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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推薦序 

很高興知道熊誦梅法官又要出書了！幾年前她出版了

《當公法遇上私法Ⅰ：台灣智慧財產訴訟制度之今昔》，

發表她十餘年來的辦案和研究心得，對於智慧財產法院成

立前後的重要議題，以及台灣智慧財產訴訟制度之變革加

以論述，頗受好評。如今再接再厲出版論文集，將其近年

來的研究成果集結成書，必然也將會在智慧財產領域引起

重大的迴響。 

個人認識熊法官已經超過二十年，她是臺大法律系畢

業的優秀校友，除了在臺大完成學士和碩士學位外，更前

往美國柏克萊加州大學獲得法學碩士與JSD法學博士學位，
是少數法官中具有美國法學博士者。而在長達二十餘年的

法官生涯中，她除了歷任臺北地方法院法官和司法院調院

辦事法官外，在智慧財產法院任職期間最長，可以說是在

智慧財產法院資歷最深、經驗最豐富的法官之一。任職期

間，熊法官以其深厚的學理基礎，寫出許多深具影響力的

重要判決，這些判決經常在實務界與學術界被引用，對我

國智慧財產法的實踐與發展有卓著的貢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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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書蒐集熊法官近年來發表的著述，領域集中在著作

權法與專利法，以及智慧財產法院制度面的議題，包含我

國、美國與歐洲不同的觀察面向，並對於智慧財產法的制

度與解釋適用，提出許多深刻的問題與具有建設性的意

見，值得關心智慧財產領域的人共同省思。 

 

 
臺大法律學院教授 

歐盟莫內智慧財產法講座教授 

謝銘洋 
2018年10月2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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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commendation 

Judging is hard work. So is academic research (when it’s 
done right). Anyone who gains the reputation of a well-prepared 
judge has put in some serious time mastering the relevant legal 
principles, as well as poring over the record in a given case. 
Likewise, someone who produces high-quality scholarship has 
to keep up with general trends in her field, and then research 
and write in depth on specific topics. When someone does either 
of these tasks well, we call them a success. When someone does 
both, we go further: we celebrate the presence of a rare 
superstar. 

Judge Hsiung is just such a figure. With her first book, one 
could see the result of hard work and diligence. But that book 
grew out of Judge Hsiung’s graduate school research. (I should 
know: I supervised her thesis.) It took determination to turn a 
thesis into a book, while serving as a sitting judge. But the 
research, and a good part of the writing, was done as a full time 
student. 

Now with her second book, the good Judge has ascended 
into superstar territory. The articles gathered in this book all 
come from research and writing undertaken after graduate 
school. This is the work of someone with a full-time, 
demanding job. (Two jobs, if you count being a mother in the 
mix.) It is the result of perseverance, commitment, and a dee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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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terest in her field. When you read this book you are reading 
the work of someone who really wants to keep learning and 
developing her ideas, and to share them with others in her field. 
Many a judge and lawyer are occasional visitors to the world of 
scholarship. But Judge Hsiung is a full-time resident. She has a 
seriousness of purpose and a steady level of interest. I would not 
at this point know how to describe her: Judge-Scholar? Scholar-
Judge? Let’s just skip over that debate and return to a label I 
used before: superstar.  

Half the articles in this book are on patent-related issues; 
half on copyright. This shows an impressive range. There is 
enough complexity and detail in each field that most who study 
them specialize in one or the other. But I have myself crossed 
back and forth between them at times. I believe there is a lot of 
similarity in the basic structure of the two fields. And I believe 
the fundamental policy debates in both are similar to each other. 
Again, though, it takes commitment to stay on top of both. 
Judge Hsiung shows in this book she is up to the task. 

Another facet of the book – reflected in the title – is that it 
treats copyrights and patents as fields that exist at the crossroads 
of public and private law. Practicing lawyers and even law 
students may find it unremarkableto treat these topics that way. 
After all, both sets of rights are rooted in a complex statute. 
Patents are issued (and sometimes revoked) by a government 
agency. And infringement cases in both fields are brought to the 
courts for resolu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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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ll true enough, but consider this: scholars are divided on 
how best to classify copyrights and patents. They often resist the 
“hybrid” label, insisting on one or the other: they are either 
regulatory instruments, creatures of public law; or private 
property, and thus pure private rights. 

