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著作權市場的之法律經濟分析與集體管理機制 

 
著作權法制是財產法體系中的一環，在公平正義的追求之外，如何實現資源

有效的分配與運用，也是著作權法制的重要目標，這裡的資源所指的當然就是使

用著作物所能帶來的利益。著作權人與著作利用人是著作權法制中，居於相對地

位的權利主體。就著作權人的觀點而言，享受透過契約而獲得授權金的利益，並

確保其權利不受任意侵害為其關心的主軸；著作利用人利用著作物的方式，可能

以合法的手段與著作權人締約，付費取得授權，當然也可能不法地在未經授權的

情況下，以侵害著作權的形式完成利用行為。當然，在我國著作權法制下，著作

物利用市場的實況，除了締約授權使用、未締約侵權使用這兩種利用形式外，主

要還包括了合理使用的利用形式。何種著作權利用的制度設計可以使得著作物的

利用發揮其最大的經濟效益？而現行制度是否合理，著作權補償金機制的導入使

否可以讓讓著作利用權的分配與運用更有效率？本節將嘗試從經濟分析的觀

點，討論此一問題並尋求解答。 
 
一、著作利用權權利歸屬 
 
在決定著作權制度應如何合理有效地主導著作物利用市場前，首先應該要確

定權利歸屬，也就是由誰來擁有財產權。法律經濟分析中所指涉的「財產權」，

與我國法律架構下所慣用的財產權概念尚有不同。我國法律制度下的權利體系，

將財產上的法律關係類型化為個別的財產權，如民法上的物權、債權或專利法、

商標法、著作權法上的各種智慧財產權等。但是法律經濟分析所要處理的是利益

狀態的動態分析，所考慮的對象不限於傳統的「權利」概念。因此，舉凡一切對

於財貨的支配與利用行為，其權能係法律所賦予者，都是法律經濟分析中所要處

理的財產權。因此德國學者亦有將此種意義的 property rights以「行為權」
(Handlungsrecht)稱之1。 
準此以言，我們今天若要對於著作權制度中的「財產權」從事法律經濟分析，

判斷其權利歸屬是否適當時，判斷的對象就不是組成著作權內涵的個別元素如重

製權、公開播送權等權利本身，而應該著重在這些利用權能的動態關係，也就是

這些著作物利用權歸屬的面向予以探討。以我國現行的著作權法而言，利用著作

物的權能原則上歸屬於創作者（即著作權法第十條的「著作人」）。除此之外，合

理使用的規定也可以視為一種就重製行為之利用權能的分配規定（第四十四條至

第六十二條、第六十五條）。因此，我們可就著作人與合理使用權人這兩部分來

做一檢討。 
自從一九六○年芝加哥大學的經濟學者寇斯提出交易成本的概念以來，交易

成本即成為法律經濟分析的核心，財產權的歸屬與交易也藉由交易成本的觀點尋

                                                 
1 參見陳彥希，契約法之經濟分析，台灣大學法律研究所博士論文，頁 11。 



 

 

