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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修正的著作權授權制度評析 

作者：賴文智律師1 
最近更新日期 2001/12/2 

 
 立法院第四屆第六會期於九十年十月二十五日三讀通過「著作權法部分條文

修正案」，並經總統於十一月十二日公布施行。本次著作權法修正，筆者認為較

重要的部分可包括：(一)著作權授權制度釐清；(二)電腦伴唱機條款；(三)刪除著
作權仲介團體訂定的「著作使用報酬率」需經審核的規定。由於篇幅的關係，本

文先就著作權授權制度在新修正的著作權法下的情形，向讀者作個說明。 
 

一、數位世界中著作權授權制度的重要性 

 過去著作權授權制度，影響層面比較是著作在商業性的利用方面，舉例來

說，像是書籍的出版、廣播、電視節目製作及播送、電影的拍攝、音樂唱片的製

作等，真正與一般人民生活相關的著作利用，即使大家不清楚授權制度的概念也

不會發生什麼太大的問題。然而，由於數位技術的大量利用，只要能夠轉換為 0
與 1這種數位資訊的著作，在現代生活中大量出現，使得我們即使在一般日常生
活中，也不得不面對無所不在的著作授權關係。 
(一)數位化使得著作的利用與重製及傳輸無法分離 
 過去我們在日常生活中利用著作物時，和著作權人幾乎沒有直接的法律關

係。以書籍為例，書店不需要取得著作權人授權，只要批得到書，就可以自由買

賣；我們向書店買書，買回家之後，我們進行閱讀、出借、出租等利用行為，除

了變成某人的忠實讀者外，根本無法想像跟著作權人會有什麼關連。 
 然而，當著作數位化之後，由於數位著作必須要透過機器才能夠利用，而機

器在利用數位著作，又勢必將數位著作載入、傳輸、呈現於顯示設備上等，因此，

數位著作的利用，就會與著作的重製、傳輸、散布扯上關係。 
 舉例來說，我們在看紙本的書籍時，不需要把紙本書影印一份，但是在看電

子書時，則要將電子書檔案載入電腦或其他閱讀設備的記憶體中，在看網頁時，

必須將網頁內容下載到硬碟，再載入電腦記憶體，而且還會牽涉到傳輸的問題。

也就是說，數位化使得著作的利用與傳統上著作權人的重製權、公開播送權、散

布權等會產生關係，使得一般的著作利用人也被迫直接與著作權人發生關係。 
(二)數位化使得著作的合理使用範圍不明確 
 以前有句閩南語的諺語，「醫生怕治咳，土水驚抓漏，總舖驚食晝」，主要是

在說明醫生、水泥匠、廚師最不喜歡處理的問題。而就學著作權的人而言，合理

使用的判斷，大概也可以算是最難以處理的問題。 
而數位化的趨勢，使得著作合理使用範圍從「不明確」到「非常不明確」。除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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數位著作的利用與著作的重製、傳輸等無法分離外，一般使用者透過個人電腦、

