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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席：三讀條文已宣讀完畢，請問院會，有無文字修正？（無）無文字修正意見。
本案決議：專利法增訂第一百五十七條之二至第一百五十七條之四條文，並將第二十九條、
第三十四條、第四十六條、第五十七條、第七十一條、第七十三條、第七十四條、第七十七條
、第一百零七條、第一百十八條至第一百二十條、第一百三十五條及第一百四十三條條文修正
通過。
進行討論事項第三案。

三、本院經濟委員會報告審查委員蘇震清等 18 人擬具「著作權法第八十
七條及第九十三條條文修正草案」案。（本案經提本院第 9 屆第 6 會期第 14 次會
議報告決定：交經濟委員會審查。茲接報告，爰於本次會議提出討論。）
主席：宣讀審查報告。

立法院經濟委員會函
受文者：本院議事處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 108 年 4 月 1 日
發文字號：台立經字第 1084200458 號
速別：普通件
密等及解密條件或保密期限：
附件：如說明二,附件 0 附件 1
主旨：院會交付審查委員蘇震清等 18 人擬具「著作權法第八十七條及第九十三條條文修正草案」
案，業經審查完竣，並決議不須交由黨團協商，復請提報院會討論。
說明：
一、復貴處 108 年 01 月 04 日台立議字第 1070705453 號函。
二、附審查報告乙份。
正本：本院議事處
副本：
審查本院委員蘇震清、邱志偉等 18 人擬具「著作權法第八十七條及第九十三條條文修正草案
」審查報告
一、本院委員蘇震清、邱志偉等 18 人擬具「著作權法第八十七條及第九十三條條文修正草案」，
經提本院第 9 屆第 6 會期第 14 次會議（107 年 12 月 21 日）報告後決定：「交經濟委員會審
查。」。
二、經濟委員會分別於 108 年 3 月 25 日（星期一）及同月 27 日（星期三）舉行第 9 屆第 7 會期第
6 次全體委員會議進行審查，由召集委員賴瑞隆擔任主席。會中邀請經濟部政務次長王美花提
出說明並答復委員質詢，另邀請國家通訊傳播委員會、國家安全局、內政部、文化部及法務
部等相關機關派員列席備詢，相關說明情形如次：
(一)經濟部政務次長王美花就委員蘇震清「著作權法第八十七條及第九十三條條文修正草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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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說明如下：
因近年來部分市售的機上盒或 APP 應用程式，提供民眾便捷管道連結侵權網站
收視非法影音內容，業者藉機以收取月租費或賣斷機上盒的方式謀取暴利，嚴重損
害著作財產權人合法權益，進而影響內容產業之發展。因此，委員為落實智慧財產
權之保護，本次所提修正草案，增訂下列三種侵害行為，應科以民、刑事責任：
1.第一種情形為提供公眾使用匯集侵權著作網路位址的電腦程式，例如：將匯集非法影
音網路連結的 APP 應用程式（俗稱追劇神器）上架到 Google Play 商店或 Apple Store
等網路平臺給民眾下載使用。
2.第二種情形為沒有直接提供電腦程式，而是行為人另以指導、協助或預設路徑供公眾
下載使用電腦程式，例如：製造或銷售的機上盒雖然沒有內建上述的追劇神器，但卻
提供指導或協助民眾安裝。
3.第三種情形是製造、輸入或銷售載有可以連結侵權著作電腦程式的設備或器材，例如
：製造、進口或是在市面上銷售內建非法追劇神器的機上盒。
此次委員所提著作權法第 87 條及第 93 條條文修正草案，係為因應新型態的侵權
態樣，解決實務面臨網路侵權惡性重大的問題，通過後將有助於遏止
侵權及促進我國文創與影視音產業之發展。委員所擬具之修法草案，
本部敬表支持。
(二)委員蘇震清「著作權法第八十七條及第九十三條條文修正草案」提案要旨：
1.有鑑於近年來出現各式新興之數位侵權型態，提供民眾便捷管道至網站收視非法影音
內容，例如部分機上盒或 APP 應用程式，業者於未支付任何授權費用下，卻明示或暗
示使用者可影音看到飽、終身免費、不必再付有線電視月租費等廣告文宣號召、誘使
或煽惑使用者利用該電腦程式連結至侵權網站，並收取廣告費、月租費或銷售利益行
為，嚴重損害著作財產權人合法權益，進而影響內容產業之發展，實應合理規範其惡
意侵權行為，俾利文創與影音產業健全發展。
2.修正要點如下：
(1)增訂電腦程式提供者之法律責任：對於明知他人公開播送或公開傳輸之著作內容侵
害著作財產權，意圖供公眾透過網路接觸該等著作，對公眾提供匯集該等著作網路
位址之電腦程式（例如：可連結非法影音內容的 APP），而受有利益者，視為侵害
著作權之行為。（修正條文第八十七條）
(2)配合修正增訂刑事責任：為有效規範不法電腦程式之提供者，如有違反者視為侵害
著作權之行為亦應科予刑事處罰，以有效遏止網路侵權行為。（修正條文第九十三
條）
三、與會委員於聽取說明及詢答後，對法案進行逐條審查及縝密討論，並將全案審查完竣，擬具審
查報告，提報院會討論；院會討論前，不須交由黨團協商。院會討論本案時，由經濟委員會
召集委員賴瑞隆補充說明。
四、檢附條文對照表乙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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審
查
會
通
過
本院委員蘇震清等18人擬具「著作權法第八十七條及第九十三條條文修正草案」條文對照表
現
行
法
審