求合理的解釋。如果依照寇斯定理的基本論點，即「在沒有交易成本的情形下，

不論財產權如何界定，資源運用都會達到最有效率的境界2」，我們應該期待一個

零交易成本的世界。但是既然在現實世界不可能存在交易成本為零的情況，那我

們在進行交易時就應該設法降低交易成本。進一步來說，既然交易成本越低，資

源的運用會越有效率，那麼在定義財產權時最需要考慮的一件事，就是要使未來

的交易成本越低越好。換言之，財產權原則上應當歸屬於交易成本較高的一方，

使得往後需要以交易來調節財產權時，可以付出較低的交易成本。這也就是「效

率之尺」的概念，假設在市場上存有一把客觀的「效率之尺」，能衡量效率水準

的高低，在設定財產權時就應考慮可能產生的交易成本，使資源的配置在這把效

率之尺的刻度上越高越好。當市場功能充分發揮時，就可以依據市場機能調節，

使得資源根據這把「效率之尺」的指引流向價值最高的用途上3。 
除了交易成本的考量之外，損害防免成本的高低、相對損害的大小等因素也

應納入考量。以污染事件為例4，因為具體狀況的不同，工廠的防免污染成本可

能大於或小於居民的防免污染成本。同樣要達到防免有人因污染而受害的目的，

可能的方式有禁止工廠開工；也可能令污染區域內的居民搬遷或採取其他方式補

救。那應該要如何決定誰有這個權利？是工廠有權利開工製造污染，還是居民有

權利要求禁止工廠開工？如果污染區內人口密集，污染嚴重損害居民健康，付出

代價難以估計，此時居民的防免成本遠高於工廠，將禁止污染的權利賦予居民似

乎是正確的選擇：但若居民只有一人，關廠會讓數億元投資泡湯，百餘人失去就

業機會，工廠的防免成本勢將遠高於居民，關廠的正當性就薄弱多了。 
依循「降低交易成本」的基本立場，我們可以來檢視前面提到的著作權法就

利用權利歸屬所做的規定。首先是一般性的、商業性的利用。從原始型態的製版

權、重製權等著作權原始型態權利的利用來看，著作人因為創作所獲得的利益，

在理論上應該要大於或至少等於其著作物在其他人（也就是利用人）心目中的價

值，這樣著作人才會願意去承擔創作的成本5。如果我們不賦予進行著作物原始

創作的著作人擁有、支配著作物的利用權，放任利用人可以不受限制，也無須付

出任何代價就使用（換一個說法，也就是將利用權歸屬於利用人的情形），可以

想像的是，情況將會變成：著作人將再也不願意進行創作，或是就算創作，也只

願意藏諸金匱，不願意拿出來讓大家使用。於是當利用人有利用著作的需要，到

市場上去搜尋可利用的著作物時，找到合用著作物的機會將微乎其微。就此而

言，雖然此時交易成本中的「議價與決策成本」、「管制與執行成本」或許會壓低，

但是「搜尋與資訊成本」卻可能趨近無窮大，於是總交易成本將非常高。因此，

在一般商業使用的利用型態，將利用權歸屬於著作人是比較合乎效益的選擇。 
其次我們再來檢視合理使用的情形6。利用人利用著作物本來應該要透過交

                                                 
2 參見王文宇，民商法理論與經濟分析，頁 138。 
3 參見熊秉元，無所不在的寇斯，植根法學雜誌，民國 84年 11月，頁 179-180。 
4 參見王文宇，民商法理論與經濟分析，頁 142-142。 
5 參見 David D. Friedman, Law's Order，徐源豐譯，經濟學與法律學的對話，頁 200。 
6 依我國著作權法規定，合理使用屬於對著作財產權的限制；外國立法例則有將之定性為訴訟上



 

 

