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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台灣現行法律對於「合理使用」之概括規定，大抵與國際標準
相同。惟因「合理使用」之判斷，對一般人（包括學術研究者）而
言，過於抽象且不易判斷，且法院實務上及學術上對於抄襲之認定
標準不盡相同，造成一般人，尤其係學術研究者，無法清楚界定抄
襲與引用之區別。本文透過引用及抄襲之介紹，期待學術研究者能
掌握二者之區別及分際，避免觸法及違反學術倫理。
本文首先透過對美國著作權法及其實務運用、國際公約及台灣
著作權法對合理使用認定標準之介紹，以期一般人及學術研究者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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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楚認定合理使用之範圍，合法引用他人文章，豐富本身著作之內
容。另外，透過法律面及學術面對抄襲之認定及二者認定差異之介
紹，對於避免違法及違反學術倫理，應可提供一定助益。而分別從
民刑事及行政懲處之觀點，剖析抄襲之處罰，尤其從教育部、國科
會及各大專院校之規定，分析抄襲之行政懲處，對於研究者當有警
惕作用。又鑑於對合理使用之認定，過於抽象，本文亦一併介紹利
用文章，不致構成侵權之其他方法。最後，本文更從學界實際上常
發生之著作權法律爭議問題出發，從法律面及學術倫理面，提出個
人淺見，以期對學界習以為常或偏頗之現象，有所導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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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lagiarism and quotation –
The Intersection between Academic Ethics and
Copyright
Evelyn Y.T. Chen∗∗

Abstract
Taiwan’s current law for “ fair use “ general provisions are similar
to international standard. For general people (including academic
researchers), “ fair use “ is too abstract and difficult to judge and
identification of plagiarism vary between court practice and academic
standards. Therefore, most persons especially the academic researchers
are unable to define the difference between plagiarism and quotation.
Through the introduction about plagiarism and quotation, we hope that
academic researchers can grasp the distinction between them, and avoid
breaking the law and academic ethics.
First, by the “fair use” introduction of United States Copyright
Law , the international convention and Taiwan Copyright Law, we hope
general people and academic researchers can identify clearly the scope
of fair use, use other articles legally, and enrich their writing content.
Second, through the introduction of the difference about plagiarism
indentified by legal side and academic view, it should provide certain
benefit to avoid illegal and violate academic ethics. Third, from the civil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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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d criminal viewpoint and administrative sanction, the penalties
analysis of plagiarism, especially from the Ministry of Education,
National Science Council and the provision of universities, it can
provide some vigilance for researchers. Because the determining of fair
use is very abstract, this paper also introduce the other methods which
will not constitute infringement. Finally, facing the copyright
controversial issues from the scholars, the author will propose some
humble opinion to guide some academic accustomed phenomenon or
bia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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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前言
國科會從民國 88 年至 99 年判定之 31 件違反學術倫理案件中，
以「發表之著作涉及抄襲他人發表之著作，引用已發表論文之理論
模型等作為論文之依據，未於論文中適當註記引用原著，且未列入
參考文獻。」位居首件1。國際上常見違反學術倫理之行為，亦以捏
造（Fabrication）
、變造（Falsification）及抄襲（Plagiarism）居多2。
對於自然科學而言，實驗結果之捏造或變造，會涉及違反學術倫理，
此不論在國際或台灣，均有實際發生之案例3；對於社會科學而言，
對他人文章之抄襲，亦有違反學術倫理問題。相較於自然科學重視
創新，社會科學大抵係以前人之研究為基礎，再加上著作人之創見，
故其利用前人之著作，即形成無法避免之現象4。
然而，
「利（引）用」與抄襲如何區別？論文或文章之寫作，常
需引用他人文章，以充實內容。合理之引用係合法；不合理之引用，
不僅違法，且有構成抄襲，違反學術倫理之問題。究竟，學術研究
上如何合理引用及避免抄襲，即有了解之必要。又由於台灣已是世
界貿易組織（World Trade Organization，WTO）成員之一，雖因政
治上因素，至今尚未簽訂任何與智慧財產權有關之國際公約，但因
1

2
3

4

88-99 年國科會處理違反學術倫理案件彙整表，http://spd.ord.ncku.edu.tw/ezfiles/
79/1079/img/.../990628-polo-list.doc（最後瀏覽日：1/20/2011）。
http://www.physicstoday.org/vol-57/iss-11/p42.html#cap1（最後瀏覽日：02/01/2011）
。
如 2006 年南韓黃禹鍚之幹細胞研究，被世界各大媒體稱為「近百年來最為驚人
之科學醜聞」
，最後因違反學術倫理被首爾大學開除，http://www.sciscape.org/news
detail nhn?news id=1953（最後瀏覽日：1/2/2011）。台灣在 2006 年則有中與大學
張 邦 彥 教 授 刊 登 於 ”Cell” 期 刊 之 論 文 ， 圖 片 數 據 受 到 造 假 之 質 疑 。
http://city.udn.com/54543/2001984?tpno= 31&cate_no=61530 （ 最 後 瀏 覽 日 ：
1/2/2011）。
黃銘傑（2011）
，
〈著作權法與學術倫理面面觀〉
，
《人文與社會科學簡訊》
，12 卷 2
期，頁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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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台灣有貿易往來之國家，往往要求台灣必須具備國際標準之智慧
財產權法制5，故涉及合理使用相關之國際標準，如與貿易有關之智
慧財產權協定（Agreement on Trade-Related Aspects of Intellectual
Property Rights, TRIPS）、伯恩公約（Berne Convention）及主要之
WTO 成員美國，如何認定「合理使用」，即有一併了解之必要，以
利檢視台灣之立法是否符合國際標準及未來學術上應有之因應。

貳、合理引用之認定標準
一、美國著作權法及實務運用
美國於一九七四年修正著作權法時，將判例法所創造出之合理
使用原則加以明文化，規定於該法第 107 條（17 U.S.C. 第 107 條）
，
提出四點判斷準則。此外，美國司法機關更透過法院實際案例，因
應社會及科技發展之需要，賦予合理使用（Fair use）新生命力。合
理使用已成為美國著作權法中最主要之原則之一，更成為判斷侵害
著作權與否之重要基準6。其判斷標準有四7：
（一）使用之目的及性質，包括屬於商業性質或非營利教育目的。
（二）著作權作品之性質。
（三）相較於整份著作權作品，所使用之份量及比重。