網際網路等數位技術，以非常低廉的成本，即可具有與過去商業大規模著作權侵

害相當的能力。把過去著作權法所樹立的「個人非營利使用」原則上均屬合理使

用的原則予以無情的打擊。 
 也就是說，個人非營利使用過去通常會被認為因為影響著作權人權益較小，

不應使著作權人可以追訴，而商業利用對著作權人能否自市場回收創作報酬，故

應予嚴格執行的思考模式，在數位世界中受到嚴重的質疑，把個人合理使用的標

準，再度推向模糊地帶，因此，即使是個人使用，需要取得合法授權的要求就變

多了。 
(三)小心！著作權就在你身邊 
 以前聽著名的相聲「那一夜，我們說相聲！」的時候，好久一段時間都很喜

歡把「小心！匪諜就在你身邊！」拿出來開玩笑用，現在覺得似乎也可以在推廣

著作權概念時，把「小心！著作權就在你身邊！」套用上來，相信不少讀者會心

有悽悽焉，但似乎有點貶抑著作權制度的傾向。 
 然而，就目前數位環境下的著作利用，確實是達到利用人應該處處審慎小心

的程度，由過去光碟月刊案、天下文化網站未經授權刊登書評案、成大MP3事
件、網路咖啡屋未經授權提供網路遊戲等案件，一再的提醒大家著作權時代已經

來臨，對於著作權問題應該認真處理。 
 數位著作在利用上，由於合理使用的範圍不明確，將迫使著作利用人必須向

著作權人取得合法授權，始能安心利用著作。這種情形對於多數著作利用人而

言，可說是一種災難，因為如何取得授權？授權範圍如何判斷？混合多種著作權

的數位著作如何取得合法授權？在現行制度下都會產生很大的困擾。 
 但從另一個角度來看，著作權人的權利在數位時代似乎擴大的極致，可以透

過授權契約對著作權作最大控制，而實際上卻未必因此享受更多福利，因為數位

技術使得著作的侵害更容易，著作權的行使更困難。這種因技術而導致的制度矛

盾，實有待於法律的修正，也不是短短一篇文章就能討論清楚。接下來還是就直

接進入正題，來談談這次著作權授權制度吧！ 
 

二、修正前著作權法規定的爭議 

(一)著作權授權的概念 
 著作權授權的概念，其實就是著作權人或有權授權的人，將著作的用益權的

部分，在合約所約定的範圍內（包括：時間、地點、方式等）授予被授權人得就

該著作為使用、收益的權能。舉例來說，電腦遊戲軟體的授權，被授權人（使用

者）所取得的使用權，就是將電腦軟體重製到個人電腦中，而且可以重覆執行電

腦遊戲進行娛樂的權利；出版業者要出版書籍，向作者取得的授權，就是將著作

進行重製（也可能包括改作）的權利；電影業者向小說作者則是取得將小說改編

為劇本，再將劇本拍攝為電影的權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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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授權制度爭議產生的原因 
 這樣的說明其實看不出來授權制度為什麼在法律人間會產生爭議，反正就只

是擁有著作權的人，透過授權契約，在約定的範圍內，讓被授權人得以合法利用

著作物。但是，因為我國法律制度主要是繼受大陸法系的立法例，對於交易行為

會區分成物權行為的部分及債權行為的部分，舉例來說，買賣契約是屬於債權行

為，將電視機、電腦等所有權移轉，則是屬於物權行為。而由於物權優先於債權、

物權的對世效力等法律原則，在法律效果上會有所不同。 
 而由於民法上將「物」的使用收益權能交由他人利用，可以透過借貸、租賃

（債權契約），也可以透過設定地上權、地役權（物權行為）等方式。因此，在

思考授權制度的時候就會產生，到底授權是屬於物權行為還是債權行為的問題。 
 此外，由於授權（License）這個概念在我國法律制度中，是隨智慧財產權制
度的修正而引進，早期還沒有將「授權」的概念釐清時，法律上也曾誤用「租與