Judge Hsiung knows better. In industry, copyrights and 
patents are almost always considered property rights. They are 
issued by the state, but post-issuance, they can be licensed, sold, 
pledged as collateral for a loan, and included as corporate assets 
for purposes of investments, acquisitions, and the like. They are 
issued by governments, but then they become assets around 
which private parties structure all sorts of deals. It takes an 
experienced hand both to see the private law side of these rights, 
and to appreciate why it matters. Courts in intellectual property 
cases serve two distinct functions. They review the work of 
administrative agencies (patent and copyright offices, and 
trademarks too). But they also referee disputes between private 
actors who have structured their actions around one or more of 
these rights. A good intellectual property judge understands the 
dual nature of these rights, and brings equal sophistication to 
both sides of the ledger. With her work in court, and the Essays 
in this book, you can see that Judge Hsiung has attained that 
understanding. And she puts it to good work. Scholars in the 
field: take note! 

購書請至：http://www.angle.com.tw/book.asp?BKID=10360



 

 

One of the great pleasures of being a Professor is to follow 
the careers of students after they leave the university. Not 
everyone takes the same path. Private practice and in-house 
work are demanding and can bring great satisfaction, putting 
expertise to practical use and contributing to the goals of clients 
and in-house teams. But when one of your students – by hard 
work and passion for the field – exceeds all expectations by 
excelling at two difficult jobs, that is a very special feeling. You 
who have seen Judge Hsiung preside in court, or who have the 
good fortune to read this book, are fortunate indeed. You are in 
the presence of a rare person – a Dual Master, you might say. I 
hope you appreciate that presence as much as I do. 

 

 

 
UC Berkele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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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 序 
雲端上之智慧財產權 

當公法遇上私法系列之第一本論文集──台灣智慧財

產訴訟制度之今昔，出版迄今已逾7年，承蒙各界肯定，書
早已售罄，元照出版公司也早在2014年即規劃出版第二本
論文集，即當公法遇上私法Ⅱ──雲端上之智慧財產權，

但因審判工作考慮甚多，遲遲未能定稿。一個月前巧遇元

照出版公司紀總經理，竟還掛念此事，隨即請編輯與我聯

絡，督促著我，才有這本論文集的誕生，也重刷了第一本

論文集，即當公法遇上私法Ⅰ──台灣智慧財產訴訟制度

之今昔。 

本論文集包括幾年前在各期刊雜誌所刊登過的文章，

雖然現在出版距離刊登已有相當時間，但仍代表著我對智

慧財產權特別是著作權及專利權相關議題的看法。其中與

著作權有關的文章，更是針對智慧財產法院102年度刑智上
訴字第88號違反著作權法案件聲請大法官解釋的動力，相
關解釋理由書已經智慧財產法院裁定公開，且在司法院法

學資料檢索系統可以查閱。 

另外，與專利權有關的文章，則係有關專利濫用、通

常知識者及手段功能用語的討論，當然更少不了最令人關

心之與專利訴訟制度相關的文章，特別是與建立金字塔之

智慧財產訴訟制度有關之論文「分久必合，合久必分──

台灣智慧財產訴訟新制之檢討與展望」。2011年奉司法院
選派參加在歐洲舉辦的國際智慧財產法官會議時，意識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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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國際專利司法競爭的趨勢，遂寫了「從瑞士聯邦專利法

院之成立看國際專利司法競爭」一文。而由於雲端技術之

茁壯發展，如今觀之，與國際貿易息息相關的商事及智慧

財產訴訟均有此趨勢，對於以智慧財產立國的台灣而言，

如何因應，不可不慎！ 

最後，附上一篇 2009年在日本大阪關西大學舉辦
「Judicature and Minority」（司法與少數族群）國際會議上
所提出之關於台灣原住民智慧創作保護法之英文報告。有

