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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前言
一、研究背景與研究動機
著作權為智慧財產權之一種，所謂「智慧財產權」
，乃指藉由保護創作發明
者權益之手段，鼓勵有能力創作發明之人繼續為之，達到公眾可以享受這
些智慧成果之目的，對於人類精神活動成果而能產生財產上之價值者，透
由法律所創設之權利。
著作權法第一條規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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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法未規定者，適用其他法律之規定。」由
該條文所揭櫫之立法目的可知，著作權法之立法目的在於希望藉由保障著
作人著作權益之近程目標，並以調合社會公共利益之中程目標，最後達到
促進國家文化發展之終極目標。
在著作權侵害案件之類型中，司法實務上以重製權之侵害為大宗。對於重
製權之侵害，就其要件之該當、訴訟上之證明方式及其程序之進行，仍有
諸多未明或錯誤之處，輕則影響個案正義，重則有害國家文化創意產業之
發展，故本研究期以橙果設計公司金魚抄襲案之一、二審法院之判決，探
討司法實務上對「接觸」要件舉證責任之證明力！

二、研究目的
本研究觀察橙果金魚抄襲案中一、二審判決之脈絡，包含判決要旨(爭點及
理由)、被告之抗辯、實務見解及法官對於事實之認定及其心證之形成…等，
從其一審判決檢察官之無罪推定至二審判決中判斷接觸要件之合理可能性
時，以間接證據作為被告須受刑事判決處罰之依據，從兩判決之歧異中探
討其根本問題：司法實務上對「接觸」要件舉證責任之證明力！
本文之研究目標：
1.現有法制因創作保護主義產生著作人對其創作有舉證責任上的困難，面臨著作
權爭訟時將難以明確舉證之困境，本文建議若修法將創作保護主義改為著作權登
記制度，使「登記」成為著作人的對抗要件。
2.探討司法實務上對「接觸」要件舉證責任之證明力及法院所持之見解是否有待
斟酌之處？
期司法實務上能統一法律適用之見解，以解決重製權侵害之爭議。

貳、案例事實
橙果設計有限公司（下稱橙果公司）及受僱於橙果公司的設計師，被控抄
襲他人的「金魚圖樣」著作，該設計師遭人指稱所繪製之「金魚圖樣」，係抄襲
就讀於台南科技大學視覺傳達設計系之學生，於「96 級畢業成果展」所原創設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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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美術著作，該「金魚圖樣」後由橙果公司提供予丹比食品實業有限公司（下稱
丹比公司），使用於由丹比公司所推出「設計師系」喜餅「琉金一捻紅」之喜餅
外盒、紙袋及宣傳手冊上。

參、判決要旨
一、爭點
(一)99 年度智易字第 34 號(一審)
1

陳玥呈(告訴人)「金魚圖樣」之創作是否為原創 ？
是否為告訴人獨立完成之創作？
告訴人之「金魚圖樣」是否具有一定程度之創意？
蘇尹曼(被告)之著作是否係重製告訴人之著作？
兩著作是否已達實質相似之程度？
(1)若已達實質相似程度，為被告之獨立創作？
(2)若已達實質相似程度，被告抄襲告訴人之著作？
被告是否有接觸告訴人之「金魚圖樣」著作之合理可能性？

(二)100 年度刑智上訴字第 39 號(二審)
被告是否有接觸告訴人之「金魚圖樣」著作之合理可能性？

二、理由
(一) 99 年度智易字第 34 號(一審)
1.是否為告訴人獨立完成之創作？
依臺南科技大學視覺傳達設計系覆函，及證人陳玥呈與房芳筠之證詞，
交互勾稽，可見「金魚圖樣」之設計過程，係由告訴人與其他同學於
95 年初自行分組，參加校內「形象組」之角逐獲選後，歷經由告訴人
及組員討論選定主題、選定「金魚」為吉祥物、進而概念發想、由眾
組員各自設計草稿、經指導教授選定以告訴人製作之草圖為基礎而交
由告訴人著手美術設計，嗣經數次會審討論，並經告訴人融合指導教
授及其他組員之各方意見後，數次修改，最終之「金魚圖樣」經眾組
員及指導教授認可；綜此觀知，告訴人就「金魚圖樣」自無到有之設
1