（租賃）」的概念來處理，將授權當作是出租行為（債權行為）的一種。使得國

內許多學說或實務上，在思考「授權」到底是具有什麼樣的法律地位時，因為前

提不明確而產生爭議。 
(三)爭議的焦點 
 過去最主要的爭議，集中在著作權授權關係下，被授權的人法律地位到底是

什麼？也就是說，被授權人到底只是單純的債權人，只能向債務人主張其可以利

用著作；還是具有物權人的身份，可以向任何人主張其已取得合法授權，甚至可

以向檢察官提起侵害著作權的告訴等。茲說明如下： 
1.準物權說 
 筆者本身是採這種說法，也就是說，在大陸法系將交易行為區分為物權行為

和債權行為的情形下，筆者認為，「授權行為」是一種將著作權的用益權能，於

契約範圍內，授予被授權人對著作加以使用、收益的行為，類似於將地上權設定

給地上權人；而「授權契約」則是授權行為的原因行為，地位就相當於所有權人

因為收了一百萬，所以同意他人在土地上蓋房子的這個契約關係。 
 在這種說法下，被授權人一旦取得授權之後，直至授權到期屆滿或被撤銷

前，被授權人的法律地位就是一個用益物權人，即使原權利人將著作權讓與給第

三人或是將著作權專屬授權給其他人，都不會影響到被授權人的地位。 
 舉例來說，作者將著作的出版權（嚴格說起來只是重製權的範圍）授權給甲

出版社，為期五年。在此種看法下，五年之內，作者即使將著作權讓與給乙，或

是另外將出版權授權給丙出版社，都不會影響到甲出版社（被授權人）的權利，

因為甲出版社可以對乙或是丙出版社主張他有合法授權，甚至可能可以要求乙或

是丙出版社停止出版的動作，這就是物權的效力。 
2.債權說 
 而有學者則認為，授權只是一種契約關係，並不會產生物權效力。著作權的

授權，就像是將物品借給別人利用一樣，並不會產生任何用益權的變動，被授權

人只能依據授權契約向授權人主張不得在授權契約範圍內，向被授權人行使著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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權，追訴被授權人對著作的利用。 
 在這種說法下，以前述出版權授權的例子，作者雖然將出版權授予甲出版

社，若是後來將著作權讓與給乙或是將出版權授權給丙出版社時，乙可以主張甲

出版社不得再繼續出版該書籍，因為甲的重製行為侵害乙的著作權，而丙出版社

在市場上低價販售著作時，甲也沒有辦法禁止，唯一的救濟途徑，就是向原作者

主張債務不履行的損害賠償。 
3.專屬授權與非專屬授權效力區分說 
 所謂專屬授權（Exclusive License）是指在授權契約約定的範圍人，著作權
人不得再授權第三人與授權範圍相衝突的權利，至於著作權人自己能否自行利

用，則需視授權契約內容而定，也有稱著作權人能自行利用的形態為獨家授權；

而所謂非專屬授權（Non- exclusive License）就是指前述情形以外的其他授權型
態。這種分類方式在授權合約的撰寫上，有很大的不同，專屬被授權人所取得的

權利很大而所負的義務也很大。 
 因此，有些學者認為，授權若僅具有債權效力，則對於被授權人保障不足，

尤其對於專屬授權時的被授權人，依照契約必須對於著作的利用投入大量的勞

力、時間、費用，沒有一個較安定的法律地位，將影響到專屬被授權人投入的意

願，反而對著作的推廣不利，因此，主張專屬授權時，被授權人於授權範圍內，

應該具有像所有權人般的物權地位。 
4.衍生出被授權人能否行使刑事告訴權的問題 
 由於著作權法有刑事的處罰規定，而國外的許多視聽著作是以授權給國內代

理商發行的方式進行時，國內代理商提起著作權侵害的告訴時，在民國八十三

年、八十四年間，有幾個高院的著作權侵害判決中，認為國內代理商僅是被授權

人，不是著作權人，沒有行使告訴權的適格，判決國內代理商敗訴，可以看出早

期是採「債權說」，而最高法院八十六年台非字第六十四號判決則認為專屬被授

權人具有刑事告訴權，至少就刑事告訴的部分，可以推論出來就專屬授權時，被

授權人具有物權人的地位。 
 由於著作權對於著作權授權時，被授權人的法律地位到底如何？一直沒有明

確的規定，因此，整個著作權授權制度一直處於有爭議的狀態，主管機關所召開

的著作權法修正諮詢委員會，亦對此一議題爭議良久。 

三、修正後對授權制度的影響 

 此次通過的著作權法修正案，對於授權制度作了相當幅度的修正，以下分別

說明之： 
(一)新修正的相關規定 
 著作權法第三十七條第二項至第五款為此次與著作權授權制度相關的部

分，摘錄如下（加底線部分為新增修改的部分）：  
Ⅰ 著作財產權人得授權他人利用著作，其授權利用之地域、時間、內容、利用
方法或其他事項，依當事人之約定；其約定不明之部分，推定為未授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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Ⅱ 前項授權經公證人作成公證書者，不因著作財產權人嗣後將其著作財產權讓
與或再為授權而受影響。 