易，從締結授權契約的途徑取得利用權。可是在某些情況下，強迫利用人去締約

反而可能是不合效益的。比方說，如果重製的數量很少，獲得許可的交易成本相

對於許可的價值本身要來得高，而且這種重製行為對著作權人收入的影響很低，

著作人不會因為無力阻止別人使用，導致創作或公開的誘因降低時，要求雙方締

約的必要性就不存在，因為強迫雙方締約反而不能創造最大效益（請參見附表

一）。例如為了評論一本書而引用書中的一小段文字，當然是一種重製，而且這

種重製明顯地對書評者（即利用人）有利而對著作人無害。要求利用人向著作人

拿授權在理論上雖然可行，但是此一授權的交易成本將遠大於該交易所能創造的

利益，以致於這種交易實際上無從發生7。如果我們仍要求書評者必須取得授權

才可以引用，那麼結果是書評者根本不會引用，關於書評引用所能產生的利益也

就不會存在了；反之，若法律賦予書評者直接引用的利用權，著作人不因而失去

任何利益或是僅失去微不足道的利益，但是書評者卻可以得到引用並撰寫書評的

利益，於是該著作物所能創造的整體效益就提高了。 
 

附表一：合理使用效益 
 利用方式 著作人效益 交易成本 授權價格 利用人效益 總體效益

A 
合理使用但 
仍要求授權 

1 1 2 -1 0 

B 合理使用之情形 0 X X 1 1 
 
如果再考慮基於特殊的使用目的可以產生的正面外部性，那麼某些重製行為

的利用權能也應當直接歸屬於利用人8。因為有些著作物利用所導致的社會利益

不會被交易雙方列入考慮。以書評為例，我們就可以發現這樣的情形9：如果今

天書評者要對於一本新出版的小說發表負面的評論，為了要有效地證明書評者的

觀點，對於該小說內容的節錄是必要的。但是在這種情況下著作人願意授權的前

提一定是，授權金必須高到足以彌補此等負面書評面世造成其小說銷售下降所帶

來的損失；但是書評者顯然不會願意支付高於其撰寫該篇書評所能帶來收益的授

權金。於是，雙方將無法就權利金價格達成協議。但是我們不要忘了，書評可以

為公眾提供有價值的資訊，使得大眾把注意力轉移到更好的財貨上面去，因而增

進社會整體價值。為了要讓社會總體利益的成本不會完全加諸於書評者身上，法

律就應該直接賦予書評者利用該著作的權利。 
以我國著作權法第四十六條為例，該條規定「依法設立之各級學校及其擔任

                                                                                                                                            
之抗辯者。惟不論以之為權利之限制或訴訟上抗辯權，最終都在賦予利用人利用著作物的權能。

因此就法律經濟分析著重「行為」並以之為分析對象的立場來看，此一區別尚不至於影響實質討

論，故在此僅以利用人之利用權作為分析對象。 
7 參見 Richard A. Posner, Economic Analysis of Law, Fifth Edition, p47-48; David Lindsay, The law 
and economics of copyright, contract and mass market licences, p36. 
8 參見 David D. Friedman, Law's Order，徐源豐譯，經濟學與法律學的對話，頁 202。 
9 參見 David Lindsay, The law and economics of copyright, contract and mass market licences, p37. 



 

 

教學之人，為學校授課需要，在合理範圍內，得重製他人已公開發表之著作」。

而同條第二項復規定第四十四條但書之情形於此亦有適用，即「依該著作之種

類、用途及其重製物之數量、方法，有害於著作財產權人之利益者，不在此限」。

此種為了「學校授課目的」所進行的重製，由於其目的在於作為授課的教材，因

此雖然對於著作人可能造成些微的損失，但可由其所帶來的正面外部性彌補。況

且本條亦規定需考慮重製物之數量、方法，因此在少量重製的情形下，要求教師

尋求著作人的授權後方得使用，其所需付的交易成本顯然太高，著作人因為此等

重製損失之利益而導致失去創作或公開誘因的機會也不大。職是之故，直接將利

用權歸屬於利用人（在此為教師）是一個合乎經濟效益的安排。 
再以著作權法第五十一條為例，該條規定「供個人或家庭為非營利之目的，

在合理範圍內，得利用圖書館及非供公眾使用之機器重製已公開發表之著作」，

即所謂非營利目的的重製。在這裡，一方面由於個人或家庭非營利之重製數量

少，因此對於著作權人可能產生的損害微乎其微；另一方面我們也很難想像每一

個個人或家庭，為了一兩份重製品，都要個別地去尋求著作權人授權的可能性，

因為這樣的交易成本實在是太高了（特別要注意的是，這裡所牽涉到的重製僅限

於傳統的重製形式，最常見到的是影印機的使用，而且還限於非供公眾使用的機

器，至於現代的重製設備，尤其是數位設備利用的問題，有待下面進一步的討

論）。再從防免損害發生成本的角度來看，既然個人或家庭非營利重製對於製作

權人可能產生的損害極微小，著作權人證明其受到侵害的訴訟成本卻很高，那麼

把個人重製的權利歸屬於著作權人，顯然將導致無效率。因此，個人或家庭非營

利目的的重製權，應該歸屬於利用人。 
外部性的評估與授權成本的概念，同樣可以用來解釋著作權法第六十五條第

二項，有關合理使用判斷標準的規定。沿襲自美國著作權法第一百零七條的這四

項標準，雖然是綜合歷來判決的產物，但也隱然與前述分析的論點不謀而合。第

一項規定「利用之目的及性質，包括係為商業目的或非營利教育目的」所指涉的

正是外部性的是否具備；第二項規定「著作之性質」，第三項規定「所利用之質

量及其在整個著作所佔之比例」，以及第四項規定「利用結果對著作潛在市場與

現在價值之影響」則牽涉到授權成本與侵害程度的考量。 
 
二、著作權利用市場之法制選擇－財產法則或補償法則？ 
 
美國的法律經濟分析學者在討論有關財產權的保護問題時，多半會由寇斯定

理所衍生出來的原則，即「財產法則」(property rule)與「補償法則」(liability rule)
兩個概念切入分析。所謂財產法則，意指除非事先獲得權利人之同意，否則法律

禁止他人侵害這個權利。換言之，他人必須透過與權利人磋商談判，議定彼此主

觀上能接受的對價後，才可以侵害（或者應該說是利用）這個權利，或是改變原

有的權利歸屬狀況10。至於如何達到禁止的目的，其手段主要是藉由對侵害權利

                                                 
10 參見王文宇，民商法理論與經濟分析，頁 35。 



 

