達二分原則」45。所以著作使用人可自他人著作中不受著作權保護的「構

思」或「概念」擷取靈感來創作自己的著作，不會構成著作權侵害，但若是著作使用

人抄襲著作中著作人對某「構思」或「概念」的原創「表達」，則著作使用人的行為

構成著作權侵害。例如燈具製造商並未自行創作燈座的人物雕像，而是在未經授權下

完全仿製另一燈具製造商所原創製作的燈座人物雕像，就被美國最高法院認定為構成

著作權侵害的重製行為46。

美國最高法院在Mazer v. Universal City Studios, Inc.一案明白表示著作權僅保護著
作人對某一「構思」的原創「表達」，而不保護「構思」本身，因此即使未經授權而

自他人著作取用著作人的「構思」來創作自己的著作，也不會構成著作權侵害47。然

而許多著作卻在「著作權警示」中禁止消費者使用該著作的任何內容，包括不受著作

權保護的「構思」或「概念」。環球製片公司製作之電影「史瑞克」的「著作權警

示」就是這樣警告消費者。

環球製片公司製作之電影「史瑞克」的「著作權警示」內容為：「本節目的全部

著作權為環球製片公司所有。任何未經環球製片公司授權而展示、散布或重製本節目

全部或部分內容（包括配樂）的行為，構成著作權侵害，侵害著作權者必須負擔嚴苛

的民事與刑事責任。」看到這則「著作權警示」的消費者會以為任何未經環球製片公

司授權而重製電影全部或部分內容的行為，都構成著作權侵害。這正是環球製片公司

透過「著作權警示」想傳達給消費者的錯誤著作權觀念，並藉由「著作權警示」主張

著作權而佔有電影中不受著作權保護的「構思」或「概念」。

當環球製片公司只對電影「史瑞克」的原創「表達」享有著作權，卻在「著作

44 17 U.S.C. § 102(b).
45 Mazer v. Stein, 347 U.S. 201, at 217 (1954).
46 Id. at 219.
47 I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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權警示」中警告消費者任何未經環球製片公司授權而重製電影全部或部分內容的行為

構成著作權侵害，包括消費者自電影「史瑞克」中取用不受著作權保護的「構思」或

「概念」來創作自己的著作，因此環球製片公司的「著作權警示」顯然與美國著作權

法第102條(b)項規定的「構思／表達二分原則」不符，而可能構成對消費者重大錯誤
陳述美國著作權法的規定。

五、對消費者虛偽主張著作權人已經耗盡的「散布權」

面對生活中到處都是著作物，而著作權人又擁有這些著作物的專屬「散布權」，

若著作權人不當壟斷其享有的專屬「散布權」，將會阻礙著作物的流通和利用。為了

調和著作權人之專屬「散布權」與物權所有人之「物權」的關係，美國國會除了在著

作權法第202條闡明「著作」與「著作物」不同而著作物的「著作權」也與著作物的
「物權」不同外48，也將美國最高法院在Bobbs-Merrill Co. v. Straus一案制定的「散布
權耗盡原則」明文規定在著作權法第109條(a)項，允許合法著作重製物的物權所有人
得以在未經著作權人授權下，任意散布其持有之著作重製物49。

