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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 導論
一、 著作權保護在智慧財產權法律體系中的定位
二、 著作權法制研究的四大基礎
1. 著作權保護
2. 鄰接權保護
3. 仲介團體條例
4. 著作權契約法
三、網路資訊社會對著作權法制之衝擊與影響  
貳、 國際著作權法制之發展與演進
一、伯恩公約，
1886/9/9簽訂(伯恩召開正式生效)(2005會員國156，巴黎修正本文Art. 1-21(119)，Art. 22-
38(126))
自簽訂後先後提出多次修正案
巴黎本文(1896.5.4)、柏林修正案(1908.3.20)、伯恩本文(1914.3.20)、羅馬修正案(1928.6.2)
、布魯塞爾修正案(1948.6.26)、斯德歌爾模修正案(1967.7.14)、巴黎修正案(1971.7.24)
-美國在1989.3.1參加，
-中華人民共和國在1992.10.15參加
二、*世界著作權公約：1952.9.6(97國家)；1971.7.24巴黎修正案(62)
三、*羅馬公約：1961.10.29(58)
四、歐洲電視節目交換公約：1958/12/15(15)
五、歐洲保護電視廣播公約：1960/6/22(6)
六、歐洲地下電台公約(關於防止廣播及電視電台在國外設立發射站歐洲公約)：1965/1/22(18)
七、日內瓦錄音公約(錄音物製作人反盜版公約)：1971/10/29(57)
八、布魯塞爾衛星轉播公約：1974/5/21(23)
九、*與貿易有關之智慧財產權協定：
1994/4/15通過，2005/2生效(148)
十、*WIPO著作權條約/WIPO表演與錄音物條約：
1996/12/20通過，2005/9/20 (WCT 53國、WPPT 51國)，生效。
十一、*幾個發展中的國際條約（2002/5，第七次；2002/11/4-8，第八次常設委員會議SCCR， 
http://www.wipo.org/copyright/en/index.html）
-WIPO資料庫保護條約草案
-WIPO視聽表演保護草案
參、立法目的—私益與公益的衝突
肆、基本原則
一、 創作保護原則
二、 屬地保護原則
三、 觀念與表達二分的原則與例外
- 「外在的表達形式」與「內在的表達形式」
- 從抽象測試法(abstract test, ca. 1930)到三步驟測試法(three-pronged test, ca. 
1990)-關於電腦程式非文字部分之保護
- 「整體外觀及感覺測試」(the look and feel test)-關於使用者介面之保護
- 觀念與表達合一(the merge doctrine)
伍、著作之保護要件
1. 原創性
2. 必須是人類精神所為之創作
3. 必須具有一定之形式表達(d.h. 觀念、構想、事實等，不在保護之列)
4. 必須足以表現出作者個性或獨特性(!)
??小銅幣理論(die kleine Münze)
??「原創性」與「創作性」之區別
順便值得一提的是：
1. 關於「固著」(Fixation)
2. 關於著作權與著作物所有權之區別

陸、 著作類型
一、 著作權法第五條第一項之分類
二、 衍生著作
三、 編輯著作
四、 共同著作與結合著作   

柒、 著作人及其權利歸屬
一、 著作權本質
1. 財產權or人格權之討論
2. 一元論 or二元論之討論
二、 「目的讓與理論」的發展
三、 現行法律規定
      1. 雇傭關係下之權利歸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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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出資受聘關係下之權利歸屬
     3. 公務人員著作之權利歸屬
捌、 權利內容
一、 著作人格權
1. 公開發表權（§15）
2. 姓名表示權（§16）
3. 禁止變更權（§17）

二、 著作財產權
1. 在有形利用方面
a.  重製權（§22）
b.  散布權（§28-1）
c.  出租權（§29）
d. 公開展示權（§27）
2. 在無形利用方面
a. 公開口述（§23）
b. 公開播送（§24）
c. 公開上映（§25）
d. 公開演出（§26）
e. 公開傳輸權（§26-1）
3. 改作、編輯權

玖、 ※「使用權的層次劃分系統」
（Das Stufensystem des Verwertungsrecht）
                          
                  個人購買       一小部分私人使用
    
                  圖書館購買         免費出借
作者   出版商      書局購買         
                                   轉賣出去
                  出租店購買
                                      出租 
                         （因為繼續散布的行為
一批新的消費者出現）
出版商取得重製及散布權
               散布  ........  繼續散布  .......... 繼續散布
       （耗盡原則）  （耗盡原則的例外）
拾、 權利保護期間
拾壹、表演人之保護
拾貳、權利之限制與例外
一、 關於「著作財產權之限制」與「合理使用」之用語
二、 合理使用之必要性、兼論合理使用之性質
三、 立法例
1. 大陸法系：以德國為例
2. 英美法系：以美國為例
3. 我國著作權法
四、 廣義的著作權限制
 1. 時間上的限制
                    2. 地域及對人的限制
       3. 內容上的限制 (1) 制度性的保障（未形諸於文字的部分）
-- 保留一部份給私人合理使用
-- 非公開的無形利用
                           (2) 著作權法第三章第四節第四款§§44以下的規定

五、 狹義的著作權限制
依其限制、干預程度的不同，又分成：
 1. 直接干預
       2. 法律授權 
(1). 報酬請求權之性質
(2). 查詢權
       (3). 關於主動告知之義務
        3. 強制授權
五、 著作權限制的解釋原則
-- 從寬或從嚴解釋？
六、 合理使用的類型
1. 個人非營利目的使用之限制
?? §5 1
?? 私人自由利用的範圍有越來越縮小的趨勢
?? 關於機具使用費（Geräteabgabe）與空白帶權利金（Leerkassetenabgabe）
2. 為教育、教學之目的
?? §46 重製
?? § 47（？）教科書之重製、改作或編輯
?? § 47 III 公開播送
?? § 52 引用
?? § 53 盲人
?? § 54 考試
?? § 63 翻譯
3. 為學術研究之目的
?? §48 I Nr.1圖書館為供個人研究目的之重製
?? §63 翻譯
?? §52 引用
4. 為保存文化、提升藝文之目的
?? §48 I Nr.2，Nr.3，§48 之1圖書館
?? §57



?? §58
5. 為國家政府機關運作之目的
?? §44 中央或地方機關
?? §45 司法程序之必要
6. 為保障資訊自由流通之目的
?? §49 時事報導
?? §50 中央、地方機關、或公法人著作
?? §52 引用
?? §56，56之一 廣播或電視廣播、社區共同天線
?? §61 時事問題論述之轉載或公開播送
?? §62 政治或宗教上之演說
Vgl. §41 投稿於新聞紙、雜誌或授權公開播送
7. 為非營利活動（公益活動）之目的
?? §55
8. 關於電腦程式著作之特別規定
?? §59 重製備份
?? §60 I、II (?)  （基於商品流通之目的）
- a. 關於電腦程式之出租權及其例外
              - b. 關於錄音著作之出租權 

拾叁、 著作權授權契約
- 最高法院86年台非字64號判決
- 著作權法第三十七條修正
拾肆、 權利管理電子資訊與防盜拷措施
拾伍、視為侵害著作權行為與著作之真品平行輸入
- 著作權法第八十七條、八十七條之一
拾伍、 回溯保護規定 
拾陸、 著作權刑罰規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