5
6

7

謝銘洋（2009），《智慧財產法導論》，3 版，頁 58，台北：經濟部智慧財產局。
蔡岳鑫、胡心蘭（2005）
，
〈從法律與經濟學的角度分析美國著作權法之科技保護
措施及合理使用原則〉，《中原財經法學》，14 期，頁 2。
因台灣著作權法第 65 條關於合理使用之判斷標準，係參考美國著作權法第 107
條之立法，故對於美國著作權法第 107 條之合理使用四項標準之重點說明，將於
本文三、台灣著作權法中加以說明，以避免重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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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使用結果對原著作潛在市場或價值之影響8。
對於以上合理使用之四個認定標準，美國法院相關案例主要有
Sony v. Universal Studios, Inc. 案 9 及 Harper & Row v. Nation
Enterprises 案10。在前案中，原告指控 Sony 公司及販售錄放影機之
經銷商構成輔助侵害（contributory infringement），係因錄放影機之
購買者未經權利人授權在家所為之大量錄製行為。亦即被告從事銷
售具有重製功能之器材予社會大眾，係侵害被上訴人（原告）之著
作權。最高法院則依據 17 U.S.C. 第 107 條之四項合理使用認定標
準，認為消費者利用家中錄影機進行錄製，係預錄節目而利用其他
時段收看之時間轉移行為（time-shifting），構成合理使用，被告之
銷售行為不構成合理使用。因法院除重製行為外，還必須檢視從事
重製之器材或設備，依照主要物流法則（”staple article of commerce”
doctrine），法院必須在著作權人權益之保障與他人參與與著作權人
權益無實質關聯之商業活動中，取得平衡。一項具有重製功能之產
品在銷售後被合法廣泛地使用，該產品僅具有「實質上非侵權之使
用」
（substantial noninfringing use）
，不成輔助（導引）侵權行為。在
後案中，被告將福特總統之 20 萬回憶錄取 300 字之精華作為報導，

8

§ 107. Limitations on exclusive rights: Fair use.
(1) the purpose and character of the use, including whether such use is of a
commercial nature or is for nonprofit educational purposes.
(2) the nature of the copyrighted work.
(3) the amount and substantiality of the portion used in relation to the copyrighted
work as a whole.
(4) the effect of the use upon the potential market for or value of the copyrighted
work.
9
Sony Corp. of America Universal City Studios, Inc., 464 U.S. 417, 104S. Ct. 774,
78L. Ed. zd 574 (1984).
10
Harper & Row, Publishers, Inc. v. Nation Enterprises, 471 U.S. 539, 105S, Ct.2218
(198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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雖然利用之部分僅佔原著之百分之一，且被告係以新聞報導為目
的，但最高法院 17 U.S.C. 第 107 條之四項合理使用認定標準，認
為因利用部分屬於整體核心內容、原告手稿之精華部分（the heart of
the book）
，被告不得主張合理使用。
此外，鑑於產業界及利用人團體對於合理使用之判斷不易，並
避免日後產生爭執，美國國會對於著作權立法通常採取以下二種方
式：
（一）詳細列出著作財產權行使之例外規定，如美國著作權法第
108 條之規定；
（二）著作權人團體與利用人團體達成著作利用範圍
之 協 議 ， 如 Agreement on Guidelines for Classroom Copying in
Non-For-Profit Educational Institutions 11規定允許複印之要求，惟超
出協議範圍，仍回歸合理使用之判斷標準。
另外，美國聯邦最高法院更指出，合理使用原則屬於憲法第一
修正案言論自由條款之一種表現，係國會在平衡著作權法與言論自
由之一種作為。此原則未被改變前，著作權法關於合理使用之規定，
毋須受到聯邦憲法第一修正案之審查12。亦即合理使用原則為著作
權法之基本規定，其蘊含蘊憲法言論自由之精神，立法者不得以立
法加以變動13。
固然，美國憲法第 1 條第 8 項第 8 款（U.S. CONST., § 8 cl.8）
為促進實用藝術之發展，賦予著作權人對其著作享有一定期間之專
屬權利，以做為知識之經濟代價，但其最終之目的，仍在於促進實
用藝術之發展之公共利益。此從美國最高法院之見解：
「從條款授權
11

12
13

Agreement On Guidelines for Classroom Copying in Not-For-Profit Educational
Institutions with Respect to Books and Periodicals, available at http://castle.eiu.edu/
copyright/guidelines_for_classroom_copying.pdf. (last visited 01/04/2011).
Eldred v. Ashcroft, 537 U.S. 186 (2003).
楊益昇（2006）。〈著作權合理使用制度之侷限〉，http://www.openfoundry.org/tw/
resourcecatalog?Name=Value，全文下載（最後瀏覽日：01/03/20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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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會，讓其可授權著作人著作權所隱藏之經濟哲學可得知，促進公
共福利之最佳方法，即以報償做為個人成就之鼓勵」14。為獲致著
作權法公共利益之終極目標，即有必要對著作人之專屬權利加以限
制。此種限制方法，即為合理使用原則，使得著作權人以外之人，
在合理之範圍內，可不經著作人之同意，而使用其著作15。

二、國際公約
國際上，最早且最重要之著作權公約，首推伯恩公約。依據 1971
年巴黎修正案 WTO/ TRIPS 第 9 條第 1 項及世界智慧財產權組織著
作權條約（WIPO Copyright Treaty，WCT）第 1 條第 4 項已規定，
所有 WTO 及 WCT 會員國，不論是否為伯恩公約會員國，均可應遵
守伯恩公約 1971 年巴黎修正案第 1 條至第 21 條及其附則等實質規
定，此已使 1971 年巴黎修正案成為舉世奉行之著作權保護標準。茲
介紹伯恩公約對於合理使用之判斷標準如下：

（一） 第 9 條第 2 項規定之分析
本項為對著作人重製權之限制，為合理使用之基本規定。該項
規定：「准許重製他人著作之特殊情節（如合理使用），由各聯盟國
以國內法定之，但不得抵觸著作正常利用原則，並不得不當損害著
作權人法益情事。」因此，重製他人著作時，需符合 1.在特定情節
下 2.未違反著作正常利用原則 3.無不當損害著作權人法益，始成立
合理使用。

14
15

Mazer v. Stein, 347 U.S.201,219 (1954).
Harper ＆ Row, Publishers, Inc. v. Nation Enters., 471 U.S. 539, 549 (198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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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第 10 條規定之分析
第 1 項項規定對於合法公開著作之引用，需符合公平合理之情
形，且引用程度需符合正當目的。第 2 項規定教學上之引用，與第
1 項同，需符合公平合理情形，且引用範圍不超出引用目的。第三
項規定對合法公開著作或教學上之任何引用，均應註明出處。

（三） 第 10 條之 1 規定之分析
本條規定大眾傳播機構之利用。鑑於與政治、經濟或社會上之
時事議題有關之著作作品，與公眾之利益息息相關，且為促進資訊
流通之目的，為此規定，因此合理使用之客體，以條文規定所有之
論文及節目為原則，以註明不許利用者為例外，惟利用時需註明出
處。
此外，TRIPS 第 13 條、WCT 第 10 條，均採伯恩公約第 9 條第
2 項之規定而來，對該所有公約對於著作人權利之保護，做例外與
限制之規定，即 1.在特定情節下 2.未違反著作正常利用原則 3.無不
當損害著作權人法益，得不經相關權利人授權，逕行利用受保護之
著作。