趣的是，本篇是基於中文論文「變調的涼山情歌──解開

衍生著作的緊箍咒」改寫而成的，事實案例同一，但討論

議題不同，也算是一種新的嘗試。正逢台灣智慧財產法院

成立十周年，期待舊雨新知，繼續批評指教！ 

值此台灣智慧財產法院成立十周年之際，謹以此書配

合第一本論文集的再刷，紀念自己為智慧財產審判所付出

的心力。這十年來，從參與智慧財產法院的創設到看著法

院的發展，難免偶有踽踽獨行之寂寞，但審判經驗需要時

間及案件的累積，我何其有幸，十年來不間斷地從案件中

學習，對智慧財產審判的熱愛不減當年，且越加浸淫其中

而不斷有所領會，回首來時路，步步都是感恩，感謝曾經

同行之人，包括法院同仁、曾經上過我的課、聽過我演講

的人、甚至是當事人及訴訟代理人，因為你們讓我更加熱

愛智慧財產，也因為你們讓我有勇氣及力量在智慧財產審

判的道路上繼續前行。 

 
2018年11月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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著作權法與創意保護？ 
──安妮法案300週年有感 

台北律師公會編輯委員今年初夏邀請我就「著作權或相關

案件發揮保護創意之思考」為題，在律師公會季刊的「給一個

說法」專欄中，發表一點意見。正巧國際間公認之第一部現代

著作權法──安妮法案（the Statute of Anne）今年剛好滿300週
年，我也想在這個歷史的時刻就著作權之相關議題，抒發一點

感想，因此我就答應了編輯，在秋天之前要給一個說法。不過

思考了一個夏天，我從文化創意，想到電影產業（我大學同學

詹婷怡律師製作的「父後七日」，大家一定要去看喔！）從雲

端時代，想到網路科技的創新發展，在在都與著作權有關，然

而著作權法制還是300年前安妮法案，作為一個鼓勵學習的法

律嗎？（安妮法案的原始名稱為“An Act for the Encouragement 

of Learning, by vesting the Copies of Printed Books in the Authors 
or purchasers of such Copies, during the time therein 
mentioned.”） 