查 會

通

過 條 文

（照案通過）
第八十七條

有下列情形之一者

委員蘇震清等 18 人提案條文

現

第八十七條

第八十七條

有下列情形之一者，

行

條

文

有下列情形之一者，

說

明

一、增訂第一項第八款，規範

除本法另有規定外，視為侵害著

除本法另有規定外，視為侵害著

惡意數位侵權行為：

，除本法另有規定外，視為侵

作權或製版權：

作權或製版權：

(一)近年來出現各式新興之

害著作權或製版權：

一、以侵害著作人名譽之方法利

一、以侵害著作人名譽之方法利

一、以侵害著作人名譽之方法
利用其著作者。
二、明知為侵害製版權之物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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散布或意圖散布而公開陳列

三、輸入未經著作財產權人或
製版權人授權重製之重製物
或製版物者。
四、未經著作財產權人同意而
輸入著作原件或其國外合法
重製物者。

用其著作者。

眾便捷管道至網站收視

二、明知為侵害製版權之物而散

二、明知為侵害製版權之物而散

非法影音內容，例如：

布或意圖散布而公開陳列或持

布或意圖散布而公開陳列或持

部分機上盒透過內建或

有者。

有者。

預設的電腦程式專門提

三、輸入未經著作財產權人或製

三、輸入未經著作財產權人或製

供使用者可連結至侵權

版權人授權重製之重製物或製

版權人授權重製之重製物或製

網站，收視非法影音內

版物者。

版物者。

容；或是於網路平臺上

四、未經著作財產權人同意而輸

四、未經著作財產權人同意而輸

架可連結非法影音內容

入著作原件或其國外合法重製

入著作原件或其國外合法重製

的 APP 應用程式，提供

物者。

物者。

民眾透過平板電腦、手

五、以侵害電腦程式著作財產權

五、以侵害電腦程式著作財產權

機等裝置下載後，進一

五、以侵害電腦程式著作財產

之重製物作為營業之使用者。

之重製物作為營業之使用者。

步瀏覽非法影音內容。

權之重製物作為營業之使用

六、明知為侵害著作財產權之物

六、明知為侵害著作財產權之物

此類機上盒或 APP 應用

而以移轉所有權或出租以外之

而以移轉所有權或出租以外之

程式業者常以明示或暗

方式散布者，或明知為侵害著

方式散布者，或明知為侵害著

示使用者可影音看到飽

者。
六、明知為侵害著作財產權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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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持有者。

用其著作者。

數位侵權型態，提供民

作財產權之物，意圖散布而公

作財產權之物，意圖散布而公

、終身免費、不必再付

外之方式散布者，或明知為

開陳列或持有者。

開陳列或持有者。

有線電視月租費等廣告

侵害著作財產權之物，意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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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未經著作財產權人同意或授