三、台灣著作權法
（一）限制之目的
台灣著作權法對於著作財產權之限制，係透過著作權法第 44
條以下規定「在合理範圍內」
，得以一定之方式利用他人之著作。亦
即台灣之著作權法，一方面賦予著作人之獨占專屬權，藉由制度誘
因以鼓勵創作；另方面為兼顧社會大眾之利益，避免著作人之專屬
權影響社會文化之發展，對著作人之權作財產權加以適當之限制（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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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權法第 1 條）
。合理使用即為著作權行使限制下之一種概括規定。
允許他人於一定範圍內使用著作人之著作，不須事先獲得著作人之
同意。在台灣高等法院 83 年度上更（一）字第 788 號刑事判決中即
指出，著作權法中合理使用之規定，係立法者保障一般人民言論及
出版自由等基本權之呈現。面對台灣著作權法第 44 條以下之限制性
規定，在限制之範圍內，係著作權人之著作財產權效力所不及16，
他人之利用行為，若符合著作權法所規定之限制範圍，自然不構成
著作財產權之侵害（著作權法第 65 條第 1 項）。惟此種限制，僅指
著作財產權，著作人人格權，則不受他人利用之影響（著作權法第
66 條）
。

（二）判斷標準與概括規定
台灣著作權法對於著作財產權之合理使用，係透過著作權法第
44 條以下之規定，分別以其規範之目的及所欲保護之法益而有 8 種
判斷標準，然此有限之判斷標準，並不足以涵蓋社會上有使用必要
之正當行為，為避免法律之適用陷於僵化，著作權法第 65 條乃採概
括性之規定，使其他合理使用之情形，亦可被涵蓋。茲就學術研究
合理引用之判斷標準與概括規定介紹如下：
1.學術研究合理引用之具體判斷標準
依據著作權法第 52 條及第 64 條之規定，為研究目的之必要，
任何人在合理範圍內，可引用已公開發表之著作。但應明示其出處
及著作人之姓名或名稱。第 52 條所稱「引用」
，係指利用他人著作，
供自己創作之參證、註釋或評註等，亦即，必須係被引用之他人著
作內容僅係自己著作之附屬部分而已，始可依據本條規定主張合理
使用17。在學術研究上，雖可合理引用他人已公開發表之著作，但
16
17

趙晉枚等合著（2008），《智慧財產權入門》，六版，頁 211，台北：元照。
經濟部智慧財產局 93 年 11 月 19 日智著字第 0930009217-0 號函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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若未載明出處，不僅侵害著作人之重製權，更屬違反學術倫理，構
成抄襲。根據國科會前述之統計，國內學術上之抄襲，以此居多。
2. 學術研究合理引用之概括規定
學術研究合理引用之概括規定，根據著作權法第 65 條第 2 項之
規定，其判斷基準有四。其四項基準須綜合判斷，而其最終之判斷
標準，在於對該著作市場利益之影響。茲說明如下：
（1）利用之目的及性質，包括係為商業目的或非營利教育目
的。「利用之目的與性質」，係指「利用行為」之目的與性質，而非
「利用主體」之性質，如是否為營利使用，或利用行為本身即構成
創作。此外，利用行為具有商業性質，並不必然即非合理使用，利
用行為若為非營利教育目的，亦非當然構成合理使用。尚須就本條
項其他各款綜合加以判斷。
（2）著作之性質。
「著作」之性質係指「被利用著作」之性質，
通說認為「被利用著作」之性質與合理使用之關聯如下：
A.事實性著作與資訊性著作
由於此類著作通常與公益有關，且刊載資訊之著作有傾向供大眾使用
之性質，若能被廣泛利用，有助於知識與資訊之流通，與著作權法之目的
相符合，故較易於主張合理使用。依據美國實務見解：

（a）被利用之著作，越具有傳播資訊或事實之性質，或性質上
越具有實用功能，則利用此種性質著作之行為，其構成合理使用之
可能性及可資利用之範圍將越大。
（b）若被利用之著作，越具有創意性、想像性或原創性的性質；
或較具有娛樂性時，因其原創之意念表達之成分較多，受到著作權
法及著作權制度保護之程度相對愈高，故對於此類著作之利用，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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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得主張合理使用之可能性及其範圍，相對較小18。
B.未公開著作
利用他人未公開之著作，能否成立合理使用？美國 1992 年修正
著作權法 107 條後段，增訂「不得因該被利用之著作本身為尚未公
開發表著作之事實，而妨礙對之為構成合理使用之規定。」
，故利用
未公開著作，若利用行為正當，且未對原作者之利益造成嚴重損害，
亦可成立合理使用。此因美國著作權法中並無公開發表權之概念，
故增訂未公開發表之著作，不得做為否認合理存在之原因。
有疑義者，係台灣在著作權法第 46 條明文「在合理範圍內，得
重製他人已公開發表之著作」、第 52 條「在合理範圍內，得引用已
公開發表之著作為」
，若重製他人未公開發表之著作，是否構成合理
使用？對此學說意見有二：其一為否定見解，依「明示其一，排除
其他」之原則，第 44 條至第 63 條之部分條文既已明文合理使用之
標的為「已公開發表之著作」，則未公開發表之著作即不宜再依第
65 條第 2 項「其他合理使用」，主張合理使用。其二則為避免第 44
條至第 63 條之規定過於僵化，故另為概括式規定，對於未公開發表
之著作，仍可依第 65 條第 2 項「其他合理使用」加以主張；此外，
第 44 條、第 45 條、第 48 條、第 49 條及第 56 條均未明定限於「已
公開發表之著作」
，故依文義解釋自應包括未公開發表之著作19。依
據台灣著作權法第 65 條第 1 項之規定：
「著作之合理使用，不構成
著作財產權之侵害」及第 66 條之規定：「第四十四條至第六十三條
18