1710年4月10日安妮法案的通過，係為因應印刷技術的更

新，因而出現了以保障著作人為名，但實際卻更保障了出版商

利益的第一部現代著作權法案。法案賦予著作人重製（copy）
的權利，並且得以轉讓，使著作物具有財產權的形式，而為了

要出版，大部分的著作人當然還是選擇轉讓予出版商，因此出

版商當然還是最大的得利者，但是不可諱言的，著作人也因此

受到保障及利益。300年來，著作權法受到科技的挑戰，遠甚

於其他智慧財產家族。專利法制自亞里斯多德時起到1474年威

購書請至：http://www.angle.com.tw/book.asp?BKID=10360



2 當公法遇上私法Ⅱ──雲端上之智慧財產權 

尼斯公布發明者條例（Inventor Bylaws）迄今，基本上並未有

太大的改變，而西元前四世紀有商業活動開始即已發展之商標

制度，亦未見何本質上的重大差異，但300年前才開始法制化

的著作權法，卻不斷受到科技既深且廣的影響，至少著作權的

類型，隨著科技改變著作態樣而不斷增加，早已不僅僅是重製

權而已了。網路科技之發展，讓學者專家還在討論數位化時

代，剛增設公開傳輸權不久，又要開始討論雲端時代對著作權

的影響，而網路科技之發達，一方面使人更加容易利用他人著

作外，同樣地也不斷帶動著作質與量的提升。 
幾年前，我在課堂上常常問同學：「從小到大沒有侵害過

著作權的請舉手？」現在我則是問同學：「今天還沒有侵權的

請舉手？」網路技術的不斷更新，使人動輒得咎，輕易就構成

違反著作權法之行為時，我們不禁要思考這到底是一個

Copyright Act或是Copywrong Act呢？ 
台灣著作權法第1條規定：「為保障著作人著作權益，調

和社會公共利益，促進國家文化發展，特制定本法。」因此著

作權法絕對不是僅為保障著作權人而設。安妮法案通過時，正

是安妮女王時代Queen Anne of Great Britain的文化盛世，因此

著作權法的通過，代表對文人、藝術家的尊重，也藉此鼓勵文

化發展。然而，時至今日，科技的發達，帶動著作之質的提升

及量的增加，網路上早就創造了無數的著作人及著作，有沒有

著作權法的保護，似乎已不再影響創作人的創作動機，當著作

權法已非鼓勵創意表現的誘因時，著作權法又應該有何符合時

代性的解讀呢？ 
我給的說法，並不是要大家揚棄著作權法制，也不是說著

作權法制即將崩潰。著作權法制雖然屢屢受到科技挑戰，遭受

無情抨擊，但還是屹立不搖，除了內容不斷增加外，也不見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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著作權法與創意保護？ 3 

何根本性之改革，我想除了著作財產權人龐大經濟利益下的堅

持外，也有一種對社會公平正義的期待。尊重創意，其實已經

形成一種社會文化，即便是東方社會也不可能再回到偷書是雅

賊，天下為公的思潮裡。創意或許代表經濟利益，其實也代表

對個人自由的尊重。而要如何保護著作權，亦會隨著社會變化

及個人意願而有不同，例如數年前在部落格kuso候選人，可能

還會吃上違反著作權法，甚至選舉罷免法的官司，但現今網路

kuso公眾人物非常普遍，就鮮少有人再以著作權法相繩了。另

外，也有為數很多的著作人，就是有天下為公的思想，例如寫

戰爭與和平的托爾斯泰，就一直想要將自己的著作充公，而自

認是共同創作的托爾斯泰妻子，就不以為然，在托爾斯泰晚年

起了很大的爭執，最後托爾斯泰負氣離家，最後竟死在一個小

火車站裡（詳情可參電影The Last Station，中文譯為「真愛旅

程」，看了中文片名一點都不想看，但在飛機上看完後，覺得

非常精彩，二位年逾60歲的演技派演員分飾男女主角，是我認

為今年上半年最好看的電影，下半年應該就是「父後七日」

囉！）。另外，大家還記得去年下半年的一部電影 Julia & 
Julie，中文翻譯為「美味關係」，是一位部落格作家Julie，改

編名主廚Julia的食譜書並加入自己的生活寫照，最後部落格暢

銷，不但出書還拍成電影，但據稱Julia從不上Julie的部落格，

也不看電影，也不願與Juile連絡，想必也有可能是不喜歡別人

以她的食譜及故事改編為另一個故事吧！ 
總之，現今的科技發展，對著作權法而言，是一個最好的

時代，也是一個最壞的時代，一方面可將著作權用於各個文化

創意產業換取商業利益，一方面著作權法也已不再僅強調對著

作權人的保護。為促進文化發展，已不需以著作權的保護，作

為鼓勵創新的誘因，反而應該是強調不要壓抑他人接觸、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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著作權的空間，鼓勵著作之流通，才有可能促進文化發展，我

想以這樣的一個說法，紀念安妮法案300週年！ 

 
本文發表於《在野法潮》，第7期，2010年10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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尋找台灣的Sean Parker 