 

者予以懲罰，來阻止侵權的發生，並促使相對人尋求與權利人締結契約，以達到

利用權利並免於包括民事、行政甚至刑事處罰的目的。 
至於所謂補償法則，則是指即使未得權利人的事先同意，相對人仍可侵犯權

利人之財產權，但必須依法做適當的賠償。此金錢賠償的數額，通常是由公正第

三者如行政主管機關或法院核定，而非經由當事人間依其主觀認定的價值與談判

的實力自行協商議價11。以此而言，當相對人侵害權利人之權利時，只要補償權

利人因此所受的損害即可，也就是可以先侵害後賠償，不需要透過任何交易。通

常在交易成本很高的情況下，由於交易進行的可能性降低，補償原則就適合被採

用以促進資源的利用，成為替代財產法則中存在的自願性交易的手段12。 
在我國著作權法的規範下，我們一樣將著作人的原始權利與合理使用人的利

用權分別予以討論如下。 
在著作人的權利部分，依據著作權法第八十四條至第九十條規定了權利侵害

之救濟外，第九十一條至第一百零三條還規定了包括有期徒刑及罰金刑的刑事責

任。依據立法理由說明，著作權法之所以採用刑事責任，乃是因為「侵害著作財

產權者，多屬經濟型態之犯罪，其目的多為謀取財產上之不法利益，宜針對其特

性，課以經濟上之處罰，使其犯罪所付代價多於或至少相當於犯罪所獲利益，則

行為人基於得失之考量，自可減低犯罪之意圖，而收正本清源之效果。⋯⋯又著

作財產權之各種侵害態樣，以意圖銷售或出租而重製他人著作之行為，惡性最為

重大，獲利最為豐厚，著作人之損失亦最為嚴重，爰針對此類犯行於自由刑及罰

金刑均設加重處罰規定如第二項，以有效遏阻侵害」13。因此我國對於著作人所

擁有的權利採取的是財產法則，亦即在未經著作同意授權下，任何人均不得使用

著作物。 
用刑事責任保護著作權是否適當，刑度是否過重，在國內一直是熱門的討論

話題。由傳統法律的觀點出發者，多是針對刑罰的最後手段性以及相當性來作為

評論的依據14。從經濟分析的觀點來看，強制性的財富移轉只有在交易成本很低

的情況下，才應當被認為犯罪行為而課予刑罰，因為這樣的行為是無效率的。當

市場交易成本很低的時候，人們必須透過市場進行交易，否則財富的移轉就不應

進行15。因此如果要從經濟分析的觀點來決定侵害著作權所應課予的刑責，首先

要確定的一件事，就是交易成本的高低。如果市場交易成本過高，以致於利用人

欲透過市場交易獲得授權而不可得，或是不合效益考量時，原則上就不應該採用

刑罰來制裁利用人。其次，我們應當考量犯罪行為的經濟效率。在交易成本很低，

不符合合理使用要件的前提之下，透過授權而利用跟未透過授權而利用，在其所

                                                 
11 參見王文宇，民商法理論與經濟分析，頁 35-36。 
12 參見 David Lindsay, The law and economics of copyright, contract and mass market licences, p18. 
13 參見民國八十一年著作權法修正第九十一條之立法理由。 
14 相關討論包括是否應課予刑責、刑度高低、常業犯與非常業犯之區分以及是否告訴乃論等，
詳細內容參見經濟部智慧財產局九十年四月十二日研討「著作權法有關刑罰規定」會議紀錄。資

料來源：http://www.moeaipo.gov.tw/copyright/copyright_news/copyright_changelaw_2.asp，2002/9/30 
visited。 
15 參見 Richard A. Posner, Economic Analysis of Law, Fifth Edition, p225-226. 