19

經濟部智慧財產局（2004）《
, 「著作權法第六十五條第二項四款衡量標準之研究」
研究報告(901205)》。
章忠信（2011）
，
《Re: 請問關於尚未公開發表著作之利用行為》
，http://www.copy
rightnote.org（最後瀏覽日：01/17/2012）
。中小企業法律諮詢服務專區（2011），
《未公開的著作可否主張合理評論》，http://law.moeasmea.gov.tw/modules.php?
name=Forums&file=viewtopic&t=15753（最後瀏覽日：01/17/20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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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第六十五條規定，對著作人之著作人格權不生影響。」
，亦即合理
使用僅對著作人著作財產權之限制，使用人無侵權問題，然仍不影
響著作人之人格權。亦即緃使合理使用，仍須載明著作人之姓名或
名稱。惟綜觀台灣著作權法，合理使用之客體，係以已經公開為原
則，例外情形方可就尚未公開之著作進行合理使用，故在例外情形
下，自可依第 65 條第 2 項「其他合理使用」主張合理使用，以促進
國家文化之發展，實現著作權法之最高立法目的。
C.絕版、且無法循通常管道購得之著作
絕版之著作，並不表示該著作已喪失著作權之保護，但因較不
致影響市場利益，但因綜合考量利用結果較不致影響著作潛在市場
與現在價值之影響，故較易成立合理使用。
（3）所利用之質量及其在整個著作所占之比例。
台灣在著作權法中，並未制訂任何合理使用質及量之判斷標
準，故應依個案為「相對性」判斷。亦即依個案，將其利用部分與
整個著作（包括被利用之著作與利用人本身之著作）相互比較後，
始做判斷。一般而言，利用之數量愈多，自然愈不易主張合理使用；
但若精華部分，即使利用之數量佔原著作比例極為輕微，仍難構成
合理使用。
（4）利用結果對著作潛在市場與現在價值之影響。合理利用最
終之判斷，著重利用結果對該著作市場利益之影響，亦即以是否造
成市場替代之效果，做為判斷標準。如使用已經絕版之著作，因不
致影響市場利益，故較易成立合理使用。

148

抄襲與引用─學術倫理與著作權之交錯領域 17

A.潛在市場
潛在市場一詞來自於美國之 potential market，包括已實現之市
場（fulfilled market）
、尚未實現之市場（unfulfilled market）以及實
務上所認定之衍生作品市場（market of derivative work）
。條文未明
訂「著作之市場」
，而以「潛在市場」代之，係因並非每一著作權人
均有可能將其著作進入市場銷售，縱使著作能夠進入市場銷售，然
並非每一著作皆可獲得預期之經濟利益。亦即著作權人最終來自市
場之經濟利益，係處於相對不確定之狀況，而無從立即確實估計。
故著作權法第四款對於著作權人所能獲得之利益來源，便非一般經
濟意義上之市場，而係以潛在市場相稱，用以與現實之經濟市場有
所區隔20。
B.著作之現在價值
著作的價值，可用其在市場上之經濟利益加以評估，亦即著作
權人行使或授與著作財產權權後，經由市場機制所可獲取之經濟利
益。但因多數著作並非因換取經濟價值而創作，並無明顯之市場利
益，故其「現在之價值」難以評估21。
綜上所述，現行著作權法對於「合理使用」規定之範圍實不明
確且其判斷標準亦過於抽象，故 2003 年著作權法修正時，乃參考美
國之做法，增列第 65 條第 3 項及第 4 項，讓著作權人團體與利用人
團體就著作之合理使用範圍達成協議，必要時，在協議過程中，得
諮詢著作權專責機關之意見。
20

21

US Copyright Office- fair use, at http://www.copyright.gov/fls/fl102.html (last visited
01/21/2011).
黃怡騰（2002），《著作之合理使用案例介紹》，頁 9-12、119，台北：經濟部智
慧財產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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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抄襲之認定
抄襲如何認定？事實上，依據台灣現行著作權法令及學術規
範，並未對抄襲加以定義。惟因實務上，因著作之抄襲而訴爭者，
時而有之，致法院判決上方對抄襲加以界定。茲說明如下：

一、法律面
（一）判決
依據台灣高等法院台中分院 80 年度上字第 357 號民事判決：
「所
謂抄襲，乃係剽竊他人的著作當作自己所創作，認定抄襲之要件有
二：1.接觸，2.實質相似」
；再依最高法院在 81 年度台上字 3063 號
判決又稱：「源出相同之觀念或觀念之抄襲並無禁止之理」，綜上二
判決，表現在最近之判決（99 年度台上字第 2109 號）
，即指出：
「判
斷是否『抄襲』抄襲他人著作，主要考慮之基本要件為被害人之著
作必須是表達而非思想；其次被告必須有接觸或實質相似之抄襲行
為。」。
至於判斷是否「實質相似」？依據智慧財產法院 98 年度民著訴
第 40 號判決，即指出：
「既不需要逐字逐句全然相同，亦不需要全
文通篇實質類似，而是只需要在足以表現著作人原創性的內容上實
質類似即可」。另外，對於「原創性」之認定，根據最高法院 97 年
度台上字第 1214 號決之認定為：「著作權法所保護之著作，係指著
作人所創作之精神上作品，而所謂精神上作品，除須為思想上或感
情上之表現，且有一定表現形式等要件外，尚須具有原創性，而此
所謂原創性之程度，固不如專利法中所舉之發明、新型、新式樣等
專利所要求之原創性程（即新穎性）較高，亦即不必達到完全獨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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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地步。即使與他人作品酷似或雷同，如其間並無模仿或盗用之關
係，且其精神作用達到相當之程度，足以表現出作者之個性及獨特
性，即可認為具有原創性；惟如其精神作用的程度很低，不足以讓
人認識作者的個性，則無保護的必要。」。

（二）侵害著作財產權之要件
從上述判決對於抄襲之認定，侵害著作財產權之要件，即可為
以下判斷：
1.被告須接觸原告之著作：
「接觸」係指可以直接證據證明被告
有合理之閱讀機會。
「接觸」不限於以直接證據證明實際閱讀，凡依
社會通常情況，被告應有「合理之機會」或「合理之可能性」看到 或
聽到原告之著作之內容，即符合接觸之要件，如原告作品係暢銷之
小說、全國性之廣播節目或排行榜上之流行樂曲22。
2.被告之作品與原告之著作實質相似：實質相似係指足以表現
著作人原創性之內容實質類似即可，不以完全抄襲為必要。此外，
若相同內容係屬雙方著作之重要部分，不問數量，亦構成實質近似23。
3.著作之「表達」實質相似，不包括「觀念」之實質相似：表
達與觀念之區別，如見某人所拍風景照甚佳而重製數幀照片係屬侵
害著作權，但依該風景拍照之角度、位置重覆拍照，每幀照片縱然
相同，均屬獨立之創作，均享有著作權，並無侵害拍攝在前照片之
24
著作權情事 。因著作權法第 10 條－1 保護思想之表達，但不及於
思想本身之展現。因著作權法第 1 條之立法目的雖在於保護著作人

22

23
24

羅明通（2000），《著作違法抄襲之判斷基準－兼談電腦軟體著作權之侵害》，
http://www.ascc.sinica.edu.tw/nl/86/1315/05.txt（最後瀏覽日：01/13/2011）。
台灣高等法院 83 年度上易字第 2980 號刑事判決。
台灣高等法院 80 年度上易字第 5742 號刑事判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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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精神創作，但亦兼及整體文化之提升，為達此目的，對於自由利
用他人著作中所傳達之構思及觀念，並不加以限制。再從憲法第 11
條言論自由之觀點，任何思想不應由特定人加以獨占，以鼓勵思想
25
流通及散佈，並促進文明及社會發展 。再著作之表達固受著作權法
之保護，惟為免不當限縮他人就相同或類似之創作，若表達某一觀
念之做法僅有一種或少數幾種時，該表達方法即不受著作權法之保
26
障 。
4.著作須具有原創性：著作所涉及之精神上作達到相當之程
度，足以表現出作者之個性及獨特性，即可認為具有原創性。亦即
著作具有個性或獨特性之表達，即符合原創性之要件而取得著作權。