在線上音樂檔案分享（ file sharing）的發展史上，Sean 
Parker（台灣有譯為：西恩．派克1；大陸有譯為：肖恩．帕 

克2；本文直稱為：Sean Parker）絕對占有相當重要的地位，因

為他改變了全世界聽音樂的方式。Sean Parker，1979年出生於

美國維吉尼亞州，現在也不過剛逾而立之年。年少輕狂時，他

的嗜好就是當駭客，以及寫程式。16歲時，曾因駭入財富500
公司（Fortune 500 company）的網站，而被美國聯邦調查局查

獲，因其未成年而被判處社區服務。高中時，其在電腦方面之

表現，已足以說服其父母允許他開始創投而不再繼續接受大學

教育。1998年高中畢業後，Sean Parker便與14、15歲時在網路

上認識的Sean Fanning （1980年出生於美國麻薩諸塞州）於

1999年6月共同創設了全世界第一個最成功的線上音樂網站

Napster3。1990年代，MP3的規格化及改良，改變了儲存及播

放音樂的載體。而Napster的出現，更使MP3的使用推向高峰。

Napster是一個集中式的peer-to-peer（會員對會員）線上音樂網

站，方便登記之會員將其所有之MP3音樂登錄至一個中央伺服

器，並由其他會員於需要時下載儲存。Sean Parker將個人以

                                                        
1 例如：社群網戰／臉書（FACEBOOK）前總裁西恩派克（Sean 

Parker），2011年1月24日，網址：http://blog.yam.com/les2s5s/article/ 
34596571（瀏覽日期：2012年6月3日）。 

2 例如：「網路先知」，再創社交視頻Airtime，2012年4月1日，網

址：http://inf0.china.alibaba.com/news/detail/v5003000d1025374628.htm1 
（瀏覽日期：2012年6月3日）。 

3 See Steven Bertoni, Cover Story of Forbes, Sean Parker: Agent of 
Disruption, October 10, 20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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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P3從網路上儲存及播放音樂的模式，透過Napster開放給認識

及不認識的會員們一起免費共享。這個早期的線上音樂分享技

術，引爆了其後線上音樂技術的發展，某種程度，也引領了其

後影音型態網際網路的發展。 
Napster開張未久，因為其免費且容易操作，所以很快就受

到許多學生的歡迎，有些學校甚至禁止使用Napster，因為使用

的人太多，學校宿舍的網路流量無法負荷4；另一方面Napster
也隨即面臨侵害著作權的挑戰。1999年12月6日A&M唱片公司

及其他七家唱片公司即已向北加州聯邦地方法院對Napster提

起侵害著作權之相關訴訟5。2000年1月7日亦有三位唱片發行

人代表相同地位之音樂發行人，對Napster提起推定的團體訴

訟6。而來自加州洛杉磯的重金屬團體Metallica，發現其為電影

「不可能的任務2」（Mission Impossible Ⅱ）所創作的電影原

聲帶，在音樂專輯尚未發行前，網路上竟已流傳其中一首「I 
Disappear」的母帶音樂，且已在全美數家廣播電台中播出，

Metallica溯本追源至Napster，赫然發現Napster竟也提供其樂團

的所有專輯目錄供會員免費下載7，這使得Metallica一怒之下於

2000年4月13日對Napster提起侵害著作權的訴訟8，其後Napster

                                                        
4 See Kevin Anderson, Napster expelled by universities, BBC News, 

September 26, 2000, available at: http://news.bbc.co.uk/2/hi/business/ 
942090.stm (last visited on June 3, 2012). 

5 See A&M Records, Inc. et al. v. Napster Inc., 114 F. Supp. 2d 896 (N. D. 
Cal. 2000). 

6 See id. at 900. 
7 See Epinions, Mission: Destroy Napster, May 13, 2008, available at: 

http://www.epinions.com/review/musc_mu765488/content_42829214886
8 (last visited on June 4, 2012); see also Metallic v. Napster, Inc., 
Wikipedia, available at: http://en.wikipedia.org/wiki/Metallica_v._Nap- 

   ster,_Inc. (last visited on June 4, 2012).  
8 See Christopher Jones, Metallica Rips Napster, April 13, 2000, availab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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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 續 面 臨 許 多 個 別 音 樂 創 作 人 對 其 所 提 起 之 侵 害 著 作 權 訴

訟 9。2000年8月10日，北加州聯邦地方法院院長Marilyn Hall 
Patel認 A&M唱片 公司 等之 定暫 時 狀態 聲請 或 稱暫 時禁 制 令