 

 

能創造的總體效益上，前者通常會高於後者（請參見附表二）。附表二 A與 B間
總體效益的落差越大，以刑責處罰侵權的合理性就越高。 

 
附表二：侵害著作權 

 利用方式 著作人效益 交易成本 授權價格 利用人效益 總體效益
A 透過授權而利用 20 1 20 ≧30 ≧49 
B 未透過授權而利用 0 X X ≧30 ≧30 

 
至於刑度的選擇，最適刑罰理論的公式可以說明客觀上類似的行為卻可以課

以不同的刑罰。依據該公式，適當的預期刑罰應當等於受害者遭到的損害減去多

嚇阻一件犯罪案件的成本16。那麼像著作權法第九十一條對於重製他人著作物，

區分營利或非營利目的而給予不同的刑罰，就有了比較精確的正當性。因為營利

目的的重製顯然對於著作人的收益影響較大，也就是損害較大；在多嚇阻一件犯

罪案件成本不變的情況下，如果等號右邊的受害者損害越高，等號左邊的預期刑

罰自然也會越高。 
在合理使用的情形，現行法區分兩部分來處理。第一部份是第四十四條至第

四十六條，以及第四十八條至第六十二條的合理使用部分。依據這些條文的規

定，符合要件的利用人，可以在未經著作人許可、授權的情況下使用著作物，並

且無庸付出任何代價。亦即利用著作物的權利，在此由法律直接賦予給利用人，

由利用人擁有財產權利。 
第四十七條有關教科書編製目的的重製、改作或編輯，屬於合理使用的變

形。因為該條第四項規定，「利用人應將利用情形通知著作財產權人並支付使用

報酬，使用報酬率，由主管機關定之」，即所謂的法定授權。雖然名曰授權，但

尚非以法律擬制一契約使利用人獲得授權，仍然直接將利用權歸屬於利用人，因

此不存在財產的移轉或交易行為。只不過法律在此特別規定，利用人之利用以支

付使用報酬為要件。因此在這裡著作權法所採取的是補償法則，也就是利用人可

以自行決定是否利用著作物，但是一旦利用著作人就可以享有補償權利，即使用

報酬。 
為什麼在第四十七條的情況下會出現合理使用的特殊類型？如果從效益的

觀點來分析，對照第四十六條的規定，外部效益之追求與鼓勵創作之利益的調和

可能是一個合理的解釋。因為第四十六條所規定的合理使用受限於第四十四條但

書有關數量、方法的限制，因此在追求教育文化的外部效益這一點上有其侷限

性；可是如果為了追求外部效益而過度忽略著作人的利益，也有扼殺創作誘因的

風險。因此，制度設計雖然把利用與否的權利給了利用人，但是讓著作人獲得補

償權利。同時，為了防止額外成本的出現，即侵權官司的訴訟成本，故將使用報

酬率的約定，改由行政機關決定之。 
除了上述幾種我國著作權法所採用的制度外，在比較法上也還存有其他的類

                                                 
16 參見 David D. Friedman, Law's Order，徐源豐譯，經濟學與法律學的對話，頁 320-323。 



 

 