依據美國著作權法第109條(a)項「散布權耗盡原則」的規定，一旦著作權人將合
法著作重製物或錄音物的物權移轉，即喪失該著作重製物的專屬「散布權」。因移轉

繼受取得該著作重製物的物權所有人基於物權，得以將該著作重製物銷售給他人或任

意處分，而無須徵求著作權人的同意或授權50。換句話說，著作權人有權對其合法著

作重製物或錄音物的第一次銷售或散布加以限制，但是一旦著作重製物的物權已從著

作權人移轉給他人時，著作權人就不得對其著作重製物再主張「散布權」，著作權人

也不得禁止著作重製物的物權所有人將著作重製物轉售、出租、出借、交換、贈與或

甚至丟棄。然而許多視聽著作卻在「著作權警示」中禁止消費者以行使物權（例如轉

售、出租、出借、交換、贈與或甚至丟棄）的方式散布合法購買的視聽著作。哥倫比

亞電影公司製作之電影「達文西密碼」的「著作權警示」就是這樣警告消費者。

哥倫比亞電影公司製作之電影「達文西密碼」的「著作權警示」內容為：「本

DVD影片之內容僅供家庭及私人觀賞。任何未經授權之重製、剪輯、修改製作、出
租、出借、交換、公開展示或公開播放本DVD節目全部或部分內容之行為皆嚴格禁
止。違反者將負起民事責任，情節重大者將追訴刑事責任。」看到這則「著作權警

示」的消費者會以為他們必須徵求哥倫比亞電影公司的授權，才能出租、出借，或

48 17 U.S.C. § 202.
49 Bobbs-Merrill Co. v. Straus, 210 U.S. 339 (1908).
50 17 U.S.C. § 109(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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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交換他們合法購買的DVD影片「達文西密碼」。這正是哥倫比亞電影公司想藉由
「著作權警示」去限制消費者對其合法持有之視聽著作行使物權或甚至排除視聽著作

的二手市場，以維持視聽著作新品的銷售量。

當哥倫比亞電影公司對合法售出的視聽著作已經不再享有專屬「散布權」，卻

在「著作權警示」中禁止消費者在未經哥倫比亞電影公司授權下以行使物權（例如出

租、出借，或是交換）的方式散布合法購買的DVD影片「達文西密碼」，哥倫比亞
電影公司的「著作權警示」確實有對消費者虛偽主張哥倫比亞電影公司已經耗盡之

「散布權」的疑慮。

肆、美國聯邦交易委員會法第五條禁止不公平競爭
之概括性條款的適用性

美國聯邦交易委員會法第五條第(a)項第(1)款規定：「商業上或影響商業之不公
平競爭方法以及商業上或影響商業之不公平或欺罔之行為或手段，構成違法51。」

其構成要件有三：(1)足以影響交易秩序；(2)「欺罔」之行為；(3)「顯失公平」之行
為。

一、不實陳述的「著作權警示」構成足以影響交易秩序的欺罔

行為

美國聯邦交易委員會於In re Cliffdale Associates, Inc.一案中制定判斷某一商業行
為構成足以影響交易秩序之欺罔行為的三個要件：（1）對消費者不實陳述或隱匿資
訊；（2）此一不實陳述或隱匿資訊行為會誤導一般消費者的合理判斷；（3）此一不
實陳述或隱匿資訊行為會嚴重影響消費者的權益52。

美國民眾在視聽著作中常見的制式「著作權警示」有兩種版本，內容如下：

「聯邦著作權法針對任何未經著作權人授權而重製、散布或展示受著

作權保護的影帶或影碟，處以民、刑事責任。刑事著作權侵害由聯邦調查

51 15 U.S.C. § 45 (a). 原文內容如下:Unfair methods of competition in or affecting commerce, 
and unfair or deceptive acts or practices in or affecting commerce, are declared unlawful. 美國
聯邦交易委員會法第五條第(a)項第(1)款規定與我國公平交易法第二十四條之規定類同。

52 In re Cliffdale Associates, Inc., 103 F.T.C. 110, 174-184 (1984); see also FTC Police Statement 
on Deception, October 14, 198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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局調查。構成重罪的刑事著作權侵害，最高可處五年以下有期徒刑或併科