（motion for preliminary injunction）為有理由，禁止Napster繼
續於網站上提供侵害原告等著作權之音樂，同時命原告應提出

500萬美元之擔保金，作為該定暫時狀態處分若被撤銷時，被

告所受損害之擔保10。2001年2月12日由第九巡迴上訴法院院長

Robert R. Beezer組成之合議庭，原則上維持聯邦地方法院准許

定暫時狀態處分之決定，僅對執行之方式，賦予原告等更多之

責 任 （ 原 告 必 須 協 助 Napster如 何 確 認 原 告 享 有 著 作 權 之 範

圍）11。2001年3月5日，北加州聯邦地方法院院長Marilyn Hall 
Patel依據上開第九巡迴法院之決定，亦對Metallica等之定暫時

狀態處分聲請做出決定，且命Metallica等提出5萬美元之擔保

金 12。面對A&M唱片公司等由美國錄音產業公會（Recording 
Industry Association of America）所主導之法律訴訟，Napster最
終於2001年7月停止服務並宣告破產，且經由清算程序賣給

Roxio公司13。雖然有許多團體包括法學教授，以及眾多網路使

                                                                                                                  
at: http://www.wired.com/politics/law/news/2000/04/35670 (last visited 
on June 4, 2012). 

9 See e.g. John Borland, Rap artist sues Napster, students, April 25, 2000, 
available at: http://news.cnet.com/2100-1023-239720.html (last visited on 
June 4, 2012). 

10 See supra note 5. 
11 See id.  
12 See Order of Metallica v. Napster, United States District Court Northern 

District of California, March 5, 2011, available at: http://fl1.findlaw.com/ 
news.findlaw.com/hdocs/docs/napster/napster-md030601ord.pdf (last 
visited on June 3, 2012).  

13 See John Borland, Roxio closes Napster asset buy, November 27, 2002, 
available at: http://news.cnet.com/2100-1023-975627.html (last visited 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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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者支持Napster，擔心法律的介入，會扼殺科技的發展，但無

論是對錄音公司或是對音樂創作人的訴訟，Napster也就是Sean 
Parker從來都沒有贏過。但在Sean Parker經營Napster的短短2年

間，卻徹底改變了全世界音樂產業的樣貌。 
場景拉回台灣，如果Sean Parker在台灣，因為他是Napster

的實際負責人，他絕對可以成為刑事犯罪的主體。而如果依據

台灣第一件確定之線上音樂刑事案件Kuro案14的判決結果15來

看，Sean Parker應該會被認定成立違反著作權法之擅自以重製

及公開傳輸之方法侵害他人之著作財產權罪，並處以較重之非

法重製罪。如果以同時期發生的eZpeer案件16之判決結果17觀

                                                                                                                  
June 3, 2012).  

14 Kuro案的被告係所營公司之董事長、執行長與總經理，自2000年7月
起開始經營該網站，2003年經唱片公司提起告訴，並經檢察官偵查

起訴。該案並針對會員起訴，會員經判處非法重製罪，於台灣高等

法院確定，經營者則自一審、二審及更一審均被判決有罪，見台灣

台北地方法院92年度訴字第2146號刑事判決（裁判日期：2005年9月
19日）、台灣高等法院94年度矚上訴字第5號刑事判決（裁判日期：

2008年7月16日）、最高法院98年度台上字第6177號刑事判決（裁判

日期：2009年10月22日）、智慧財產法院98年度刑智上更字第48
號刑事判決（裁判日期：2010年7月5日）。 

15 見智慧財產法院98年度刑智上更字第48號刑事判決（裁判日期：

2010年7月5日），已因檢察官及被告均未再上訴而確定。 
16 eZpeer案的被告係所營公司之負責人，自2000年10月起開始經營網

站，2002年間經唱片公司提起告訴，並經檢察官偵查起訴，其與

Kuro案不同之處在於，並無會員經檢察官提起公訴，且eZpeer案之被

告於一審、二審、更一審均被判決無罪，迄更二審，智慧財產法院

始以相同於Kuro案件之見解，判處被告有罪確定，見台灣士林地方

法院92年度訴字第728號刑事判決（裁判日期：2005年6月30日）、

台灣高等法院94年度上訴字第3195號刑事判決（裁判日期：2008年1
月23日）、最高法院98年台上字第1132號判決（裁判日期：2009年3
月5日）、智慧財產法院98年度刑智上更字第16號判決（裁判日