型，例如本文第○章第○節所介紹的補償金制度。單純作為一種補償，而非利用

著作物所支付的對價，補償金制度嘗試提供一些單純靠市場無法解決的問題。以

我國著作權法第五十一條所規定的個人或家庭非營利目的的重製而言，由於交易

成本遠高於授權所能帶來的利益，而且若要以之為侵權行為，執法的成本亦遠高

於所能帶來的利益，因此很難將之從合理使用的範圍剔除，強迫每一個人在個人

利用的重製仍尋求著作人授權。但是在數位設備發達的今日，縱然有限於「非公

眾使用之機器」之限制，我們已經很難說個人使用的重製對於著作人利益的侵害

不存在或者僅是微不足道的。補償金可以說是調和這種矛盾一種折衷的作法，亦

即維持個人使用的重製為合理使用範圍所及，但是將著作人所受損害予以適度補

救的措施。 
 

三、數位時代個人使用制度之調整與集體管理機制之再構成 
 
現行著作權制度在數位時代來臨，網際網路廣泛運用與數位設備普及的今

日，早已面臨空前的挑戰。我們或許不能說往日著作權制度的基礎已不復存在，

但是某些調整顯然是必要的。以本研究關切的中心議題來說，當個人合理使用已

經對於著作人的利益產生實質侵害，影響了創作的誘因；大量的著作流通與利

用，使得一般授權的交易成本產生提高的現象時，採取何等機制可以解決這些問

題，即是我們所關切的。 
以個人合理使用的情形來說，過去我國著作權法是用「非供公眾使用之機器」

以及「合理範圍」來做控制，以期在著作人與利用人利益間尋求平衡。就非公眾

使用之機器這一點限制來說，其思維乃是停留在以紙本為著作物載體與以影印機

為重製工具的基礎之上；合理範圍之限制則試圖壓低個人使用對於著作人利益的

侵害。不過，今天的重製機器，其範圍遠超過影印機，在家用錄音錄影機之外，

還包括各式各樣數位設備如掃描器、光碟燒錄機等，且價格低廉普及率高。這無

疑使得非供公眾使用之機器的限制效果大為貶值。同時，是否屬於合理範圍，也

牽涉到每一個案必須做實質認定的問題。這意味著一旦著作人認為利用人之行為

超出合理範圍，將幾無例外地面臨合理使用的抗辯，支付訴訟的代價才有可能獲

得權利救濟。結果將是著作人放棄救濟而一無所得，因為救濟的成本遠高於能獲

得的賠償。長此以往，著作人由於不能確保自己應得的利益，創作誘因即會下降。

以現況來看，在音樂著作市場即可顯現出這種交易萎縮的情形。台灣 IFPI根據
其會員資料所做統計顯示，從一九九七年至今，台灣的唱片市場規模從一百二十

三億，縮小成五十三億；和全盛時期近兩百億相較，更萎縮近四分之三17，即是

這種利益追索困難與創作誘因降低交互作用的結果。 
不過，即使有上述各種對於著作人不利的問題，個人使用的情形想用傳統的

契約法或侵權行為法則來處理此一問題無論如何是不合乎效益的。主要的問題當

然還是卡在雙方當事人難於與他方進入締約的條件，更不可能事後一一依據侵權

                                                 
17 資料來源：http://iwebs.url.com.tw/main/html/epots/71.shtml，2002/10/2 visited。 



 

 

行為法則一一訴追。如果我們無法就利用行為本身找出解決問題的蹊徑，那麼另

一個可能的手段，乃是從重製行為的源頭，即重製機器著手，這也就是補償金制

度的基本精神（請參見附表三）。簡單地說，這裡會有一點類似法定授權的精神，

將利用權直接歸屬於利用人的同時，賦予著作人補償權利。只不過為了經濟效益

的考量，並著重重製機器與重製行為間的因果關係，補償的方式變成向重製機器

廠商徵收補償金，再將此一成本轉嫁到重製機器消費者，即利用人身上。 
 

附表三：補償金制度 
 利用方式 著作人效益 交易成本 授權價格 利用人效益 總體效益

A 
合理使用但 
仍要求授權 

1 1 2 -1 0 

B 合理使用之情形 0 X X 1 1 

C 
合理使用並 
徵收補償金 

0.1 
0.1 

(補償金)
0.2 

(補償金)
0.8 0.9 

 
附表三中的 A與 B跟前面附表一的 A與 B是相同的情形。必須先說明的是，

在 B的情形看起來著作人效益好像只是零，但事實上如果考慮了創作的成本，
著作人在得不到任何支付的情況下，效益其實可能是負值，只不過在傳統個人的

合理使用情況下，由於其損害甚微，因此我們略而不計。可是在數位時代，個人

使用的質與量都大幅增加，積少成多的結果使得我們不能再忽視著作人的損失，

C的補償金制度乃是一種調和的作法。由於利用人與著作人間不存在契約，補償
金也不是利用的對價，因此在著作人收益的部分，可能僅及於其透過合理使用所

能獲得報酬的十分之一，但至少可以彌補其所投入的創作成本，緩和創作誘因降

低的風險；直接向重製機器廠商收費，使得補償金的交易成本遠低於單一授權；

而利用人的效益雖然比純粹合理使用略微下降，但仍能維持正值。最終在此一機

制下，最右邊的總體效益雖然看起來好像比原來的合理使用情形略微下降（因為

畢竟還是付出微量的交易成本），但是沒有顯現在此一表內的，卻是著作人可能

因此回升的創作誘因。故整個來看，補償金制度的社會總體效益會高於純粹合理

使用。 
 

附表四：集體管理機制介入授權過程 
 利用方式 著作人效益 交易成本 授權價格 利用人效益 總體效益

A 透過授權而利用 10 8 18 ≧30 ≧32 
B 未透過授權而利用 0 X X ≧30 ≧30 
C 仲介團體介入 8 1 9 ≧30 ≧37 

 
補償金主要目的在於解決個人使用的問題，至於一般的商業性利用，又是另

外一種狀況了。附表四 A所表現的是一種交易成本雖然不至於高到阻止交易發



 

 