美金二十五萬元以下罰金。」

「本節目所有內容享有美國著作權法以及全世界各國之著作權法的

保護。本節目的全部著作權為著作權人所有。任何未經著作權人授權而展

示、散布或重製本節目全部或部分內容（包括配樂）的行為，構成著作權

侵害，侵害著作權者必須負擔嚴苛的民事與刑事責任。」

這些「著作權警示」一方面向消費者刻意強調「聯邦著作權法針對任何未經著作

權人授權而重製、散布或展示受著作權保護的影帶或影碟，處以民、刑事責任」，另

一方面卻蓄意隱瞞消費者有關美國著作權法明文允許著作使用人許多無須經過著作權

人授權的著作使用，包括「合理使用」，讓那些對美國著作權法一知半解的消費者以

為任何未經著作權人授權的重製、散布或展示著作的使用都是違法，所以即使在「合

理使用」著作而無須徵求著作權人授權的情況下，也因為「著作權警示」的誤導，而

影響到消費者使用合法取得之著作的權益。另外，這些「禁止任何未經著作權人授權

而重製、散布或展示受著作權保護之著作」的「著作權警示」，讓消費者以為任何未

經著作權人授權的重製、散布或展示著作的使用都是違法，而不敢使用不受著作權保

護的「事實」資料或「構思」，所以即使在無須徵求著作權人授權即可任意使用「事

實」資料或「構思」的情況下，也因為「著作權警示」的誤導，而影響到消費者自由

使用不受著作權保護之「事實」資料或「構思」的權利。再者，這些「著作權警示」

動輒以「刑事著作權侵害，最高可處五年以下有期徒刑或併科美金二十五萬元以下罰

金」恫嚇對美國著作權法不甚了解的消費者，讓消費者以為著作的任何使用都必須經

過著作權人的授權，否則便構成著作權侵害，所以即使在消費者的使用完全符合美國

著作權法的規定而無須徵求著作權人授權的情況下，也因為「著作權警示」的誤導，

而影響到消費者使用合法取得之著作的權益。更令人憂心的是，絕大多數的著作都刊

登內容雷同的制式「著作權警示」，著作權人藉由這些行之有年的「著作權警示」灌

輸消費者錯誤的著作權觀念，久而久之讓一般消費者真的對美國著作權法的規定產生

錯誤的認知，而危害其「促進知識與實用性技術發展」的最終目的。

綜上所言，美國視聽著作權人在著作上刊登的制式「著作權警示」可能因為虛偽

不實或引人錯誤的內容誤導消費者，而影響到消費者使用合法取得之著作的權益，因

而有構成美國聯邦交易委員會法第五條禁止之「欺罔行為」的疑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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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不實陳述的「著作權警示」構成足以影響交易秩序的顯失

公平行為

美國國會於1994年修正美國聯邦交易委員會法，並於該法第五條（n）項中明文
規定判斷某一商業行為是否構成顯失公平行為的三個要件：（1）此一商業行為致使
或可能致使消費者的權益遭受嚴重損害；（2）消費者無法合理避免此一商業行為；
（3）此一商業行為沒有造福消費者或相對競爭的重大公共利益53。

這些「著作權警示」對消費者主張及行使著作權人尚未真正確認之著作權的「著

作權警示」，讓消費者無法了解著作權的歸屬、內容以及權利範圍而可能因此誤觸美

國著作權法的規定，招致民、刑事責任。另外，這些禁止消費者在未經著作權人授權

而展示、散布或重製合法取得之著作之任何內容的「著作權警示」，讓消費者無法對

其合法取得之著作「合理使用」、自由行使物權或言論自由權，嚴重影響消費者權

益。雖然這些不實陳述的「著作權警示」對消費者個別權益的損害程度不同，但若是

考慮到幾乎每一份著作都刊登這樣引人錯誤的「著作權警示」，和長久以來美國著作

權人透過「著作權警示」誤導消費者有關美國著作權法的規定，以達到著作權人恫嚇

消費者不得侵害著作權並且限制消費者使用著作的目的，消費者整體權益顯然已經遭

受難以估計的嚴重損害。尤其近年來美國視聽著作權人在影碟中內建VOD科技，強
制DVD錄放影機播放「著作權警示」，致使觀看影碟的消費者無法操作錄放影機的
快進鍵快轉影碟中的「著作權警示」，而被迫全程觀看視聽著作權人不實陳述的「著