期：2009年7月23日）、最高法院99年度台上字第4697號刑事判決

（裁判日期：2010年7月22日）、智慧財產法院99年度刑智上更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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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亦係構成非法公開傳輸及重製罪，並論以較重之非法重製

罪。二案均係發生於前揭Napster司法案件終結之後，且其技術

亦與Napster相近，但在美國係以民事事件之定暫時狀態處分終

結，在台灣卻係以刑事有罪判決之方式為之。在美國訴訟經歷

不 到 1年 半 18， 而 Sean Parker經 營 Napster 2年 後 雖 破 產 並 被

Roxio公司收購19，但Napster迄今仍係提供線上音樂服務的網

站20；而在台灣，二案經過7、8年後有罪定讞，雖然所有被告

都被處以緩刑，但面對自由、財產可能被剝奪的煎熬，對任何

人而言，都是一種折磨，eZpeer所營公司已在刑事判決確定前

解 散 21， Kuro所 營 公 司 則 亦 已 於 2012年 3月 停 業 22。而Sean 
Parker 不 但 改 變 了 全 世 界 聽 音 樂 的 方 式 ， 還 在 2004 年 成 了

Facebook 的 第 一 任 總 裁 23 ， 依 據 電 影 社 群 網 站 （ The Social 
Network）中的描述，Sean Parker看出Mark Zuckerberg原命名

為The Facebook之社群網站很有潛力，於是建議Mark擴大網站

規 模 ， 並 改 名 為 Facebook 。 雖 然 2005 年 Sean Parker 不 再 任

Facebook的總裁，但仍係Facebook具有影響力的股東。更有趣

的是2011年10月，美國線上音樂Rhapsody為了與自歐陸起家的

                                                                                                                  
第24號判決（裁判日期：2011年9月1日）。 

17 見智慧財產法院99年度刑智上更字第24號刑事判決（裁判日期：

2010年9月1日），因檢察官及被告均未再上訴而確定。 
18 從1999年12月A&M唱片公司等提起訴訟迄2001年3月北加州聯邦地

方法院院長Meriylin Hall Patel准許Metallica等音樂創作人對Napster的
定暫時狀態處分之聲請。見前揭註5、12。 

19 See Borland, supra note 13. 
20 See Napster website, available at: http://www.napster.com/ (last visited on 

June 5, 2012). 
21 見前揭註17刑事判決關於犯罪事實之記載。 
22 見經濟部商業司公司資料查詢，查詢日期：2012年6月5日。 
23 See Bertoni, supra note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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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potify競爭而併購了Napster24，而Sean Parker正是Spotify的董

事25，且因Sean Parker的牽線，在Facebook上亦可使用Spotify
與 朋 友 一 起 分 享 音 樂 26。美國富比世雜誌（Forbes）稱Sean 
Parker為瓦解的經紀人（Agent of Disruption）27及商業界的畢

卡索（The Picasso of Business）28。2012年初，Sean Parker再次

與Shawn Fanning合作新影音社交網站Airtime，並預計於2012
年6月5日開站29。Sean Parker以Napster改變了全世界聽音樂的

                                                        
24 See supra note 20. The first page of the Napster website depicted “Napster 

has joined Rhaposdy”; Juan Carlos Perez, Rhapsody Buys Napster as It 
Battles Spotify, October 5, 2011, available at: http://www.pcworld.com/ 
article/241114/rhapsody_buys_napster_as_it_battles_spotify.html (last visited 
on June 4, 2012). 

25 See Jolie O’Dell, From Napster to Spotify, Sean Parker is Planning for 
“the next music industry”, October 18, 2011, available at: http:// 
venturebeat.com/2011/10/18/sean-parker-web-2-0/ (last visited on June 4, 
2012). 