七、未經著作財產權人同意或授

文字號召、誘使或煽惑

散布而公開陳列或持有者。

權，意圖供公眾透過網路公開

權，意圖供公眾透過網路公開

使用者利用該電腦程式

七、未經著作財產權人同意或

傳輸或重製他人著作，侵害著

傳輸或重製他人著作，侵害著

連結至侵權網站，並收

授權，意圖供公眾透過網路

作財產權，對公眾提供可公開

作財產權，對公眾提供可公開

取廣告費、月租費或銷

公開傳輸或重製他人著作，

傳輸或重製著作之電腦程式或

傳輸或重製著作之電腦程式或

售利益之行為，已嚴重

侵害著作財產權，對公眾提

其他技術，而受有利益者。

其他技術，而受有利益者。

損害著作財產權人之合

供可公開傳輸或重製著作之

八、明知他人公開播送或公開傳

前項第七款之行為人，採取

法權益，進而影響影音

電腦程式或其他技術，而受

輸之著作侵害著作財產權，意

廣告或其他積極措施，教唆、誘

產業與相關內容產業之

有利益者。

圖供公眾透過網路接觸該等著

使、煽惑、說服公眾利用電腦程

健全發展，應視同惡性

作，有下列情形之一而受有利

式或其他技術侵害著作財產權者

重大之侵權行為而予以

傳輸之著作侵害著作財產權

益者：

，為具備該款之意圖。

約束規範。

，意圖供公眾透過網路接觸

(一)提供公眾使用匯集該等著

(二)因應實務現況，增訂規

該等著作，有下列情形之一

作網路位址之電腦程式。

範電腦程式提供者之法

(二)指導、協助或預設路徑供

律責任，非難行為係其

公眾使用前目之電腦程式

提供行為。對於明知他

。

人公開播送或公開傳輸

八、明知他人公開播送或公開

而受有利益者：
(一)提供公眾使用匯集該等著
作網路位址之電腦程式
。
(二)指導、協助或預設路徑供
公眾使用前目之電腦程
式。
(三)製造、輸入或銷售載有第

(三)製造、輸入或銷售載有第

之著作內容侵害著作財

一目之電腦程式之設備或

產權，意圖供公眾透過

器材。

網路接觸該等著作，對

前項第七款、第八款之行為

公眾提供匯集該等著作

人，採取廣告或其他積極措施，

網路位址的電腦程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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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而以移轉所有權或出租以

一目之電腦程式之設備

教唆、誘使、煽惑、說服公眾利

例如可連結非法影音內

或器材。

用者，為具備該款之意圖。

容的 APP）而受有利益

前項第七款、第八款之行為

者，視為侵害著作權行

人，採取廣告或其他積極措施

為。該提供者必須是出

，教唆、誘使、煽惑、說服公

於供他人透過網路接觸

眾利用者，為具備該款之意圖

侵害著作財產權內容之

。

意圖，提供電腦程式，
始屬本款規範之範圍；
又受有利益者係指經濟
上利益。至於直接在網
路提供侵害著作財產權

117

內容供公眾瀏覽之人，
其法律責任另依其他著

非本款所規範之範疇。
(三)為具體規範提供行為，
明訂本款第一目至第三
目，以資明確。第一目
規定提供公眾使用匯集
該等著作網路位址之電
腦程式，例如：將具有
匯集侵害著作財產權著
作網路位址之電腦程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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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權法規定予以判斷，

供公眾使用。第二目規
定指導、協助或預設路
徑供公眾使用前目之電
腦程式，例如：製造或
銷售之機上盒雖未內建
匯集侵害著作財產權著
作之網路位址的電腦程
式，但有指導或協助公
眾安裝上述的電腦程式
；製造或銷售之機上盒
118

預設路徑供公眾自行使
用該電腦程式。第三目
規定製造、輸入或銷售
載有第一目之電腦程式
之設備或器材，例如：
製造、輸入或銷售內建
有匯集侵害著作財產權
著作網路位址之電腦程
式，其設備或器材，均
屬之。另本款所稱之電
腦程式不及於該匯集侵
害著作財產權著作網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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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架於網路平臺或網站

位址之網站或網頁。
(四)機上盒未內建、未預設
程式連結或未指導使用
者安裝可連結非法影音
內容的電腦程式，基於
科技中立，非屬本款適
用之範圍，併予敘明。
二、增訂第一項第八款行為人
之意圖亦應有第二項規定之
適用，爰配合修正本條第二
項。
119

第八款第一目所稱之匯集，係
指將侵害著作財產權著作內容
的連結集中於該等電腦程式。
（照案通過）
第九十三條

第九十三條

有下列情形之一者，

第九十三條

有下列情形之一者，

為有效規範不法電腦程式之提

有下列情形之一者

處二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

處二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

供者，配合第八十七條第一項

，處二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

科或併科新臺幣五十萬元以下罰

科或併科新臺幣五十萬元以下罰

第八款之增訂，修正本條第四

，或科或併科新臺幣五十萬元

金：

金：

款，明訂其刑事責任。

以下罰金：

一、侵害第十五條至第十七條規

一、侵害第十五條至第十七條規

一、侵害第十五條至第十七條
規定之著作人格權者。

定之著作人格權者。
二、違反第七十條規定者。

定之著作人格權者。
二、違反第七十條規定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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審查會:

三、以第八十七條第一項第一款

三、以第八十七條第一項第一款

三、以第八十七條第一項第一

、第三款、第五款或第六款

、第三款、第五款或第六款

款、第三款、第五款或第六

方法之一侵害他人之著作權

方法之一侵害他人之著作權

款方法之一侵害他人之著作

者。但第九十一條之一第二

者。但第九十一條之一第二

權者。但第九十一條之一第

項及第三項規定情形，不在

項及第三項規定情形，不在

二項及第三項規定情形，不

此限。

此限。

在此限。
四、違反第八十七條第一項第七
款或第八款規定者。

四、違反第八十七條第一項第七
款或第八款規定者。

四、違反第八十七條第一項第七
款規定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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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違反第七十條規定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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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席：審查報告已宣讀完畢，請賴召集委員瑞隆補充說明。
賴委員無補充說明。
本案經審查會決議，不須交由黨團協商，請問院會，有無異議？（無）無異議，本案逕依審
查會意見處理。
現在進行逐條討論。

著作權法第八十七條及第九十三條條文修正草案（二讀）
主席：宣讀第八十七條。
第八十七條

有下列情形之一者，除本法另有規定外，視為侵害著作權或製版權：
一、以侵害著作人名譽之方法利用其著作者。
二、明知為侵害製版權之物而散布或意圖散布而公開陳列或持有者。
三、輸入未經著作財產權人或製版權人授權重製之重製物或製版物者。
四、未經著作財產權人同意而輸入著作原件或其國外合法重製物者。
五、以侵害電腦程式著作財產權之重製物作為營業之使用者。
六、明知為侵害著作財產權之物而以移轉所有權或出租以外之方式散布者，或明
知為侵害著作財產權之物，意圖散布而公開陳列或持有者。
七、未經著作財產權人同意或授權，意圖供公眾透過網路公開傳輸或重製他人著
作，侵害著作財產權，對公眾提供可公開傳輸或重製著作之電腦程式或其他技
術，而受有利益者。
八、明知他人公開播送或公開傳輸之著作侵害著作財產權，意圖供公眾透過網路
接觸該等著作，有下列情形之一而受有利益者：
(一)提供公眾使用匯集該等著作網路位址之電腦程式。
(二)指導、協助或預設路徑供公眾使用前目之電腦程式。
(三)製造、輸入或銷售載有第一目之電腦程式之設備或器材。
前項第七款、第八款之行為人，採取廣告或其他積極措施，教唆、誘使、煽惑、

說服公眾利用者，為具備該款之意圖。
主席：第八十七條照審查會條文通過。
宣讀第九十三條。
第九十三條

有下列情形之一者，處二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科或併科新臺幣五十萬元以下

罰金：
一、侵害第十五條至第十七條規定之著作人格權者。
二、違反第七十條規定者。
三、以第八十七條第一項第一款、第三款、第五款或第六款方法之一侵害他人之
著作權者。但第九十一條之一第二項及第三項規定情形，不在此限。
四、違反第八十七條第一項第七款或第八款規定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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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席：第九十三條照審查會條文通過。
報告院會，全案經過二讀，現有民進黨黨團提議繼續進行三讀，請問院會，有無異議？（無
）無異議。現在繼續進行三讀。宣讀。

著作權法修正第八十七條及第九十三條條文（三讀）
─與經過二讀內容同，略─
主席：三讀條文已宣讀完畢，請問院會，對本案有無文字修正？（無）無文字修正意見。
本案決議：著作權法第八十七條及第九十三條條文修正通過。
進行討論事項第四案。

四、本院內政委員會報告審查委員鄭運鵬等 16 人擬具「地籍清理條例第
二十條條文修正草案」案。（本案經提本院第 9 屆第 6 會期第 4 次會議報告決定：交
內政委員會審查。茲接報告，爰於本次會議提出討論。）
主席：現在宣讀審查報告。

立法院內政委員會函
受文者：議事處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 108 年 4 月 1 日
發文字號：台立內字第 1084000509 號
速別：普通件
密等及解密條件或保密期限：
附件：如說明二,附件 0 附件 1
主旨：院會交付審查委員鄭運鵬等 16 人擬具「地籍清理條例第二十條條文修正草案」案，業經審
查完竣，復請查照，提報院會公決。
說明：
一、復貴處 107 年 10 月 24 日台立議字第 1070703809 號函。
二、檢附審查報告（含條文對照表）1 份。
正本：議事處
副本：內政委員會
審查委員鄭運鵬等 16 人擬具「地籍清理條例第二十條條文修正草案」案審查報告
一、委員鄭運鵬等 16 人提案，經本院第 9 屆第 6 會期第 4 次會議報告；決定：「交內政委員會審
查。」
二、本院內政委員會於 108 年 3 月 25 日（星期一）召開第 9 屆第 7 會期第 8 次全體委員會議審查
上開草案；由張召集委員宏陸擔任主席，除邀請提案委員說明提案要旨，亦邀請內政部部長
徐國勇報告，及國家通訊傳播委員會派員列席說明，並備質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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