Ⅲ 非專屬授權之被授權人非經著作財產權人同意，不得將其被授與之權利再授
權第三人利用。 

Ⅳ 專屬授權之被授權人在被授權範圍內，得以著作財產權人之地位行使權利。
著作財產權人在專屬授權範圍內，不得行使權利。 

Ⅴ 第二項至第四項規定，於本法修正施行前所為之授權，不適用之。 
Ⅵ 音樂著作經授權重製於電腦伴唱機者，利用人利用該電腦伴唱機公開演出該
著作，不適用第七章規定。但屬於著作權仲介團體管理之音樂著作，不在此

限。（此為電腦伴唱機條款，將另為文討論） 
修正後被授權人的法律地位從字面上加以觀察，大致如下表所示： 

非專屬授權  專屬授權 
經公證程序 未經公證程序 

被授權

人的法

律地位 

專屬授權會使被

授權人取得準物

權（著作財產權）

人地位，且具有再

授權第三人的權

利 

非專屬授權人是具

有特別地位的債權

人，優先於其後取得

著作權或專屬授權

之人而受法律保護 

非專屬授權人是一般債

權人，當著作權人將著作

讓與或專屬授權給其他

人而影響到其權益時，只

能依據授權合約主張債

務不履行的損害賠償 
(二)授權經公證得對抗任何第三人 
 新增的著作權法第三十七條第二項規定：「前項授權經公證人作成公證書

者，不因著作財產權人嗣後將其著作財產權讓與或再為授權而受影響。」其立法

理由為：「按為避免著作財產權人於授權後將該著作財產權讓與或再為授權，致

影響先前之授權，並為使先前授權事實之存在獲得證明，爰增訂第二項規定，使

先前之授權經公證人作成公證書者，不受嗣後著作財產權讓與或再為授權之影

響，以保障原被授權人之利益。至於授權未經公證人作成公證書者，於當事人雖

仍有其效力，惟第三人則不受其拘束。」 
 依據立法理由中之說明「授權未經公證人作成公證書者，於當事人雖仍有其

效力，惟第三人則不受其拘束。」使得未經公證的授權，沒有拘束第三人的效力，

也就是說，透過立法理由的說明，可知本項規定對於授權是採取「債權說」。即

原則上「授權」只是一種單純的債權關係，但為了保護被授權人及交易安全起見，

一方面賦予被授權人特殊的保障，二方面則要求要取得這種特殊保障地位，必須

要經過公證程序，以維護交易安全。 
1.經公證程序的授權 
 經過公證程序的授權關係，大致上可以透過過去民法上所謂「買賣不破租賃」

的架構來理解2，不動產的租賃契約，雖然是債權契約，但是為保護承租人，避

                                                 
2 民國八十九年修正的民法第四百二十五條規定：「出租人於租賃物交付後，承租人占
有中，縱將其所有權讓與第三人，其租賃契約，對於受讓人仍繼續存在。(第一項)前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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免因為所有權人對不動產的處分影響到承租人的權益，因此，規定租賃契約對於