（三）著作權法之界定
上述判決所認定之抄襲，以著作權法之概念，即相當於侵犯原
著作人之重製權或改作權。印證於智慧財產法院所稱：所謂著作「抄
襲」
，其侵害著作權人之權利主要以重製權及改作權為核心27。亦即
著作權法並未直接規範「抄襲」
，法院實務或社會上慣稱之「抄襲」，
在著作權法上接近於「重製」或「改作」
。重製係指以印刷、複印、
錄音、錄影、攝影、筆錄或其他方法直接、間接、永久或暫時之重
複製作。於劇本、音樂著作或其他類似著作演出或播送時予以錄音
或錄影；或依建築設計圖或建築模型建造建築物者，亦屬之（著作
權法第 3 條第 1 項第 5 款）
。改作則指以翻譯、編曲、改寫、拍攝影
片或其他方法就原著作另為創作（著作權法第 3 條第 1 項第 11 款）
。
另外，著作權法保護之對象，僅及於該著作之表達（expression），
而不及於其所表達之思想、程序、製程、系統、操作方法、概念、
25
26
27

黃銘傑，同前註 5，頁 6。
台灣高等法院 91 年度上易字第 952 號刑事判決。
智慧財產法院 97 年度刑智上易字第 00027 號刑事判決。
152

抄襲與引用─學術倫理與著作權之交錯領域 21

原理及發現（著作權法第 10 條之 1）28。亦即未經授權或非合理使
用而就「表達」之重製或改作（著作權法第 22 條、第 37 條、第 65
條）
，係對著作財產權之侵害（著作權法第 10 條之 1、第 22 條、第
37 條、第 65 條）
；但就觀念之引用，緃未載明出處，亦不違反著作
權法。
法律係最低限度之道德標準，違反著作權法之規定時，必然違
反學術倫理。侵害他人之重製權或改作權時，必然也違反學術倫理，
而構成學術上之抄襲問題。

二、學術面
法律係最低限度之道德標準，著作權合理之引用固然不侵害著
作財產權，但不代表即符合學術倫理之要求。違反學術倫理之行為，
以國科會之定義，係指「研究造假、學術論文抄襲，或其他於研究
構想、執行或成果呈現階段違反學術規範之行為」29。惟因其類型
及構成要件不甚明確，在國科會委託學者研究之「學術倫理規範之
研究」30，所提出之「學術倫理案件處理辦法」（草案），即根據美
德日等國立法例及國內違反學術倫理之態樣，在（草案）第 5 條，
即明定研究人員違反學術倫理之行為類型有八種：造假、變造、剽
竊、重複申請補助、類似成果重複發表、蓄意變更或增減著作人姓
名、隱匿研究經費來源及違反法令經法院判決確定者31。而對於學
28

29
30

31

其立法理由在於限制著作權保護之範圍，避免保護過大，造成著作權人對知識
之壟斷，影響文化與科技之持續發展。
行政院國家科學委員會學術倫理案件處理原則第 2 條第 2 項。
湯德宗（2007），〈「學術倫理規範之研究」成果報告〉，台北：行政院國家科學
委員會補助專題研究計畫，計畫编號：NSC 94-2420-H-001-002。
美德日法規明定之違反學術倫理之行為類型有三：造假（Fabrication）、變造
（Falsification）及剽竊（Plagiarism）
。如美國部份，請參見：45 C.F.R. § 689.1 (a)；
Federal Policy on Research Misconduct I；日本部份，請參見：理化學研究所「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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術論文抄襲（剽竊）如何認定？現行國科會或其他相關法規並未具
體明定，惟依據上述草案第 5 條第 3 款之規定，將抄襲（剽竊）界
定為：
「為自己或他人研究之目的，使用第三人之研究資料或研究成
果，並未註明出處。註明出處不當，情節重大，或未適當註明出處
而以翻譯代替論著者，以剽竊論。」
。然因僅為草案，尚不具備法之
拘束力。現行法令（「大專校院教師著作抄襲處理原則」第 8 條）對
於抄襲之認定，係尊重該專業領域之判斷，而非根據著作權法之規
定。至於學術抄襲之定義，經濟部及一般學校常引用畢恆達教授之
見解32，認為「只要有原文不動照抄的情況就必須使用引號，不管
是一個子句、句子或段落，否則就算是抄襲。」33，惟管見以為畢
恆達教授之見解，對於抄襲之認定過於狹隘，不足以涵括台灣現行
抄襲類型。反觀，國科會上述辦法草案第 5 條第 3 款所列類型，對
於學術上之認定，應具有一定參考作用。

三、法律面與學術面認定之差異
著作權法上之合理引用較學術論文之引用寬鬆，而著作權法上
之抄襲（重製或改作）
，又較學術論文之抄襲定義來得狹窄，因此，
在認定是否構成學術論文之抄襲時，著作權法之概念幫助實在有
34
限。教育部雖未明定「抄襲」之定義，但肯定抄襲類型相當多 。未

32

33

34

學研究上不正行為基本對應方針」二、研究不正當；獨立行政法人產業技術總
合研究所不正當研究行為對應規程第 2 條。
經濟部智慧財產局網站，http://www.tipo.gov.tw/copyright/copyright_book/copy
right_book_57. asp（最後瀏覽日：01/13/2010）。
畢恆達（2005）
，
《教授為什麼沒告訴我—論文寫作的枕邊書》
，頁 38，台北：學
富。
大專校院教師著作抄襲處理原則第 4 條：
「大專校院應本公正、客觀、明快之原
則，處理涉及著作抄襲檢舉案。抄襲成立之案件，應依抄襲類型、情節輕重及
著作性質於校內相關法規中明訂不同的懲處條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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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授權或非合理使用而就「表達」之重製或改作，除侵害著作財產
權外，亦構成學術抄襲；觀念之引用，緃未載明出處，雖不違反著
作權法，但可能構成學術抄襲；未遵守引註格式或其他學術論文撰
寫規範，但有載明出處，雖符合著作權法合理使用之認定，但亦構
成學術抄襲；未實際從事著作之人透過約定成為著作人，雖為著作
權法所容許，但卻違反學術倫理；自我抄襲（Self-Plagiarism）在著
作權法不會產生任何問題，但卻可能違反學術倫理。違反著作權法
之重製或改作行為，當然構成學術抄襲；但並非所有學術抄襲行為，
均違反著作權法。法律僅係最低限度之道德標準；學術自有更高之
倫理要求。