26 See Spotify website, available at: http://www.spotify.com/int/about/what/ 
(last visited on June 5, 2012); see also Dean Takahashi, Sean Parker says 
Spotify on Facebook lives up to original Napster vision (video), 
September 23, 2011, available at: http://venturebeat.com/2011/09/-
23/sean-parker-says-spotify-on-facebook-lives-up-to-original-napster-vi- 

   sion-video/ (last visited on June 4, 2012). 
27 See Bertioni, supra note 3. 
28 See Steven Bertoni, The Picasso of Business, September 21, 2011, 

available at: http://video.forbes.com/fvn/forbes-400-11/rich-list-forbes-
400-sean-parker-picasso-of-business (last visited on June 5, 2012). 

29 See Sara Gates, It’s Almost “Airtime” for Sean Parker As Startup Gets 
Launch Day, May 8, 2012, available at: http://www.huffingtonpost.com/ 
2012/05/08/airtime-sean-parker_n_1500976.html (last visited on June 5, 
2012); see also Steven Bertoni, Sean Parker and Shawn Fanning’s Airtime 
Scores Another All Star Backer, August 24, 2012, available at: 
http://www.forbes.com/sites/stevenbertoni/2012/05/24/sean-parker-and-
shawn-fannings-airtime-scores-another-all-star-backer/ (last visited on 
June 5, 20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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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式，又以Facebook改變了人類社交的方式，則這一次再次與

Shawn Fanning共創Airtime30，確實令人引頸拭目！但若Sean 
Parker在台灣呢？可能仍在獄中，或是要以高額和解金換取緩

刑，而刑事訴訟程序的煎熬，更可能使Sean Parker的人生就停

留在2001年7月Napster破產時了！ 
台灣著作權法31自1985年7月10日起因應科技發展造成著作

型態之多樣化而大幅修正以來，僅需具備原創性即可成立之著

作權，由於科技之發達，造成流通、使用方式之多樣化，為因

應此現象，著作權法制以增加著作財產權種類之立法模式，不

斷擴張對著作權的保護範圍，再加上裹著契約自治糖衣的授權

契約，以劃分區域、時間、使用方式等，將看似輕薄短小之著

作權，創造成一綿密紮實、威力強大的權利核心，再輔以令人

畏懼的刑事責任，著作權法已不再是調和社會公共利益，促進

國家文化發展32的法制，而是容易入人於罪的桎梏。科技的發

展，使得著作物的創作與利用都變得更為容易，著作質與量的

提升，早已無需仰賴著作權法制，而著作權法制的繼續存在，

則係基於對個人自由意思的尊重33，及對專有權利提供的一種

選擇式保護，則有無必要再以刑事責任相繩，確實是值得社會

大眾的關注及討論。而且在強調快速存取、瞬間複製的雲端科

技下，漫步在雲端，即意味著隨時可能墜入法網，則現行著作

權法制有關刑事責任的規定，確實是有改弦更張的必要！ 

                                                        
30 See Airtime, available at: https://www.airtime.com (last visited on June 5, 

2012). 
31 台灣首部著作權法於1928年5月14日公布施行，其後1944年、1949

年、1964年均有小幅度修正。 
32 台灣現行著作權法第1條。 
33 相關論述，見熊誦梅，著作權法與創意保護？──安妮法案300週年

有感，在野法潮，第7期，2010年10月15日，14-15頁（收錄本書第1-
4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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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當公法遇上私法Ⅱ──雲端上之智慧財產權 

回頭太難？但不回頭的雲端將會成為人民不可承受之重。

台灣不但找不到Sean Parker，反而只會在日常生活中，每分每

秒中，不斷出現違反著作權法的現行犯。是你，也有可能是

我。 

 
 本文發表於《智慧財產培訓學院精選文章》，2012年6月

8日，網址：https://www.tipa.org.tw/p3_1-1.asp?nno= 1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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