既稱「創作」，則應具備「原創性」
，即該著作應：
1.係著作人所原始獨立創作而非抄襲他人而來
2.具有一定程度之創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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計演變過程，有一定之明確脈絡，並非憑空而來，此應係告訴人本其
所具之平面設計智識專業之創作能力，親手賦予該「金魚圖樣」之表
達形式，此外亦無證據認定告訴人有抄襲重製他人著作，是「金魚圖
樣」係告訴人所獨立創作而來，當可確定。
2.告訴人之「金魚圖樣」是否具有一定程度之創意？
著作之「創意」乃該著作受著作權法保障之基礎，而在著作權法之領
域中，此「創意」程度之要求並非依特別嚴格之高標準，即無須如同
專利法所要求達令人驚異之精巧新穎程度，亦無須具備任何美學上價
2
值，僅須具備「最低程度之創新性 」即足，而所謂「最低程度」，係
指除非該著作完全欠缺人類創意痕跡或其創意跡象甚為普通且微不
足道而幾乎等同毫無創新，否則均認其具備「最低程度」之創新性，
即便該著作係就吾人日常生活中能輕易接觸之自然事物描繪，只要此
描繪係創作者對該自然事物之個人覺察反應，該描繪即能滿足此最低
程度之「創新性」
，此乃因「個人覺察反應」永遠具備某些與創作者
個性相聯結之獨特性，而此獨特創意之表達係著作權法所欲保障之對
象，有以致之，故本案告訴人之「金魚圖樣」具有一定程度之創意。
蘇尹曼及其辯護人答辯：
(1)金魚外觀大同小異，陳玥呈「金魚圖樣」之著作為臨摹並不具原創性
(2)金魚有其固定樣貌構造，其表現形式甚為固定有限，依「思想與表達
合併」原則，告訴人「金魚圖樣」之表現形式不應受著作權法保護，否則
無異宣示由告訴人獨占此金魚特徵之表現形式。
法院見解：
(1)綜觀坊間之素描或花草鳥獸之動植物寫生，絕不會僅因所描繪寫生之
對象或事物，係特徵大抵類同且為習見習聞之自然界事物，即否定創作者
有自己獨特之精神作用加入其中，進而否定該描繪寫生成果具有創意，故
不足採。
(2)此原則之適用，以表達該思想觀念之形式方法甚為限定稀少為前提，
縱「金魚」之外觀確具某些固定特徵，客觀上本有多種表達其固定特徵之
方法及可能性，毫無所謂表達形式甚為限定稀少之問題，故不足採。
小結：
陳玥呈(告訴人)「金魚圖樣」之創作係其原始獨立創作而非抄襲他人而來
且具有一定程度之創意，故陳玥呈(告訴人)「金魚圖樣」之創作為原創。
3.陳告訴人與蘇被告之兩著作間是否已達實質相似程度？
最高法院 97 年度台上字第 6499 號判決意旨，所謂「實質相似」不僅
指量之相似亦兼指質之相似，於判斷「美術著作」此等具有藝術性或
美感性之著作是否抄襲時，如使用與文字著作相同之分析解構方法為
細節比對，往往有其困難度或可能因而失其公平，因此在為質之考量
2

最高法院 89 年度臺上字第 2787 號判決同此意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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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尤應注意著作間之「整體觀念與感覺」，應以一般理性閱聽大眾
之反應或印象為判定基準且既稱「整體感覺」
，即不應對二著作以「過
度挑剔」或「吹毛求疵」之態度，抽離解構其細節詳予比對，既應以
一般理性閱聽大眾之反應或印象為判定基準，則不應由具備專業知識
經驗人士以鑑定方法判斷之且我國既非普通法系之人民陪審制，而係
由事實審法院法官兼負事實認定之責任，則法官依此「整體觀念與感
覺法」判斷二著作是否實質近似時，應以一般理性閱聽大眾之角度自
居，並以勘驗之證據調查方法判定之，不應也不需委由專家鑑定之。
本院以一般合理之閱聽大眾角度自居，認二著作之「整體感覺」確已
達「實質相似」程度，然須說明者，二著作間確因各細節差異，而未
達「顯然相同」（Striking Similarity）程度，是依上所述，檢察官
仍應舉證證明被告蘇尹曼曾「接觸」告訴人之著作。
蘇尹曼及其辯護人答辯：
告訴人之著作係以「臨摹」之描繪手法為之，被告之著作則係以「極簡」
之幾何設計為之，故不具實質近似。
法院見解：
應直接針對著作外顯之表現形式判斷是否近似，絕不能倒果為因，僅因創
作者採取不同之表現手法，即謂此不同表現手法必將對一般閱聽者產生不
相似之整體感覺反應，此點辯解，並不足採。
4.被告之著作是否為被告獨立之創作、抄襲告訴人之著作？
被告蘇尹曼於設計過程中，自概念發想開始，至提出自網路搜得之金
魚圖樣郵票集為參考資料、經眾人討論選定風格後即著手製作草圖、
經內部討論、修改、以電腦繪圖方式提出最終設計平面稿，終完成之
「金魚圖樣」並獲丹比公司認可等過程，可知被告蘇尹曼就「金魚圖
樣」自無到有之設計過程，有明確之修改演變脈絡，並非憑空而來，
參以草稿圖與最終完成之「金魚圖樣」
，亦具有一定之近似性，已如
前述，可見二圖樣間確具一定之修改演變關係，更何況被告蘇尹曼於
設計之初應已預見設計之圖樣將用於丹比公司之喜餅包裝，一旦上市，
於全國之流通機會甚高且既已耗費心力繪製含有諸多金魚圖樣之草
稿圖，所餘工作無非進行修改及電腦繪圖而已，實難想像被告蘇尹曼
有甘冒輕易遭人發現與告訴人之「金魚圖樣」神似，進而遭人指控抄
襲重製之風險，逕自模仿抄襲重製告訴人「金魚圖樣」著作美術特徵
之必要。
5.被告是否有接觸告訴人著作之合理可能性？
檢察官推論被告蘇尹曼確有抄襲重製行為所憑藉之另一間接證據即
為「接觸」
，而有無「接觸」
，亦屬事實認定問題，此亦不限以直接證
據證明之，然除非二著作之相似程度已達「顯然相同」之程度，而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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據此「顯然相同」事實推論被告蘇尹曼必曾「接觸」告訴人之著作，
否則檢察官至少應舉證建立依社會通常情況，被告蘇尹曼確有閱聽告
訴人著作之合理機會或合理可能性，否則不能認為有此「接觸」事實
之存在。
依現有證據顯示，至多僅能證明附著於告訴人「金魚圖樣」著作之各
式物品，確曾於 96 年 5 月 3 日至同年 5 月 13 日在臺南科技大學校內
展及於 96 年 5 月 17 日至同年 5 月 20 日在臺北世界貿易中心校外展
之展覽期間對外公開，告訴人斯時所屬學系亦曾寄發附著該著作之邀
請卡予部分校友或其他學校，且附著該著作之相關活動資料亦經公開
於部分與「設計」相關之網站上供人閱覽，檢察官亦無任何證據足以
推論被告蘇尹曼確有前往觀展之事實或強烈動機，是難單憑舉辦展覽
之事實，遽認被告蘇尹曼確有藉此展覽接觸告訴人著作之合理可能性；
況依被告蘇尹曼所言，其十年前亦為臺南科技大學之校友，參諸告訴
人陳玥呈亦證稱，伊畢業三年來未曾收到畢業展之邀請卡；證人房芳
筠亦證稱，畢業成果展之邀請卡並未寄給被告蘇尹曼或橙果公司亦不
會寄給「室內設計系」之校友，綜此交互勾稽，本即難以想像被告蘇
尹曼有何前往觀展之可能，乃被告蘇尹曼曾否或平日有否登入此「黑
秀網」查找資料之習慣、若有其頻率幾何等節，均為推論被告蘇尹曼
確有自此「黑秀網」接觸告訴人著作之合理可能性，惟均乏證據證明
之，自難單憑告訴人確曾將著作置放於「黑秀網」上及被告蘇尹曼自
承確曾自網路上查找設計資料等事實，即認被告蘇尹曼確有藉此接觸
告訴人著作之合理可能性。
小結：
兩著作已達實質相似程度，但檢察官無任何證據足以推論被告蘇尹曼確有
接觸告訴人著作之合理可能性。
一審判決總結：
綜上所述，著作權法第 91 條第 1 項之行為，依同法第 100 條規定為
告訴乃論，主張自己著作之著作財產權因被告重製行為而遭受侵害，
但因檢察官無法舉證證明被告有接觸告訴人著作之合理機會或合理
3
可能性並未足使本院確信被告蘇尹曼有重製抄襲告訴人之著作 ，為免
4
冤抑，依刑事訴訟法「罪證有疑，利於被告 」之無罪推定法則，應為
有利被告蘇尹曼之認定而為其無罪之判決。
被告蘇尹曼既屬不能證明犯罪，則僱用被告蘇尹曼之被告橙果公司亦
5
無依同法第 101 條第 1 項處罰之餘地亦應為無罪之諭知 。
3