肆、抄襲之處罰
抄襲因涉及違反著作權法上之重製或改作以及違反學術倫理，
故表現在抄襲之處罰，即有涉及違反重製或改作之民、刑事法律責
任及行政懲處三種。茲說明如下：

一、民事法律責任
未經授權或非合理使用而就「表達」之重製或改作，著作權法
所規定之民事法律責任，依著作權法第 88 條第 1 項規定：
「因故意
或過失不法侵害他人之著作財產權或製版權者，負損害賠償責任。
數人共同不法侵害者，連帶負賠償責任。」
，有別於民法第 216 條損
害賠償之範圍係指「所受損害及所失利益」，著作權法第 88 條第 2
項規定被害人可就（1）所受損害及所失利益或（2）侵權人所得之
利益，擇一請求。此外，對於侵害行為作成之物或主要供侵害所用
之物，著作權人得請求銷燬或為其他必要之處置（著作權法第 88-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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條）
。若是共同著作之各著作權人，對於侵害其著作權者，得各依著
作權法第 6 章之規定，請求救濟，並得按其應有部分，請求損害賠
償（著作權法第 90 條第 1 項）
。

二、刑事法律責任
著作僅供個人參考或合理使用時，依法不構成侵害著作權（著
作權法第 91 條第 4 項）。但抄襲若符合重製之要件，如複印之重複
製作，根據著作權法第 91 條第 1 項之規定：「擅自以重製之方法侵
害他人之著作財產權者，處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科或併科
新臺幣七十五萬元以下罰金。」
。另外，若是改作型之抄襲，依據著
作權法第 92 條之規定，擅自以改作之方法侵害他人之著作財產權
者，處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科或併科新臺幣七十五萬元以
下罰金。
另外，使用他人研究資料或研究成果，未明示他人著作出處，
依著作權法第 96 條規定，科新台幣 5 萬元以下罰金。

三、其他行政懲處
學術上「抄襲」之行政懲處，主要有教育部、國科會及各大專
院校所為之懲處。其懲處之原則，大抵依循「輕所當輕，重所當重」
之比例原則。茲說明如下：

（一）教育部：法定期間不受理教師資格審查
依據教育部「教師資格審定辦法」第 37 條之規定：「本部於受
理教師資格審查案件期間，經檢舉或發現送審人涉及下列情事之
一，並經本部審議確定者，應不通過其資格審定，並依各款所定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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間，為不受理其教師資格審定之申請。不受理期間為五年以上者，
應同時副知各大專校院：……二、著作、作品、展演及技術報告有
抄襲、剽竊或其他舞弊情事：五年至七年。」。
（二）國科會

1.現行做法：停權、追回補助費用或研究獎勵費
依據行政院國家科學委員會學術倫理案件處理及審議要點第 9
條之規定：「審議委員會就違反學術倫理案件之調查結果，進行審
議，如認定違反學術倫理行為證據確切時，得按其情節輕重對被檢
舉人作成下列各款之處分建議：
（1）停權終身或停權若干年。
（2）追回全部或部份研究補助費用。
（3）追回研究獎勵費。
前項調查或處分之結果得為日後審議被處分人案件之參考。
違反學術倫理行為確定者，本會得視情況函轉相關機關參
處。」，再根據其第 10 條之規定：
「嚴重違反學術倫理之研究數據
造假或抄襲行為，應予終身停權。」亦即其懲處有停權、追回補助
費用或研究獎勵費三種。然除追回補助費用或研究獎勵費外，僅有
停權處分，其處分效果落差過大且停權年限不明確，致違反學術倫
理之研究人員無法事先預測，形成法之不確定性。
2.草案規定：申誡、擔保、停權、禁止擔任審查人及撤銷或終止補
助
根據國科會「學術倫理案件處理辦法」
（草案）第 36 條之規定：
「違反學術倫理之行為，倫理委員會應視情節輕重，為下列處分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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決議：一、書面申誡；二、出具擔保；三、一年以上五年以下之停
權，情節重大者得停權八年以下，情節特別嚴重者，得終身停權；
四、禁止擔任審查人；五、已核定之補助，撤銷或終止補助，並得
命返還已撥付之經費之全部或一部」
。此種立法方式，主要係參酌美
國立法例（45 C.F.R. § 689.3（a）
）之三級懲處方式中第一級懲處「書
面申誡」、「出具擔保」及第三級懲處「禁止擔任審查人」35並保留
台灣現行之「停權處分」
，依據情節輕重，為不同之處罰，以符合「比
例原則」
。
另外，如處罰種類不同，且單一之法律效果無法達成維護學術
倫理之目的時，亦得合併性質不相抵觸之處罰於同一處分 中，惟如
一重處罰已足達成目的時，則不得重複裁處（草案第 37 條）
。又為
避免違反追究之正當性及經濟性，草案乃參考日本學術界對於違反
學術倫理「追溯時效」之討論36，另增加現行法所無之「追究時效」，
於草案第 38 條規定違反學術倫理之案件，因 10 年內未調查而消滅。

（三）各大專院校
抄襲之罰則，依據教育部頒布之「大專校院教師著作抄襲處理
原則」第 4 條之規定：
「大專校院應本公正、客觀、明快之原則，處
理涉及著作抄襲檢舉案。抄襲成立之案件，應依抄襲類型、情節輕
重及著作性質於校內相關法規中明訂不同的懲處條款。」
，故體現於
各校法規，不論教師或學生，均依抄襲類型及情節輕重，訂定不同
之懲處條款。茲就教師及學生，以台灣大學及高雄醫學大學之校內
法規37，分別說明如下：
35

36
37

美國國科會的懲處，共分三級。第一級懲處包括書面申誡、出具擔保；第二級
懲處包括暫停補助、特別審查；第三級懲處包括禁止擔任審查人或顧問、禁止
參與研究計畫。請參見：45 C.F.R. § 689.3 (a)。
「行政院國家科學委員會學術倫理案件處理辦法」（草案）第 38 條說明。
本文以台灣大學及高雄醫學大學例，係因台灣大學既為台灣最高學府，在校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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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教師部分
（1）申誡、解聘、不續聘、不得晉級或申請升等等
對於教師著作之抄襲，台灣大學之做法係透過「教師著作抄襲
處理要點」第 3 條之規定，依其抄襲類型情節輕重，分別為解聘、
38
不續聘或一定期間不得晉級或申請升等之懲處 。台灣大學之做法，
類似於教育部現行之法令規定。再以高雄醫學大學為例，依據「學
術倫理案件處理原則」第 13 條之規定，係依情節輕重，分別為（1）
書面申誡；（2）解聘、停聘或不續聘；（3）停止受理升等申請或
各項研究補助申請若干年；（4）追回與本案相關之研究獎勵費用；
（5）補償當事人之損失。高雄醫學大學之做法，亦類似於國科會之
現行法令規定。然較特別者，係相較於教育部、國科會及台灣大學
之做法，高雄醫學大學又增加「補償當事人之損失」，惟其用「損
失補償」之概念，顯然認定為抄襲者對其抄襲，並無故意或過失可
言。此似與前述抄襲之民事責任要件判斷不符，值得再商榷。
2.學生部分
（1）撤銷學位
依據「學位授予法」第 7 條之 2 之規定：「各大學對其所授予
之學位，如發現論文、創作、展演、書面報告或技術報告有抄襲或