不動產的受讓人仍然繼續存在，可以繼續利用該不動產。 
 在著作權授權的情形，經過公證的授權契約，將使被授權人處於與不動產的

承租人類似的地位，當事後著作權人將著作權讓與或專屬授權給第三人，以致於

可能影響被授權人的權益時，被授權人因法律特別規定而取得對抗第三人的效

力。不過，此種立法例與民法所採用的語法不同，當著作權人將著作權移轉給第

三人時，到底授權契約是存在於原著作權人與被授權人間，還是著作權的受讓人

與被授權人間，相信會引起相當程度的討論。 
2.未經公證程序的授權 
 至於未經公證程序的授權，由修正後的條文加以觀察，會被認為是屬於單純

的債權債務關係，就像一般動產的租賃契約一樣，今天我雖然把車子租給你使用

一年，租金五萬元，當我隔天把車子賣給其他人的時候，其他人可以直接向你討

回車子，你不能主張對我有租賃契約在，應該可以合法使用車子。 
 也就是說，當著作權事後有讓與、專屬授權時，原先的授權效力則取決於受

讓人及專屬被授權人是否承諾受到原著作權人所簽合約的拘束。例如：向某廠商

取得一套電腦程式的非專屬授權，若該廠商將電腦程式著作權賣給另一家廠商

時，對於後來的廠商而言，其實可以去禁止其他人利用該電腦程式，在這種情形

下，是否公平，值得進一步考量。 
(三)專屬被授權人具有物權人地位？ 
 新增著作權法第三十七條第四項規定：「專屬授權之被授權人在被授權範圍

內，得以著作財產權人之地位行使權利。著作財產權人在專屬授權範圍內，不得

行使權利。」其立法理由為：「關於專屬授權之被授權人在法律上究取得何種地

位，現行條文並未規定，則專屬授權後，著作財產權人可否再行使著作財產權，

滋生疑義，爰增訂第四項，明定專屬授權之被授權人在被授權範圍內，得以著作

財產權人之地位行使權利，而著作財產權人在該範圍內，不得行使權利，以資明

確。又此所稱『行使權利』，係指著作財產權於私法上之行使，至於著作財產權

被侵害時，被授權人得否提起刑事告訴，應視其是否為被害人而依刑事訴訟法規

定定之。」 
 由本項條文「得以著作財產權人之地位」的規定方式，可以明顯看出立法者

企圖賦予專屬被授權人「準物權人地位」（其實用「準著作財產權人地位」應該

更適當），可以向任何第三人主張其於授權契約範圍內，得合法利用該著作。而

對應於同條第二項規定，則可推論出專屬授權時，被授權人具有準物權人的地

位，而非專屬授權時，被授權人則僅具有債權人的地位。然而，此種說法在有關

授權制度的解釋上將產生爭議，筆者將於後文中說明。 
 而什麼是「行使權利」？立法理由中特別說明此僅表示專屬被授權人得於私

法上行使著作財產權，也就是說，專屬被授權人可以於授權範圍內，自行利用、

                                                                                                                                            
規定，於未經公證之不動產租賃契約，其期限逾五年或未定期限者，不適用之。(第二
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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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授權其他人利用、改作、出租、公開播送⋯等，認為本項規定並不代表專屬被

授權人必定擁有刑事訴訟法上的告訴權。而事實上，目前實務運作也正是如此，

是否擁有刑事訴訟法上的告訴權，是依刑事訴訟法判斷該專屬被授權人是否為著

作權侵害案件的被害人。 
 筆者則認為對於「行使權利」無庸作過多猜想或解釋，就立法理由內容所言，

其實依據授權契約，專屬被授權人一樣也可以行使「權利」，重點是在於「以著

作財產權人之地位」，會採用「行使權利」的用語，應該單純只是語法上比較順

暢而已。 
 

四、新修正規定的進一步探討 

(一)修正規定是否採專屬授權與非專屬授權效力區分說仍有爭議 
1.專屬授權與非專屬授權效力區分說 
 到底「授權」是什麼？在著作權法修正後，恐怕更令人疑惑。就第三十七條