倘檢察官不能證明被告確有重製抄襲告訴人創作且具原創性之著作至「超越合理懷疑」之程度者，即應為被
告有利之認定。
4
有最高法院 30 年上字第 816 號判例及 76 年臺上字第 4986 號判例意旨可資參照。
5
按犯罪事實應依證據認定之，無證據不得認定犯罪事實；不能證明被告犯罪者，應諭知無罪之判決，刑事訴
訟法第 154 條第 2 項及第 301 條第 1 項分別定有明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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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100 年度刑智上訴字第 39 號(二審)
1.被告是否有接觸告訴人之「金魚圖樣」著作之合理可能性？
依原審法院判斷告訴人之「金魚圖樣」之創作具原創性，至於被告蘇
尹曼之著作是否係抄襲重製告訴人之著作而來，雖兩「金魚圖樣」之
著作已達「實質相似」程度，但檢察官仍無法證明蘇尹曼(被告)是否
有接觸告訴人「金魚圖樣」著作之合理可能性？
本案件法院認定已具備實質相似之要件，針對接觸部分，茲分述如下：
蘇尹曼(被告)之辯稱：
訊據被告蘇尹曼固坦承喜餅禮盒上之「金魚圖樣」為其所設計，惟否認有
重製告訴人陳玥呈之美術著作而有違反著作權法犯行並辯稱事前未接觸
告訴人上開之著作，係其獨立創作。
法院之見解及說明：
所謂「獨立創作」乃指著作人為創作時，未接觸參考他人先前之著作；凡
經由接觸並進而抄襲他人著作而完成之作品即非屬原創性之著作，並非著
6
作權法上所定之著作 。實質相似之二著作，雖非無可能係個別獨立之創
作，然如其相似之程度過高，則實無從想像「若非接觸，何以致之」。被
告辯稱於刑事之判斷上，基於無罪推定原則，檢察官應舉證至確實有接觸，
始構成侵害等語云云。惟按於著作是否非法重製之判斷上，之所以會有「接
觸」要件，主要即係因著作權人與侵權人通常並不相識，於舉證責任之分
配上，在二著作已近似之情形下，如何要求著作權人證明侵權人侵權，因
此須配合有無「合理接觸」之可能，作為判斷之標準。故在「接觸」要件
之判斷上，須與二著作「相似」之程度綜合觀之，如相似程度不高，則著
作權人或公訴人應負較高之關於「接觸可能」之證明，但如相似程度甚高
時，僅需證明至依社會通常情況，有合理接觸之機會或可能即可。惟查告
訴人於 97 年 1 月 22 日提起本件告訴時，並不認識被告蘇尹曼，且不知
係被告蘇尹曼所為，其於告訴狀係列被告橙果公司及該公司不詳姓名之設
計師為被告，又被告橙果公司於第一次提出刑事答辯狀時所附被告蘇尹曼
之學經歷中，亦僅列舉其國外之學歷並未提及被告蘇尹曼與告訴人其實係
畢業於同一所學校，告訴人係於本件 98 年 2 月 27 日經檢察官第一次為
不起訴處分後，始於再議聲請狀上表明知悉被告蘇尹曼亦係臺南科技大學
校友，二人雖非同系，但因被告蘇尹曼係平面設計師，當然可能對母校於
96 年 5 月初之設計畢業展有興趣，亦可能對 96 年 5 月 17 至 20 日母校於
其工作住家附近之世貿中心所舉辦之公開展覽有興趣，故被告蘇尹曼於職
務或業務上，甚至於社交生活上，合理接觸告訴人著作之可能性極高，再
加以二著作間近似之程度甚高，實難想像「若非接觸，何以有致」
。綜上，
被告蘇尹曼違反著作權法之犯行，應堪認定，被告橙果公司因受雇人執行
6