38

智慧財產權之保護，自應為學術界之楷模；而高雄醫學大學係因作者曾於此校
講演相關主題。以此二校為例，係藉此檢視二校之校內法規，是否符合法令之
要求。
台灣大學「教師著作抄襲處理要點」第 3 條：「各級教評會應本公正、客觀、明
快、嚴謹之原則，處理涉嫌著作抄襲檢舉案。抄襲成立之案件，應依抄襲類型
情節輕重，有下列情形之一者，由各級教評會決議懲處：
(一)、著作完全抄襲者解聘，如涉教師資格並辦理註銷教師資格。
(二)、著作部分抄襲者視情節輕重予以解聘或不續聘或一定期間不得晉級或申請
升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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舞弊情事，經調查屬實者，應予撤銷，並公告註銷其已發之學位證
書；其有違反其他法令者，並應依相關法令處理。」
，此法對於全國
各大學均有適用，亦即各大學對於學生論文抄襲，除應予撤銷學位
外，並應公告註銷其已發之學位證書。
（2）記小過、記大過或勒令退學
對於在學學生之抄襲，台灣大學之做法係透過「學生個人獎懲
辦法」第 8 條、第 9 條及第 10 條之規定，依據抄襲類型及情節輕重，
分別為記小過、記大過或勒令退學之懲處39。高雄醫學大學之做法，
亦透過「學生獎懲準則」第 9 條、第 10 條及第 13 之規定，依情節
輕重，分別為記小過、記大過或勒令退學之懲處40。

伍、學術上如何避免侵權
學術上在資料之利用，如何避免侵權？不應僅係依賴法律責任
或行政懲處達之嚇阻作用，積極面除掌握合理使用之標準並載明出
處外，亦可擇採以下方式，以避免侵權：

39

40

如第 8 條第 12 款「侵犯他人智慧財產權」
；第 17 款「違反學術倫理，情節輕微」
係記小過；第 9 條第 13 款「侵犯他人智慧財產權情節嚴重」
；第 16 款「違反學
術倫理，情節嚴重」係記大過；第 10 條第 3 款「違反學術倫理，情節極為嚴重」
則予以勒令退學。
如第 9 條第 5 款「侵犯他人智慧財產權，情節輕微者」係記小過；第 10 條第 6
款「侵犯他人智慧財產權，情節輕微者」係大過；第 13 條第 1 款「違反校倫理
及教育目的情事且情節重大者」則予以勒令退學。
附記：高醫大「學生獎懲準則」第第 10 條第 6 款「侵犯他人智慧財產權，情節
輕微者」，應修改為「侵犯他人智慧財產權，情節嚴重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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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著作權之讓與或授權
著作財產權係財產權之一種，可透過讓與或授權之方式，受讓
人或被授權人在受讓或被授權之範圍內，依法即有權行使著作財產
權，而不涉及侵權。茲說明如下：

（一）著作財產權讓與契約
著作財產權之讓與，係權利讓與（民法第 294 條）
，為準物權行
為，其原因行為以買賣居多，以彰顯著作之財產價值，並因應知識
經濟之時代來臨。依據著作權法第 36 條規定，「著作財產權得全部
或部分讓與他人或與他人共有。著作財產權之受讓人，在其受讓範
圍內，取得著作財產權。著作財產權讓與之範圍依當事人之約定；
其約定不明之部分，推定為未讓與。」

（二）著作財產權授權契約
著作財產權授權契約，係指著作財產權人將其全部或部分著作
財產權，非終局地授與他人利用。亦即「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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著作權法
第三十七條第一項）
。
授權契約可分為專屬授權契約與非專屬授權契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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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並
得以自己名義為訴訟上之行為。著作財產權人在專屬授權範圍內，
不得行使權利（著作權法第三十七條第四項）
。非專屬授權契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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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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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再授權第三人利用（著作權法第三十七條第三項）41。

二、善用創用 CC 之文章
（一）何謂創用 CC
創用 CC 是“Creative Commons”在台灣之翻譯，係指創用（創
作使用）共享。其為一套開放性之公眾授權契約，任何人只要遵守
著作人所設定之條件，均可自由使用該著作。2001 年在美國史丹佛
大 學 法 學 教 授 Lawrence Lessig 倡 議 下 ， 非 營 利 組 織 Creative
Commons 成立。目的在藉由創用 CC 授權（Creative Commons
Licenses）之推廣，讓著作人與利用人可將創作自由之利用與傳遞。
台灣版 CC 授權條款係由中研院資訊科學研究所引進並負責翻譯，
目前最新之版本 3.0 版本42。

（二）為何採用創用 CC
一般人欠缺利用行為須經授權之認知，或有此認知，但對如何
取得授權及其具體內容，認識不足。此外，合理使用之法定判斷標
準，過於抽象，一般人不易掌握。亦即未經授權、不符合理使用之
利用行為，均構成違法，對於利用人而言，其利用之法律成本不免
過高。
41

42

張懿云（2009）
，
《著作權法及相關案例介紹》
，3 版，頁 104-108，台北：經濟部
智慧財產局。
教育部數位教學資源入口網，http://isp.moe.edu.tw/ccedu/introduction.php（最後
瀏覽日：1/20/2011）。劉靜怡（2011），〈從創用 CC 運動看數位時代的公共領域
－財產權觀點的初步考察〉，《中研院法學期刊》，第 8 期，頁 122－123 頁。魏
禹 嫻 （ 2011 ） ， 〈 公 眾 授 權 與 創 用 cc 簡 介 〉 ，
http://get.nccu.edu.tw:8080/getcdb/retrieve/106377/創用 CC_1.5hr_NTU.p （最後瀏
覽日：01/20/20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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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創用 CC 之特色
創用 CC 為一套著作權授權契約條款，其非法律。在私法自治
契約自由原則下，是否採用創用 CC？採用哪種版本？著作人均可自
由決定。又授權契約版本亦有意思表示更新問題，新舊版本契約條
款均有效，無彼此取代或失效問題。
此外，創用 CC 更為一套對不特定人授權的契約條款。任何人
只要遵守著作人所設定之條件，均可自由使用該著作，不須再取得
著作人之授權。著作人設定授權條件，只保留自己在乎之部分權利
﹙如商業用途﹚
，其餘釋放大眾使用。利用人違反授權條款，對於逾
越部份，仍回歸著作權法侵權之相關規定加以處理43。