作權警示」。美國視聽著作權人運用最新科技強制播放「著作權警示」，讓消費者除

了閉上眼睛或是離開座位以外，無法合理避免視聽著作權人不實陳述的「著作權警

示」，而被灌輸了許多錯誤的著作權觀念，危害美國著作權法以「促進知識與實用性

技術發展」為最終目的的重大公共利益。

綜上所言，美國視聽著作權人在著作上刊登的制式「著作權警示」可能因為虛偽

不實或引人錯誤的內容誤導消費者，而影響到消費者使用合法取得之著作的權益，因

而也有構成美國聯邦交易委員會法第五條禁止之「顯失公平行為」的疑慮。

伍、結論

隨著數位科技的革新，美國民眾接收資訊和傳遞資訊變得更加方便，但也更容易

53 15 U.S.C. § 45 (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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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為分享資訊而侵害他人的著作權，尤其是最新的點對點檔案分享軟體Foxy的盛行，
使得侵害著作的行為如野火燎原般失控。不過在美國著作權人全面撻伐著作權侵害和

譴責著作使用人不尊重著作權的同時，美國著作權人本身也罔顧美國著作權法賦予著

作權人有限專屬權利的最終目的是為了「促進知識與實用性技術的發展」，而頻頻不

當行使美國著作權法所賦予的「著作權」。長久以來，美國著作權人假借制式「著作

權警示」提醒消費者尊重著作權，實際上卻是對消費者灌輸錯誤的著作權觀念，致使

消費者合理使用合法取得之著作的權益受損。筆者認為美國著作權人在「著作權警

示」之虛偽不實或引人錯誤的陳述，可能構成足以影響交易秩序之欺罔和顯失公平的

商業行為，因而有違反美國聯邦交易委員會法第五條禁止不公平競爭之概括性條款的

疑慮。

陸、建議

雖然我國著作上常見之「版權所有，翻印必究」的「著作權警示」大多只是用

於宣示「著作權」，但是這樣的「著作權警示」無法提供消費者有關著作權之歸屬、

內容以及權利範圍的正確資訊，所以也可能誤導消費者而致使消費者的權益受損，進

而影響交易秩序，筆者因此建請公平交易委員會也必須正視不實陳述或引人錯誤之制

式「著作權警示」對不公平交易的影響，以及審酌我國公平交易法第二十一條或第

二十四條對「著作權警示」的適用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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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Anticompetitive Effect of Copyright Warnings 
Exaggerated Copyright Warnings – A New Pattern of Unfair 

and Deceptive Trade Practices 

Li-Chih Lin

Abstract

Ever since copyright registration and copyright notice were ceased to be the 
prerequisites for copyright protection, copyright holders in the U.S. have displayed 
boilerplate copyright warnings in their copyrighted works to vindicate copyright. For years, 
by expressly prohibiting any unauthorized reproduction, distribution or transmission of any 
part of copyrighted works, those boilerplate copyright warnings mislead the general public 
into believing that any use of copyrighted works without express consent from copyright 
holders is strictly illegal and copyright infringers could be prosecuted for severe civil and 
criminal liability. As a result, consumers are misled into refraining from using any part of 
copyrighted works they legally acquired for fear of copyright infringement even when they 
are merely making permissive use of copyrighted works under the U.S. Copyright Law. 
Those exaggerated copyright warnings have stirred up a heated controversy of whether 
the allegedly false or misleading representations made by copyright holders in those 
boilerplate copyright warnings constitute unfair and deceptive trade practices, in violation 
of Section 5 of the Federal Trade Commission Act. This article will expose the possible 
misrepresentations in some notorious copyright warnings by discussing issues of originality, 
uncopyrightable facts, fair use, the idea/expression dichotomy, and the first sale doctrine. 
This article will then explore the applicability of Section 5 of the Federal Trade Commission 
Act to regulate such misuse of copyright by copyright holders. The author concludes that the 
allegedly false or misleading nature of those boilerplate copyright warnings may constitute 
unfair and deceptive trade practices, sufficient to invoke the application of Section 5 of the 
Federal Trade Commission Act. The author also suggests that the Fair Trade Commission 
should look into the possible anticompetitive effect caused by those blanket copyright 
warnings commonly displayed in copyrighted works in Taiw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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評　論