最高法院 97 年度台上字第 1587 號刑事判決意旨參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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業務犯違反著作權法之罪，均應依法論科。
二審判決總結：
核被告蘇尹曼所為，係犯著作權法第 91 條第 1 項擅自以重製之方法
侵害他人之著作財產權罪。被告橙果公司則應依同法第 101 條第 1 項
規定科以罰金之刑。檢察官上訴意旨雖以被告蘇尹曼涉本件違反著作
權之案件，係因被告橙果公司與丹比公司訂有設計合約書，且依該合
約書第 3 、4 條之約定可知，被告橙果公司係以新台幣 126 萬元之
代價接下委託設計案，並將被告蘇尹曼涉及侵權之美術著作重製物銷
售並移轉著作財產權予丹比公司，顯見被告蘇尹曼係基於銷售之意圖，
而以重製之方法侵害告訴人之著作財產權，因認被告蘇尹曼所為尚涉
犯著作權法第 91 條第 2 項之罪，並經公訴檢察官於本院 100 年 10 月
7
6 日審判程序中當庭變更起訴法條為著作權法第 91 條第 2 項 。惟按
意圖銷售或出租而擅自以重製之方法侵害他人之著作財產權者，必行
為人主觀上有銷售之意圖，方能成立本罪，倘行為人主觀上無銷售之
8
意圖，即不應以本罪相繩 。
原審以被告犯罪不能證明，而為被告無罪之諭知，應有誤會，上訴意
9
旨，指摘原判決不當，為有理由，自應由本院將原判決予以撤銷改判。
爰審酌被告蘇尹曼明知告訴人之「金魚圖樣」係他人享有著作財產權
之創作，竟因工作繁忙，一時不察，侵害告訴人之著作財產權，被告
蘇尹曼及告訴人陳玥呈於偵查及原審審理中均曾互相表達和解之意，
惟因事涉其雇用人被告橙果公司之立場及兩造對和解金額之差距而
不易達成和解，被告蘇尹曼犯罪之動機、手段、對告訴人所生損害及
身為設計師竟忽略對智慧財產權之尊重，以及本院依其犯罪前後之設
計表現，認此應係偶發事件等一切情狀，量處如主文所示之刑，並諭
知易科罰金之折算標準並對被告橙果公司部分，處以著作權法第 91
條第 1 項之罰金刑。
7

經查被告橙果公司係於 95 年 11 月間即與丹比公司簽訂囍餅禮盒外觀設計合約，約定被告橙果公司迄 96 年
11 月 20 日止應負責三款囍餅禮盒之設計，此有被告橙果公司負責丹比喜餅設計合約之專案經理所提專案計畫
資料一份在卷可憑，而被告橙果公司第一款設計完成於 96 年 5 月初，第二款即附有「金魚圖樣」之設計則自
96 年 5 月初即開始計劃，參照該設計圖完成期間於被告橙果公司擔任資深業務經理並負責該專案之證人劉雅
文於原審審判程序經具結後之證稱每位設計師工作量都很大，差不多都有四至五個案子在手上，通常工作時
間為一個星期，因此被告蘇尹曼應係在時間匆促不足創作之情形下，擅自重製告訴人之「金魚圖樣」著作以
履行職務，並無銷售之意圖，綜核卷內所有資料亦不見被告蘇尹曼因此行為而有何薪資以外之利得，故難認
被告所為係犯著作權法第 91 條第 2 項之意圖銷售而擅自重製罪。惟此部分與上開擅自以重製方法侵害他人著
作財產權之罪具有裁判上之一罪關係，爰不另為無罪之諭知。
8
最高法院 90 年度台上字第 7555 號刑事判決意旨參照。
9
上訴人臺灣臺北地方法院檢察署檢察官因被告違反著作權法案件，不服臺灣臺北地方法院 99 年度智易字第
34 號，中華民國 100 年 4 月 27 日第一審判決（起訴案號：臺灣臺北地方法院檢察署 99 年度偵續一字第 25 號）
，
提起上訴。

10

肆、舉證責任
一、民事訴訟程序之舉證責任
民事訴訟法第 277 條規定「當事人主張有利於己之事實者，就其事實有舉
證之責任。但法律別有規定，或依其情形顯失公平者，不在此限。」舉證
10
責任分配之一般原則(基本原則)依通說及實務見解，採規範說 。
所謂規範說係指：
「主張權利存在者，就其權利要件事實負舉證責任；主
張權利不存在者，就權利妨害(障礙)、權利消滅、權利受制(抑制)事實負
11
舉證責任」 。
有真偽不明之狀態，一方之當事人無法證明該事實時，該當事人即因受不
利益之事實認定，法院仍做出對承擔舉證責任之當事人不利之判斷，此含
義是作為「結果責任」之客觀的舉證責任，透由結果的不利益，善盡其舉
證責任，學者亦有稱之為實質的舉證責任。
我國著作權法對於侵害著作權的民事賠償責任，原則上採過失責任，原告
舉證責任的困難，可以立法明定轉換為被告就自己的無過失負舉證責任，
但若有「顯失公平(如武器不平等)」的情況，則會出現「舉證責任倒置」
12
13
的情形 ，或就被告的故意或過失負可期待的舉證責任 。