第二項而言，前項「授權」經公證人作成公證書者，範圍包括專屬授權和非專屬

授權，然而，因為條文是以賦予債權人特別地位保護的立法模式處理，因此，所

謂「授權」應該是指「授權契約」，只是單純的債權契約；而就同條第四項而言，

專屬「授權」之被授權人在被授權範圍內，因為是賦予專屬被授權人一個準物權

的地位，可以推論出在專屬授權時，會有一個準物權行為存在。 
 亦即，在專屬授權的情形，第二項認為只是單純的債權契約，第四項則認為

除了債權契約外，還有一個具有準物權效力的「準物權行為」存在，因為單純的

債權契約不會賦予專屬被授權人準物權人地位。單純就第三十七條本身的解釋，

就會產生互相矛盾的地方，一方面認為專屬授權也是債權契約的一種，另一方面

卻認為專屬授權不僅僅是債權契約，還具有準物權行為存在。若欲採取專屬授權

具準物權效力的說法，則第三十七條第二項應將「前項授權」用語，修正為「非

專屬授權」較為適當。 
2.債權說 
 另一個可能的解釋方法，就是一律採取「債權說」的見解，將第四項的規定

解釋為一種「法定代位權的行使」，亦即，專屬被授權人依據其債權人身分，即

得依法律規定，代著作權人為著作財產權之行使，專屬被授權人並沒有取得「準

物權人地位」，只是依法律規定行使代位權而已。但此時第四項後段「著作財產

權人在專屬授權範圍內，不得行使權利」，將會成為無用的規定，因為若只是法

定代位權的行使，則著作財產權及專屬授權範圍內的用益權，都還是屬於著作財

產權人所有，著作財產權人即使行使權利，仍然沒有侵害「他人」著作權，是行

使自己的著作權。此種說法雖未至前後互相矛盾，但卻有不符合立法原意的弊病。 
雖然筆者本身並不贊成「債權說」，然而，由新修正的著作權法規定來觀察，似

乎將第三十七條所稱之「授權」，全部定位在單純的債權契約，始能作出較圓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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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解釋，但此種解釋又與目前學者對第四項的解釋不合3。因此，新修正的規定

是否能夠平息過去對於「授權」見解的爭議，恐怕仍有困難。 
(二)採專屬授權與非專屬授權區分的問題 
 筆者比較贊成無論是專屬授權或是非專屬授權，應該一律賦予準物權效力的

說法，然而，著作權法修正顯然不是採此種說法，因此，於本文中暫不討論。然

而，採專屬授權與非專屬授權區分的立法方式，由於專屬授權與非專屬授權界限

難以區分，勢必在執行上產生困擾。 
 主要原因在於實務上在設計著作權授權契約時，可以把所有可能的授權型態

想像成一個漸層的光譜，光譜的一端是將著作財產權人權利全部架空的專屬授權

契約，光譜的另一端則是被授權人僅得自己非營利性的利用著作的非專屬授權契

約。通常在商業談判中雙方互相角力所談出來的授權合約，都會落在光譜的中

間，這些授權合約到底是屬於專屬授權，亦或是非專屬授權，會造成法律適用上

相當大的困擾。而非專屬授權背後所涉及之利益，未必較專屬授權不值得保護，

單純以此種契約實務上非正式的分類，賦予如此大的法律效力差異（準物權效力

與單純債權效力），亦難以令人信服。 
 此外，一般商用電腦軟體、電腦遊戲、電子書等著作權的授權，消費者依據

授權合約所取得的權利，是非專屬永久性的使用授權，新修正的著作權法將使此

種一般社會生活常見的非專屬授權型態，僅具有債權效力，一旦著作權有變動，

未經公證程序的非專屬授權契約，將會馬上產生侵害著作權的問題，因為依照立

法理由的說明可知，此類非專屬授權契約僅對原授權人發生效力，不拘束第三

人，亦即，對第三人而言，即屬未經授權而利用著作，就是著作權的侵害。無疑

迫使著作利用人都必須將授權契約經過公證。然而，公證並非免費服務，對於著

作利用人而言，勢必加重取得授權的成本，對於著作權的推廣未必是正面影響。

尤其面對數位世界處處都需要授權，可是當利用人取得授權之後，隨時都有可能

因為著作權的變動而由合法變非法，並非法制正常現象，值得吾人重新檢討此種

立法例的合理性。 
(三)專屬授權時能否約定著作權人得行使權利 
 而第三十七條第四項後段規定：「著作財產權人在專屬授權範圍內，不得行

使權利。」會產生一個問題就是授權契約能否約定雖屬專屬授權，但是著作權人

本身亦得利用該著作？有認為第四項後段規定，涉及著作財產權之行使與對外之

                                                 
3 實務工作者章忠信認為著作權法第三十七條第四項，賦予專屬授權「準物權效果」，
然而卻也同時認為「從第三十七條第四項規定觀之，專屬授權之被授權人在被授權範圍

內，僅係得以著作財產權人之地位行使權利，屬於代位行使，具『法定代位權』之性質，

其並未取得著作財產權，而著作財產權人在專屬授權範圍內，亦僅是被限制不得行使著

作財產權而已，其並未喪失著作財產權，仍是著作財產權人，而關於著作財產權之侵害，

均係以「侵害『他人』之著作財產權」為構成要件，是其在專屬授權範圍內，若仍行使

該著作財產權者，應僅構成違約，而不會構成著作財產權之侵害。」前後二種說法似乎

有所矛盾。請參閱氏著，九十年著作權法部分條文修正案概述，智慧財產權月刊，2001
年 12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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權利義務關係之安定，應屬「強制規定」，故此種約定應為無效者4。 
 但筆者則認為，專屬被授權人依據新修正著作權法第三十七條第三項的解