生，但是卻不能達到總體最大效益的情形。這種情形最常見於個別著作人與商業

團體利用人締約的情形。因為個別著作人尋找不易，產量又遠不如商業性公司（如

唱片公司），因此每一個別授權的授權數量偏低，導致交易成本偏高。同時，如

B所示，將之劃入合理使用，不但使得製作人蒙受損失，總體效益反而還不如透
過授權利用。職是之故，著作權的集體管理機制是個可能的解決方案。 
在附表四 C的情形所顯示的，是管理數量達到一定規模之仲介團體介入授

權的情形。著作人所能獲得的利益可能會低於其單獨交易所能獲得的利益，因為

在此他的議價空間會比較小；但是交易成本將會因為規模經濟的達成而大幅降

低。如此一來，不但交易價格可以趨於低廉，促使利用人利用意願提高，增加交

易數量，同時每一筆交易所能創造的總體效益也會比 A、B兩種情形都來得高。 
集體管理機制在這裡還可以作為另一個問題的出口，那就是刑事責任的問

題。依據現行著作權法，只要不合於合理使用的要件而重製他人有著作權的著作

物，縱然不是出於出售或出租目的，仍然一律必須負起刑事責任（第九十一條以

下）。舉例言之，廣播電台如果未經著作人授權播放其音樂著作，可能會構成第

九十二條有關公開播送的刑事責任。這些刑罰條款看起來似乎頗為懾人，但事實

上在授權管道不夠暢通的情形下，刑罰條款的設計一方面阻止了侵權，另一方面

卻也扼殺了著作物被利用的機會。換言之，刑罰的存在並不能如前面所列附表二

所示地發揮創造最大整體效益的功能，因為刑罰不能促使附表二 A的情況實現。
如此一來，刑罰存在的效益就令人懷疑了。誠然，與貿易有關之智慧財產權協定

（TRIPS）第六十一條規定「會員至少應對具有商業規模而故意仿冒商標或侵害
著作權之案件，訂定刑事程序及罰則。救濟措施應包括足可產生嚇阻作用之徒刑

及（或）罰金，並應和同等程度之其他刑事案件之量刑一致」18，但是刑罰的存

在必須能達到其目的才有意義。在集體管理機制有效運作的狀況下，許多過去難

以完成的交易都可以透過仲介團體所建立的交易平台廉價並有效率地進行，從而

減少侵權行為的可能，同時促進著作物的利用。如此一來，除了出售出租目的之

重製行為或許還有保留刑事責任的必要之外，其他的侵權行為似可考慮回歸一般

侵權行為損害賠償責任的處理即可。 
原則上在著作利用權的歸屬問題上，我們當然還是要將利用權利歸屬於著作

人，但是利用仲介團體的機制來降低交易成本後，我們可以重新衡量此時到底應

該要採取財產法則或補償法則，亦即我們到底是否應該課予一般商業利用的侵權

行為刑責。這裡還牽涉到的一個問題是，仲介團體的授權費率是否應當由政府管

制的問題。如果授權費率由仲介團體自行決定，以追求多數仲介團體開放競爭，

發揮市場機制效用的效果，那麼刑責的規定就不宜存在。因為刑責將使得利用人

的談判空間壓縮到零，仲介團體反而會藉此任意定價，甚至造成集體壟斷的局

                                                 
18 該條原文為："Members shall provide for criminal procedures and penalties to be applied at least in 
cases of wilful trademark counterfeiting or copyright piracy on a commercial scale. Remedies available 
shall include imprisonment and/or monetary fines sufficient to provide a deterrent, consistently with the 
level of penalties applied for crimes of a corresponding gravity."資料來源：
http://www.wto.org/english/docs_e/legal_e/27-trips_05_e.htm#5，2002/9/23 visited。 



 

 

面。此時仲介團體存在的意義－－即促進著作物利用的目的反而又將落空，因為

利用人面對高額的定價，最後仍然可能選擇放棄利用。當然我們也可以一方面保

留刑責的規定，一方面配套地以管制費率的方式進行干預，確保利用人不會處於

絕對弱勢。但是行政管制所衍生的成本，將再度把交易成本拉高，貶損仲介團體

的功能。所以在最後配套制度的選擇上，我們認為在這裡應該要採用補償法則，

選擇開放費率自由競爭，同時取消刑罰規定，僅用民事賠償（或許加上損害額一

定倍數的懲罰性損害賠償）來譴責商業性利用的侵權行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