二、刑事訴訟程序之舉證責任
我國過去為職權主義之刑事訴訟制度，法院依舊法第 163 條有依職權調查
證據之義務，自無所謂當事人負有提出證據責任之概念。
民國 56 年刑事訴訟法新增第 161 條第 1 項規定：
「檢察官就被告犯罪事實，
應負舉證責任，並指出證明之方法」，以調和職權主義訴訟制度之缺點，
但往昔實務見解仍認檢察官之舉證僅負使法院得有合理之懷疑近於確信
之程度，即盡其形式上舉證之責任，法院為發見真實之必要，仍應依職權
調查證據。
民國 91 年修正之新法已改採改良式當事人進行主義，其重點在於貫徹無
罪推定原則，檢察官應就被告犯罪事實負實質舉證及說服之責任，而法庭
的證據調查活動是由當事人來主導，法院則基於公平理念，居於客觀、公
14
正及超然之立場而為裁判 。法院只在事實真相仍有待澄清的情況下，或
者是為了維護公平正義以及被告重大利益時，才發動職權調查證據。
10

姜世明，民事訴訟法基礎論，頁 151。
姜世明，民事訴訟法基礎論，頁 152。
12
我國民事訴訟法第 277 條但書：
「但法律別有規定，或依其情形顯失公平者，不在此限」。
13
賀德芬，前揭著作權法論文集─下輯：著作權的實務個案，頁 76-78。
14
最高法院 101 年度台上字第 2696 號刑事判決。
11

11

最高法院 91 年 4 月 30 日 91 年度第 4 次刑事庭會議決議：
「刑事訴訟法第
161 條第 1 項明定檢察官舉證責任內涵，除應盡『提出證據』之刑事舉證
責任外，尚應『指出其證明之方法』，用以說服法院，使法官確信被告犯
罪構成事實之存在。」似認為「形式舉證責任」與「提出證據責任」同義，
「實質舉證責任」與「說服責任」同義，可惜該決議對兩者間之分配未作
15
說明 。另最高法院亦已依上述法理重新對舉證責任做出解釋，最高法院
92 年台上字第 128 號判例言：
「因此，檢察官對於被起訴之犯罪事實應負
提出證據及說服之實質舉證責任。倘其所提出之證據，不足為被告有罪之
積極證明，或其指出之證明方法，無從說服法官以形成被告有罪之心證，
基於無罪推定原則，自應為被告無罪判決之諭知。」該判例代表我國舉證
16
責任之最新實務見解 ：
(1)舉證責任分為提出證據之責任、說服責任（破除我國學說對舉證責任
名稱之混亂）
。
(2)檢察官對於被起訴之犯罪事實應負提出證據及說服之實質舉證責任。
(3)就提出證據責任而言，只要檢察官所提出之證據，不足為被告有罪之
積極證明，法官即應為被告無罪判決，原則上無須再為調查。
(4)就說服責任而言，檢察官必須說服法院形成被告有罪之心證，否則法
院必須為無罪判決。
(5)依法理及最高法院 76 年台上字第 4986 號判例，檢察官仍必須說服法
院至「無合理懷疑」之心證程度。

為避免牴觸無罪推定之憲法原則及違反檢察官實質舉證責任之規定，
「公
平正義之維護」依目的性限縮之解釋方法，自當以利益被告之事項為限。
檢察官不因刑事訴訟法第 163 條第 2 項但書：
「但於公平正義之維護或對
被告之利益有重大關係事項，法院應依職權調查之。」而得減輕舉證責任。
所謂「公平正義之維護」
，既未明文排除利益被告之事項，基於法規範目
的，仍應以有利被告之立場加以考量，且刑事訴訟規範之目的，除在實現
國家刑罰權以維護社會秩序外，尚有貫徹法定程序以保障被告基本權利之
機能，此乃法院為維護公平正義之審判原則，就「公平正義之維護」之解
釋，本即囊括不利益及利益被告之事項。基此，法院僅於公平正義之維護
17
或對被告之案例有重大關係之事項，負有補充調查之義務 ，否則應由檢
察官蒙受不利之訴訟結果，此為檢察官於刑事訴訟個案中所負之危險負擔，
即實質舉證責任之內涵。
15

吳巡龍，論「形式舉證責任與幽靈抗辯」，月旦法學雜誌第 133 期，頁 35，2006。
王兆鵬，「刑事訴訟講義」
，頁 549-550。
17
林鈺雄，刑事訴訟法(上)，7 版，元照，2013 年，頁 478。
16

12

我國刑事舉證責任除依刑事訴訟法第 161 條、第 163 條之條文及立法說明
外，尚需舉證責任分配之法理解決未規範之事項。
舉證責任分配雖無絕對標準，但基本上有下列三原則：
(1)主張待證事實者，應負舉證責任。
(2)對於積極主張之事實有特別知識者，應負舉證責任。
(3)主張常態事實者不負舉證責任，主張變態事實者負舉證責任。