釋，享有再授權的權利，專屬被授權人本可依據其地位再授權給其他人，自然也

可以再授權給著作權人，而一併在原先的授權合約中約定著作權人得利用該著

作，並無不妥，實不宜逕行認定為「違反強制規定而無效」。 
 至於所謂涉及著作財產權之行使與對外之權利義務關係之安定，由於專屬授

權並不用經過公證，即可使專屬被授權人取得物權人的地位，專屬授權的時間、

地點、方式、權利內容等，都須依照授權契約內容加以判斷，即使將專屬授權限

制於著作財產權人不得自行利用的範圍內，就著作財產權之行使與對外之權利義

務關係而言，本質上即具有不安定性，因此，應不構成主張該條規定為「強制規

定」，違反強制規定為無效的說法。 
 然而，筆者亦承認，如何認定何種授權契約，是屬於專屬授權契約，確實將

對新修正的著作權法執行上造成爭議。不過，未在定義條款中增加專屬授權的定

義，或許也是留待學說見解及實務運作加以處理吧！ 
(四)專屬被授權人與著作財產權人間之關係 
 此外，同樣是第三十七條第四項後段規定：「著作財產權人在專屬授權範圍

內，不得行使權利。」還會產生另一個問題，就是著作財產權人若是在專屬授權

範圍內，違反授權契約行使權利時，究竟是負侵害著作財產權的責任？還是只須

負違約賠償責任？ 
 筆者個人認為，在採取專屬授權具有準物權效力的說法下，著作財產權人之

所以不得行使權利，是因為著作財產權人已經將該部分權利分離出去給專屬被授

權人，因此，著作權財產權若行使權利時，應該是侵害專屬被授權人的權利，亦

即，專屬被授權人就授權範圍內，是獨立的「準物權人」，即使是著作財產權人

本身，都不應該侵害專屬被授權人的權利，就像是地上權設定後，無特殊原因，

所有權人占有該不動產，仍然是屬於侵害地上權一樣。 
 然而，若採取專屬授權仍然只是債權契約，只是依照第四項規定，專屬被授

權人得代位行使著作財產權人的權利的說法時，則著作財產權人只是行使自己的

權利，並沒有侵害「他人」權利的問題，最多只須負授權契約債務不履行的損害

賠償責任。然而，有沒有可能既認為專屬被授權人具有「準物權人地位」，又認

為著作財產權人行使專屬授權範圍內的權利，並沒有侵害專屬被授權人的權利？

筆者個人認為由傳統的民法理論延伸過來會有矛盾，除非能夠提出確切的理由，

說明因為著作權具有特殊性，所以非如此解釋不可，否則應該儘量維持理論的一

貫性。 
(五)與其他智慧財產權法制授權規定的比較 
 著作權法新增本項規定後，我國著作權法有關被授權人法律地位的規定，大

致趨於完整（不過，僅只於「有」的程度，還有相當大的討論空間），以下將其

                                                 
4 章忠信，九十年著作權法部分條文修正案概述，智慧財產權月刊，2001年 12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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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智慧財產權法制5有關被授權人法律地位規定，摘錄如下： 
 專利法第八十八條規定：「Ⅰ發明專利權受侵害時，專利權人得請求賠償損