王教授中一（東吳大學法律學系）

各位先進大家好，本人很榮幸被指定為評論人，那在各位專家面前不敢多作評

論，尤其是像謝老師這樣的專家，那趕鴨子上架勉強跑來了，我是因為某些原因而

涉獵一些，那從林老師的演講，我們知道他對這個問題有深入瞭解，分析也非常詳

盡，那從他的文章裡面，感覺架構非常連貫而且完整，那從林老師的序言到結論相互

輝映，那序文當中她就指出文章的範圍，緊接著指出美國的連邦交易委員會法的第五

條，及美國某些代表性判例，詳細地加以分析有關著作權人不當利用著作權警示來達

到不當利益的目的，誤導使用人在不知情的狀況下給著作權人很多不當利益，譬如在

第三章有不同角度來分析著作權人運用著作權警示來達到目的，尤其林老師在第三

章利用原創性、合理使用等等原則來分析，用美國案例加以解說，那到了第四章，

是回去配合第二章，然後作一個建議，所以組織是很嚴密的，那參考資料也非常豐

富，當然參加這樣的研討會，本人學到很多東西，至於其他的，我對林老師的這篇文

章，雖然她在序言裡面是界定說她是依照美國FTC的第五條以及美國最高法院的判例
來加以分析，但我盼望如果林老師可針對特定地方搭配我們的法律來加以說明，可能

可以讓大家更加瞭解，林老師提到美國著作權法第107條有關合理使用的四個判斷原
則，與我國著作權法第65條項目之間有什麼關聯？精神上與構成要件及適用上有無
差別？那我們的第44條到66條的項目之間，那剛剛林老師提到我國公平法第24條這
方面的關聯，因為林老師主要是就美國法律談到這個關聯，是不是符合國FTC法律的
第5條，或者其他的標準，林老師也分析了美國反托斯法與修曼法及其適用對象、層
次及區別，那我們沒有這麼多法律，所以對我們參考上面有什麼幫忙？同時像我們的

公平交易法當中，在第24條與美國FTC的第5條的基本精神是不是有點一致，那這方
面有些學者在論述，另外，談到我們公平法規定或是著作權法或專利法，特別不是用

公平法，但是我們知道公平法第24條概括規定，有沒有辦法用第24條這種概括辦法來
解決問題？另外，著作權警示可能是有人替著作權人印的廣告或是標示也好，或者製

造人、印製人在這一方面有沒有法律責任，那因為現在電腦科技發達，所以很多人都

很注重保護權利，在這種情形之下經常擴大權利來限制競爭者，那可能有間接侵害權

利的問題，這些牽涉到我們公平法第21條第4項規定廣告代理業者及設計者責任，明
明知道廣告內容誤導，但還是去印製、去設計，這種情況之下，是不是要與廣告主負

連帶的責任，當然如果無限擴大，顯然有很多案件還待學者判斷，如果林老師年輕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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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可以再加以研究。

那我最後感覺到，不管是著作權或是商標法、公平交易法，都會有保護使用人

（老百姓）的目的，那中間這些可能都會有所關聯，那像林老師這方面的貢獻很多，

當然還有別的學者對於專利法或消保法的都有研究，那如果林老師有興趣，還可以

往這個方向作，那我是自己不會，但專門喜歡別人作，這種智慧財產權法限制性的法

律，一方面保護原創人科技的發達、或者文學創造、藝術方面等等，提高人類生活文

化，另一方面也要保護權利人的權利，那之間的調和非常重要，像是剛剛說的著作權

警示不能達到促進文化，反而讓一般老百姓覺得動輒則咎，有礙文化發展，所以這一

方面的問題還要大家多多研究，謝謝各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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