刑事訴訟程序舉證責任之程度
當刑事訴訟發生事實真偽不明的情形時，法院還是必須為有罪與否之判決，
但其證據規則完全迥異於民事訴訟。按我國刑事訴訟法第 154 條第 1 項
明文規定：
「被告未經審判證明有罪確定前，推定其為無罪。」此即為無
罪推定原則。此項原則之意義在於：就被告被追訴之犯罪，在法律上被證
明有罪之前，應推定其無罪。詳言之，被告之罪責必須經由合乎訴訟規則
之程序，被證明至令法院產生確信的心證程度之後，法院始能對其為有罪
判決；在此時點之前，應推定被告無罪。此原則業經「世界人權宣言」及
「聯合國公民及政治權利公約」所確認。且我國最高法院 76 年台上字第
4986 號刑事判例表示：
「無論直接或間接證據，其為訴訟上之證明，須於
通常一般之人均不致有所懷疑，而得確信其為真實之程度者，始得據為有
罪之認定，倘其證明尚未達到此一程度，而有合理之懷疑存在時，事實審
法院復已就其心證上理由予以闡述，敘明其如何無從為有罪之確信，因而
為無罪之判決，尚不得任意指為違法。」足認我國刑事訴訟證據規則完全
迥異於民事訴訟。只要審理結果法院未能形成有罪判決之心證，即法院依
法調查證據後，對於被告之犯罪事實之心證未能達到確信無疑之有罪判決
18
門檻時，被告即受無罪推定之保護，法院應為被告無罪之判決 。是檢察
官之舉證責任不同於民事舉證責任，在我國刑事訴訟證明被告有罪之證據
應至法院產生確信其為真實之心證程度，始能證明被告有罪。

三、民事及刑事訴訟程序對「接觸」要件之舉證責任分配
我國實務見解認為：
「接觸之舉證責任：當事人主張有利於己之事實者，
就其事實有舉證之責任，民事訴訟法第 277 條本文定有明文。原告主張被
告之著作為抄襲其著作者，係請求著作權保護之前提要件，是原告應舉證
證明被告曾接觸被抄襲之著作，不論係直接證據或間接證據均可證明之。
19
（智慧財產法院 99 年度民著訴字第 36 號民事判決） 」學說也認為被告
20
是否「接觸」原告著作，應由原告負舉證責任 。至於刑事程序，依我國
18

林鈺雄，「刑事訴訟法（上冊）－總論篇」
，頁 434 ，作者自版，2006.09，第 4 版。林俊益，「刑事訴訟法
概論（上冊）」
，頁 360-361，學林出版，2004.11，第 5 版。
19
另參見最高法院 81 年台上字第 3063 號民事判決：
「主張他人之著作係抄襲其著作者，應舉證證明該他人曾
接觸被抄襲之著作，構成二著作實質相似。」
20
謝銘洋，「智慧財產權法」
，頁 298，元照出版，2008.10，初版；林洲富，「著作權法案例式」
，頁 117，五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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刑事訴訟法第 161 條第 1 項明定：
「檢察官就被告犯罪事實應負舉證責
任。」因檢察官主張被告觸犯著作權法之罪，故檢察官負有提出被告「接
觸」著作權人著作之責任。

四、探討「接觸」要件檢察官舉證責任之程度
按我國實務見解均認為所謂「接觸」並不以證明被告有實際接觸著作權人
之著作為限，凡依社會通常情況，被告應有合理之機會或合理之可能性閱
讀或聽聞著作權人之著作，即足當之。其實，此意涵嚴格論之，並非正確
之定義。依最高法院 99 年度台上字第 2075 號刑事判決：
「法院就當事人
所提一切事證均應併予審酌，非謂欠缺直接證據時，所有間接證據均不可
採。」換言之，證明「接觸」之方式，不論是直接方式（行為人接觸著作
物）
，抑或是間接方式（於合理之情況下，行為人具有合理機會接觸著作
物）均屬之。顯見我國實務見解是以「證明『接觸』之方式」作為「接觸」
之定義。
本文基於以下理由，認為此定義會混淆刑事程序之檢察官舉證責任之程度，
並不妥當。本文認為所謂「接觸」應指被告閱讀或聽聞著作權人之著作，
至於證明之方式不論是直接方式或間接方式均可。
（一）依我國刑事訴訟法第 161 條第 1 項明定：
「檢察官就被告犯罪事實
應負舉證責任。」因檢察官主張被告觸犯著作權法之罪，故檢察官負有提
出被告「接觸」著作權人著作之責任。檢察官就此證明之程度，依我國最
高法院 76 年台上字第 4986 號刑事判例見解，須證明被告「接觸」之證據
至法院產生確信其為真實之心證程度，法院始能對被告為有罪判決（相當
於美國法「無合理懷疑」之程度）
。美國法認為檢察官對於被告如何實際
地「接觸」著作權人著作須以豐富的敘述表達（narrative richness）說
服陪審團至確信、無合理的懷疑其主張可能為不實的程度，採取較嚴格之
認定。
（二）檢察官之所以須負擔如此高的舉證責任，此乃國家政策之選擇。要
求檢察官負擔高度的舉證責任，即表示刑事訴訟理論，寧可選擇讓有罪者
逍遙法外，也不要讓無罪者被誤判為有罪。避免冤獄為刑事訴訟法的重要
目的之一，冤獄對被告生命、自由、名譽之剝奪皆屬不正。降低檢察官之
舉證責任固可防止有罪者逍遙法外，但亦會造成不正冤獄的增加。反之提
高檢察官的舉證責任程度，固然會增加有罪者逍遙法外之機會，卻能減低
冤獄的機率。就此而言，要求檢察官負擔高度的舉證責任，實為刑事訴訟
21
理論在利益衡量下，刻意所作之選擇─「與其殺不辜，寧失不經」 。
出版，2008.10，初版。
21
王兆鵬，「與其殺不辜，寧失不經。」出自蘇軾，「刑賞忠厚之至論」
，原文「罪疑惟輕，功疑惟重。與其殺
不辜，寧失不經。」
（文義：罪行有可疑之處，應為其有利之認定，功績有可疑之處，應從重獎勵。與其錯殺
無罪之人，寧可寬縱執法，以避免濫殺無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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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司法實務對「接觸」要件舉證責任之見解
「接觸」與「實質近似」兩要件係我國法院審理著作抄襲爭訟案件主要之
判斷標準，司法實務之刑事審判對接觸之舉證責任見解不一，法院認定「接
觸」要件以「舉證」作為界線，可依此分為肯定說與否定說：