害，並得請求排除其侵害，有侵害之虞者，得請求防止之。Ⅱ專屬被授權人亦得

為前項請求。但以專利權人經通知後而不為前項請求且契約無相反約定者為

限。⋯」積體電路電路布局保護法第二十九條規定：「Ⅰ電路布局權人對於侵害

其電路布局權者，得請求損害賠償，並得請求排除其侵害；事實足證有侵害之虞

者，得請求防止之。Ⅱ專屬被授權人亦得為前項請求。但以電路布局權人經通知

後而不為前項請求，且契約無相反約定者為限。⋯」 
 商標法第六十九條規定：「依第二十六條規定，經授權使用商標者，其使用

權受有侵害時，準用本章之規定。」 
1.著作權法與專利法、積體電路電路布局保護法 
 由法條規定加以觀察，著作權法與專利法及積體電路電路布局保護法，同樣

將授權區分為專屬授權與非專屬授權而異其效力。然而，不同的地方在於專利法

及積體電路電路布局保護法，主要在處理的是到底專屬被授權人能否進行專利追

索（包括提起民刑事訴訟），著作權法則刻意迴避此一問題。 
 就此點而言，筆者本身比較贊成專利法的立法模式，因為依據授權契約，專

屬被授權人本來就可以「於私法上行使著作財產權」，無待法律特別規定，反而

是能夠獨立進行訴訟程序，才是專屬被授權人所關心的重點。不過，在最高法院

八十六年台非字第六十四號判決承認專屬被授權人具有獨立的刑事告訴權的實

務運作下，相信問題也不會太大。然而，若就專屬被授權人可以提起民、刑事訴

訟的條件而言，專利法規定則過於嚴格，甚至很可能挑戰到專屬授權具有「準物

權效力」的說法，就此點而言，筆者則認為著作權法規定較為可取。因為從賦予

專屬授權「準物權效力」的角度來觀察，準物權人應有獨立提起民、刑事訴訟的

權利，才會得到完整的保障。 
2.著作權法與商標法 
 商標法第六十九條規定，並未特別區分專屬授權與非專屬授權，只要商標被

授權人，其使用權受有侵害時，即可依法行使權利。或有認為在非專屬授權時，

根本不應該賦予被授權人有民、刑事訴訟的權利，因為非專屬授權應該僅具債權

效力。筆者則認為這種論點有點倒果為因，非專屬被授權人之所以不能進行民、

刑事追訴，主要的原因在於非專屬被授權人的使用權，不太可能被侵害。即使市

場上有一千個人都未經合法授權利用相同的商標，因為非專屬被授權人取得的使

用權，就僅僅是可以利用商標，所以只要其能夠繼續利用商標，就不會發生商標

的使用權受侵害的問題，自然也沒有提起民、刑事追訴的機會。 
 筆者本身是蠻贊成商標法的立法模式，可以解釋為所有的授權關係都具有

「準物權效力」，對於被授權人法律地位非常有保障。不過，目前主流的說法似

                                                 
5 營業秘密是否屬「權利」，亦或只是「利益」？由條文本身加以觀察，並無法得到明
確解答。有關於被授權人法律地位，營業秘密法未有特別規定，筆者個人認為營業秘密

並不是一種完整的權利，應歸類於「利益」，目前僅能夠透過契約加以保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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乎仍傾向區分專屬授權與非專屬授權而異其效力，因此，筆者也就不再多作討論。 
 

五、結語 

 雖然本文對於著作權法有關授權制度新修正的規定，提出不少看起來是負面

的意見，不過，這都只是理論上提出未來著作權人及著作利用人透過法律執行上

的質疑，實務上是否確實將發生此種爭議，仍有待觀察。 
 然而，對於主管機關為被授權人法律地位釐清的努力，筆者也為未來許許多

多的著作利用人感到高興，因為至少被授權人有機會利用新修正的著作權法規

定，透過爭取授權契約應設計為「專屬授權」模式，取得「準物權效力」的保障，

或是將授權契約經過公證程序取得特殊債權效力的保障，都較過去被授權人法律

地位不明的情形來得有利，相信對於著作財產權的交易會有一定的幫助。至於理

論上可能產生的問題，像是日常生活中常見但授權金額很小的非專屬授權，因為

期待這種授權契約進行公證程序顯然期待不可能，如何處理因著作權變動而產生

不合理的著作權侵害現象，就留待學者、實務透過實際實施所產生的情形，進一

步提出修正建議吧！ 
 此外，附帶一提的是，民間公證人的制度，在民國九十年正式施行，往後在

簽定著作權授權契約時，對於投資成本較大或對企業未來營運發展影響較大的著

作權授權時，因為著作權人比較不傾向於專屬授權的型態，宜善用民間公證人制

度，就著作授權契約進行公證，以取得著作權法的保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