（四）如何善用創用 CC
目前較常用的授權條款有二種：其一為「姓名表示－非商業用
途─禁止改作」，其優點在於維持作品的原貌，確保作者的理念想
法；其二為「姓名表示－非商業用途－相同方式分享」
，鼓勵改作，
但改作後的衍生作品必須採取相同的 CC 授權，有助於學術交流44。
著作人或利用人如何善用創用 CC？著作人可進入創用 CC 網站，選
擇適合自己的授權條款，並將此條款標示於文章所張貼的網站上。
利用人則對於他人已標有創用 CC 條款的著作，可在授權條款下，
放心利用，不必再考慮獲得授權或合理使用問題。

43

44

James Boyle, THE PUBLIC DOMAIN: ENCLOSING THE COMMONS OF THE
MIND, 287-288 (2008). Lawrence Lessig, Re-crafting a Public Domain, 18 YALEJ.
L. ＆ HUMAN, 79-80 (2006).
魏禹嫻，同前註 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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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善用 open access journal 之文章
Open access journal 上之文章，透過無償之著作財產權授權，可
下載、列印、使用，可避免合理使用之判斷疑義及侵權困擾。投稿
open access journal，文章將高度被引用及發揮更廣之學術影響力，
但因投稿 open access journal，一旦文章被接受，作者所付費用不訾，
故一般自然科學界研究者投稿意願不高，致 Open access journal 上
可利用之著作範圍，亦相對減少45。

陸、實務常見問題之釐清
一、實驗之想法及構思
依據著作權法第 10 條之 1 之規定，著作權法保護之對象係「表
達」而非「觀念」
，故實驗之想法，不在著作權之保護範圍。惟實驗
之結果，若記載於實驗筆記或進而以圖片或數據呈現，則已成「表
達」
，可受著作權法之保護。惟對於學術而言，特定思想或觀念係由
何人而出，倍受關注，故採用他人觀念或思想進而有所表達創作時，
需明白標示。否則，援用他人觀念雖無著作權之侵害問題，但仍可
能構成違反學術倫理。

二、論文之著作權人
著作權法對於著作人之認定標準，係以實際完成著作之人為認
定標準。論文之著作權人為何？應依實際情況加以判斷。若指導教
45

Open-access journal, at http://en.wikipedia.org/wiki/Open_access_journal (last
visited 01/20/20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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授僅做大綱之修正、方向指引或資料意見之提供，亦即僅提供「觀
念」而未實際參與寫作，著作權人為實際撰寫之學生；若指導教授
不僅為「觀念」之提供，更實際參與論文之寫作與修改，若各人之
創作不能分離利用時，依據著作權法第 8 條之規定，該論文為指導
教授及學生之共同著作。

三、共同作者
依據著作權法第 8 條之規定：
「二人以上共同完成之著作，其各
人之創作，不能分離利用者，為共同著作。」
，故共同作者係指對該
論文共同完成，且各人之創作不能分離利用。實際並未參與論文撰
寫，則非共同作者，無法享有著作人格權及著作財產權。緃使著作
權法第 12 條允許當事人得透過契約約定著作人，但此為學術倫理所
不允許。未實際參與學術論文之寫作卻掛名為作者或共同作者，顯
然違反學術倫理。
通訊作者（corresponding author）
，亦即主要作者，除係領導整
個研究團隊外，更實際指導實驗、參與論文之撰寫修改及對內外之
連繫溝通（通訊作者需在作者欄位中列出 e-mail address）
。通訊作者
以著作權法第 8 條之觀點，係為共同作者。
第二以下之作者，是否享有著作權？應依實際狀況加以認定。
若其僅參與部分寫作，則應視該部分寫作是否與整篇論文達到不可
分離利用做判斷？若不可分離利用，為共同作者；若可分離利用，
則僅為該部分著作之作者。若第二以下之作者，並未參與寫作，僅
參與實驗或對實驗有貢獻，則對該論文未享有任何著作權，無法享
有著作人格權及著作財產權；若掛名為共同作者，不僅違反權作權
法，更屬研究造假，違反學術倫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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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引用他人著作
引用他人著作，未載明出處，即未表示作者之姓名，引用人除
侵犯著作人之重製權外，更侵犯著作人之姓名表示權46。侵犯重製
權之處罰已述於前，侵害著作人格權，侵權者除應負損害賠償責任
（包括非財產上之損害賠償）外，被害人並得請求表示著作人之姓
名、更正內容或為其他回復名譽之適當處分（著作權法第 85 條）
。

五、簽署「學生放棄著作權，日後不得投稿」
學生與教師簽署「學生放棄著作權，日後不得投稿」之約定，
若學生為著作權人，則簽訂時，拋棄著作財產權，學生對該著作之
著作財產權消滅，該報告成為「公共所有」
，任何人皆得利用。惟著
作人格權之姓名表示權無拋棄問題，緃使拋棄，其拋棄依法亦屬無
效，任何人利用該著作時，仍應明示該學生亦即著作人之姓名。

六、學生與教師之共同著作
著作為學生與教師之共同著作時，學生拋棄著作財產權，則其
所拋棄之著作財產權歸教師所有，但學生之著作人格權不因拋棄而
消滅。
另外，教師「聘用」學生為專案研究人員，撰寫研究報告，是
否可適用著作權法第 11 條或第 12 條之規定，在當事人間有僱傭或
出資聘用之關係時，由教師享有著作財產權？依據民法第 482 條之
46

著作權法第 16 條第 1 項：著作人於著作之原件或其重製物上於著作公開發表
時，有表示其本名、別名或不具名之權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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規定，僱傭契約僱用人須支付報酬，然教師之研究案，不論係來自
國科會或其他政府機關之經費，教師本身均無出資之問題，自無著
作權法第 11 條或第 12 條規定之適用。

柒、結論
台灣現行法律對於「合理使用」之概括規定，大抵與國際標準
相同。惟因「合理使用」之判斷，對一般人（包括學術研究者）而
言，過於抽象且不易判斷，且法院實務上及學術上對於抄襲之認定
標準不盡相同，造成一般人，尤其係學術研究者，無法清楚界抄襲
與引用之區別。
本文透過對引用及抄襲之介紹，期待學術研究者能掌握二者之
區別及分際，避免觸法及違反學術倫理。惟因現階段台灣社會對於
著作權法所稱之「合理範圍」尚未建立共識，如何透過不同之法院
個案，具體歸納成重點或原則，以供一般人參考，應係吾人努力之
方向。另外，為維護學術研究倫理，對於違反學術倫理之行為，亦
應具體確實為適當之處理，以有效提昇台灣學術研究之地位及競爭
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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