(一)肯定說
1.判決實例
認為「無法舉證曾接觸」所以不構成接觸者，如智慧財產 99 年度民著訴
字第 92 號民事判決對圖形著作之著作權爭議，法院認為「原告無法舉證
被告曾接觸其著作，所以不構成接觸」
、臺灣高等法院 95 年度智上字第
12 號民事判決對圖形著作之著作權爭議，法院認為「無直接或任何情況
證據可證，無從任意推測被告知悉倉庫所存放物品而接觸並抄襲系爭圖形
著作」、最高法院 99 年度台非字第 10 號刑事判決「未能證明被告等有抄
襲告訴人上揭著作之認識。因認並無證據足以證明被告等有公訴意旨所指
違反著作權法之犯行，因而維持第一審諭知被告等無罪之判決，駁回檢察
官在第二審之上訴」
。

2.判決見解
肯定說採證據裁判原則及無罪推定原則，認為：
「證據裁判主義：按犯罪
事實應依證據認定之，無證據不得認定犯罪事實；不能證明被告犯罪者，
22
應諭知無罪判決 」
、「刑事訴訟法第 154 條第 2 項、第 301 條第 1 項分別
定有明文。故事實之認定，應憑證據，倘未能發現確實之證據，或證據不
23
足以證明，自不能以推測或擬制之方法，以為裁判基礎 」、
「犯罪事實所
憑之證據，無論係直接證據或間接證據，其為訴訟上之證明，須於一般人
均不致有所懷疑而得確信為真實之程度，始得據為有罪之認定，倘其證明
未達此程度而尚有合理之懷疑存在時，本諸無罪推定原則，自應為被告無
24
罪之諭知 」、
「檢察官於訴訟上應負提出證據及說服之實質舉證責任，且
22

最高法院 20 年上字第 893 號、40 年台上字第 86 號分別著有判例以及最高法院 101 年度台上字第 116 號、
100 年台上字第 3736 號、96 年度台上字第 6791 號、95 年度台上字第 5193 號、91 年度台上字第 3946 號、85
年度台上字第 5477 號等刑事判決；智慧財產法院 103 年度刑智上易字第 66 號、103 年度刑智上訴字第 42 號、
104 年度刑智上訴字第 19 號、104 年度刑智上訴字第 8 號、104 年度刑智上易字第 18 號、104 年度,刑智上訴
字第 12 號、104 年度刑智上易字第 19 號等刑事判決。
23
最高法院 97 年度台上字第 3286 號、95 年度台上字第 4349 號、94 年度台上字第 6042 號、93 年度台上字第
4031 號、91 年度台上字第 3946 號等刑事判決；智慧財產法院 103 年度刑智上訴字第 42 號、104 年度刑智上
訴字第 19 號、104 年度刑智上訴字第 8 號、104 年度刑智上易字第 18 號、104 年度刑智上訴字第 12 號、104
年度刑智上易字第 19 號、103 年度刑智上訴字第 68 號、103 年度刑智上訴字第 69 號等刑事判決。
24
最高法院 99 年度台上字第 634 號、98 年度台上字第 1544 號刑事判決；智慧財產法院 103 年度刑智上易字第
66 號、103 年度刑智上易字第 72 號、102 年度刑智上訴字第 90 號、103 年度刑智上訴字第 44 號、103 年度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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認定被告有罪之證據，須達到使事實審法官有確信之心證時，始得為被告
有罪之判斷。倘依負追訴犯罪職責之檢察官所提出之證據，無法使事實審
25
法官有此程度之心證時，自應為有利於被告之認定 」
、
「舉證達合理懷疑，
26
尚無其他積極證據足資證明被告確有犯行 。」
、「未能舉證著作財產權已
27
廣為人知，及有何得直接證明被告知悉之直接或間接證據 」
、「均須達於
通常一般之人均不致有所懷疑，而得確信其為真實之程度，始得據為有罪
之認定，若其關於被告是否犯罪之證明未能達此程度，而有合理懷疑之存
在，致使無從形成有罪之確信，根據『罪證有疑，利於被告』之證據法則，
28
即不得遽為不利被告之認定 」
，我國法院刑事判決採肯定說者占多數。

(二)否定說
1.判決實例
有與金魚案相類似的實務見解者，視相似程度使原告負「舉證接觸較高或
較低之責任」
，如：智慧財產法院 103 年度刑智上訴字第 54 號刑事判決「如
相似程度不高，則公訴人應負較高之關於『接觸可能』之證明，但如相似
程度甚高時，僅需證明至依社會通常情況，有合理接觸之機會或可能即可，
除非相似程度甚低，始有證明『確實接觸」之必要。」
、最高法院 99 年度
台上字第 2109 號民事判決等見解，接觸原則上應以直接或間接證據證明
之。惟其仍有例外情形，例如當原告及被告之著作「明顯近似 (Striking
Similarity)」
，足可合理排除被告有獨立創作之可能性時，則此時已無需
其他接觸之證據，足可推定被告曾接觸原告之著作，原告不必另行舉證，
舉證責任轉由被告負擔。

2.判決見解
相對於肯定說之見解，否定說則認為：
「有認為接觸之判斷上，須與二著
作相似之程度綜合觀之，如相似程度不高，公訴人始應負較高關於「接觸
29
可能」之證明，即接觸之舉證，隨相似之程度越高致舉證責任減輕 」
、
「若
智上易字第 18 號等刑事判決。
25
最高法院 103 年度台上字第 596 號、102 年度台非字第 24 號、101 年度台上字第 6164 號、100 年度台上字第
4024 號等刑事判決；智慧財產法院 103 年度刑智上易字第 66 號、103 年度刑智上訴字第 42 號、104 年度刑智
上訴字第 8 號、104 年度刑智上易字第 18 號等刑事判決。
26
最高法院 99 年度台上字第 634 號、96 年度台上字第 1397 號刑事判決；智慧財產法院 103 年度刑智上易字第,66
號、103 年度刑智上易字第 72 號、103 年度刑智上易字第 18 號、103 年度刑智上訴字第 33 號等刑事判決。
27
智慧財產法院 101 年度刑智上易字第 49 號刑事判決。
28
最高法院 98 年度台上字第 6512 號刑事判決；智慧財產法院 103 年度刑智上易字第 66 號、104 年度刑智上訴
字第 19 號、104 年度刑智上訴字第 8 號、103 年度刑智上易字第 18 號、103 年度刑智上訴字第 17 號等刑事判
決。
29
智慧財產法院 103 年度刑智上訴字第 54 號、103 年度刑智上易字第 47 號、102 年度刑智上易字第 35 號、100
年度刑智上訴字第 39 號刑事判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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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0

非接觸，何以有致 」
、「犯罪事實之認定及證據之取捨，乃事實審法院之
職權，且法院憑以認定犯罪事實之證據，並不以直接證據為限，即綜合各
種證據，本於推理作用，為其認定犯罪事實之基礎，如不違背經驗法則與
31
論理法則，即不得指為違法 」
，我國法院刑事判決採否定說見解者屬少數，
本案即屬一例。

伍、結論
1.原告舉證責任困難的解決途徑：
32
現有法制為創作保護主義 ，當事人在著作抄襲爭訟案件中肩負著「著作
人舉證責任」因而引發國人對「著作權登記制度」之需求，期能使「登記」
成為著作人的對抗要件，藉公示登記方式增進交易安全與信賴效果亦屬增
進公益目的，進而達到促進國家文化發展之最終目標。
2. 本文認為實務對於「接觸」定義：
「依社會通常情況，被告應有合理之
機會或合理之可能性閱讀或聽聞著作權人之著作。」易使法院認為檢察官
證明「接觸」要件，僅須提出被告「合理機會接觸」著作權人之證據，混
淆刑事程序之檢察官舉證責任之程度，並不妥當，也對於被告權益非常不
公平。又我國刑事程序採取「有疑惟利被告原則」
（又稱罪疑惟輕原則）
及「無罪推定原則」
（刑事訴訟法第 154 條第 1 項規定）
，此為現代法治國
家普世價值，更是普遍被各國承認之國際標準。法院於不利於被告之犯罪
33
事實之認定，以經過證明並獲得「確信」者為前提 ，被告有「合理機會」
看到或聽聞著作權人著作，不代表被告曾看到或聽聞著作權人著作，基於
「有疑惟利被告原則」及「無罪推定原則」
，應推論被告「未」構成接觸。
本案例檢察官僅僅提出被告「合理機會接觸」著作權人之證據，以推論被
告「接觸」
，則此不但違反「有疑惟利被告原則」及「無罪推定原則」
，而
且也會造成被告因兩造著作過於近似而侵害他人著作而遭受法院科刑，導
致其自由、名譽之剝奪，國家不正冤獄的增加，同時亦與著作權法調和社
會公共利益，促進國家文化發展之目的相牴觸。
30

智慧財產法院 100 年度刑智上訴第 39 號刑事判決。
最高法院 99 年度台上字第 2800 號、95 年度台上字第 7133 號、95 年度台上字第 302 號刑事判決。
32
著作權創作保護主義
首先就著作權之取得而言，我國於 1985 年之前，係採取註冊保護主義，著作完成後必須向當時之主管機關內
政部註冊後，始能取得著作權保護。此一作法顯然與國際條約規範以及許多國家之規定不同，也使得許多著
作因內政部不准其註冊而無法受到保護。為配合國際趨勢，我國於 1985 年修法時，乃改採創作保護主義，亦
即只要創作完成就取得保護，但當時只限於本國人之著作，外國人之著作仍維持註冊保護主義，直至 1992 年
修法時，才改為創作保護主義。在創作主義之下而不需要主管機關之審查，然而究竟是否符合保護要件，則
由法院於具體個案中認定之，亦即法院對於著作權之取得有最終認定之權力(謝銘洋，智慧財產權法，頁 158)。
33
林鈺雄，「刑事訴訟法（上冊）－總論篇」
，頁 149，作者自版，2006.09，第 4 版。
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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