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論學術發表之著作權授權與讓與： 
以教育類期刊為觀察取向 

 
曾大千 

國家教育研究院教育制度及政策研究中心副研究員 
 

摘要 
「著作權」包括人格權及財產權二者，相對於著作人格權係專屬於著作人本

身，具有不得讓與或繼承之一身專屬性，著作財產權則為得予授權、讓與之權利

標的。參照我國《民法》及《著作權法》之相關原則性規定，著作人將其著作物

投稿於學術期刊並經刊登者，除推定成立出版契約外；於另無特別約定之前提

下，亦推定僅授與刊載一次之權利，而對著作財產權人之其他權利不生影響。然

國內教育類相關學術期刊，於稿約明定以「讓與著作財產權」為刊登要件者，實

亦不在少數，致使著作人僅因學術發表而幾乎完全喪失本應專屬之著作財產權；

此等定型化契約條款除顯不公平外，與鼓勵學術創作的一般理念及《著作權法》

保障著作權益、促進文化發展之立法目的亦未相符；尤有甚者，因受讓而獨享著

作財產權之期刊，若進一步以數位資料庫的方式使相關著作商品化，則更將因此

提高一般人接觸著作之門檻與成本，此對學術論文的流通性亦屬不利之舉。據

此，本文乃以國內相關法律規範及 TSSCI 教育類期刊之稿件著作權文件為論述

基礎，試圖釐清學術期刊要求投稿人讓與著作財產權的必要性、合宜性與可能衍

生的問題，以提供權責機關、期刊發行單位及論文發表者決策或抉擇上之參考。 
 
 
 
 
 
 
 
 
 
 
 
 
 
 
 
 
關鍵詞：著作財產權、著作權授權、著作權讓與、學術期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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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前言 

依我國《著作權法》之設定，「著作權」包括人格權及財產權二者（第 3 條

第 1 項第 3 款）。其中，著作人格權專屬於著作人本身，具有不得讓與或繼承之

一身專屬性（第 21 條），惟視其性質，仍應存在得予授權行使之可能性；至於著

作財產權，則為得予授權、讓與之權利標的（第 36 條、第 37 條參照）。若復參

照《民法》第 515 條第 2 項、第 518 條第 1 項及《著作權法》第 41 條之規定，

著作（財產權）人將著作物投稿於學術期刊並經刊登者，除推定成立出版契約外；

於另無特別約定之前提下，亦推定僅授與刊載一次之權利，而對著作財產權人之

其他權利不生任何影響。 
然而，就此觀之國內教育類相關學術期刊，於稿約明定以「讓與著作財產權」

為刊登要件者，實亦不在少數；致使著作人僅基於學術發表之目的，而卻因此幾

乎完全喪失本應專屬之重製、改作、編輯、出租、散布及公開口述、播送、上映、

演出、傳輸等著作財產權（《著作權法》第 22 條至第 29 條參照）。基本上，此等

「定型化契約」條款除顯不公平外，與保障著作權益、促進文化發展（《著作權

法》第 1 條立法理由參照）之鼓勵學術創作的一般理念亦未盡相洽；尤有甚者，

因受讓而獨享著作財產權之期刊，若進一步藉由非開放性數位資料庫使相關著作

商品化，則更將提高社群成員接觸著作的門檻與成本，此對學術論文的流通性亦

屬不利之舉。 
為試圖釐清學術期刊要求投稿人讓與著作財產權的必要性、合宜性與可能衍

生的問題，本文以下在我國《著作權法》、《民法》等相關規範及國內教育類期刊

之稿件著作權要求的論述基礎上，除先釋義相關重要名詞外，並將分析整理國內

教育類學術期刊之著作權要求，以針對學術發表著作權讓與的問題與爭點進行討

論，進而據此提出本文之結論與建議。 

 

貳、名詞釋義 

茲依我國《著作權法》相關規範內容，釋義本文所涉及的著作權、授權及讓

與三項主要名詞如下： 
 
一、著作權 

依《著作權法》第 3 條第 1 項之定義，「著作」係指屬於文學、科學、藝術

或其他學術範圍之創作（第 1 款），而「著作人」則為創作著作之人（第 2 款）；

復依同條項第 3 款及第 10 條之原則性規定，著作人於著作完成時，即得同時享

有因著作完成所生之「著作人格權」及「著作財產權」等兩種向度的著作權。因

此，著作人就其著作上權利之主張及行使，除具有基於人格權之公開發表權、姓

名表示權、禁止不當修改權等（第 15 條至第 17 條），財產權向度則更另有重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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權、散布權、改作權、編輯權、出租權與公開口述、播送、上映、演出、傳輸、

展示等諸多權利類型（第 22 條至第 29 條）。然而，因著作人格權專屬於著作人

本身，不得讓與或繼承（第 21 條），故與本文具有直接關連者，乃係得為「授權

或讓與」標的之著作財產權。 
 
二、著作財產權授權 

《著作權法》第 37 條第 1 項及第 2 項前段規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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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約定不明之部分，推定為未授權）；於此等情況下，即便著作財產

權人嗣後將其著作財產權讓與他人或再為其他授權，原有之授權約定亦不因此而

受影響。另授權復可區分為非專屬授權（第 3 項）與專屬授權（第 4 項）二者，

前者係指被授權人非經著作財產權人同意，不得將其被授與之權利再授權第三人

利用；後者則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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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且著作財產權人於專屬授權範圍內，將不得再

行使其權利。此外，《著作權法》第 41 條亦明定，著作財產權人投稿於新聞紙、

雜誌或授權公開播送著作者，除另有約定者外，均推定僅授與刊載或公開播送一

次之權利，對著作財產權人之其他權利不生影響；參照《民法》第 515 條、第

515-1 條及第 518 條等有關因投稿所推定成立的出版契約，亦有相同意旨之原則

性規定。 
 
三、著作財產權讓與 

《著作權法》第 36 條規定「著作財產權」得全部、部分讓與他人或與他人

共有（第 1 項），並使受讓人得在受讓範圍內，取得著作財產權（第 2 項）；至其

著作財產權讓與之範圍則依當事人之約定，惟有關約定不明之部分，則推定為未

讓與。因此，若論文著作人將其全部（或部分）著作財產權「讓與」期刊發行單

位，則著作人將隨之喪失該論文之全部（或部分）著作財產權及其權利地位；至

若依第 1 項規定「共有」著作財產權者，則該論文之著作財產權行使，即須經共

有人（如著作人及期刊發行單位）全體同意方得為之（第 40-1 條第 1 項前段），

故實務上除共同著作各著作人間之共有情形者（第 40 條）外，期刊發行單位與

著作人間，應不會採取此種化簡為繁的約定方式。 
 

參、國內教育類學術期刊之著作權要求 

由前揭釋義內涵可知，即使是簽訂專屬授權契約，學術論文之著作人雖不得

在專屬授權範圍內行使其著作財產權，惟著作人仍具有該著作物之財產權人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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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然於讓與的情況下，學術論文之著作人就其讓與範圍則已非權利主體。因此，

就「全部讓與」與「全部專屬授權」二者相較而言，被授權人與受讓人之權利行

使在外觀上雖無不同，但因讓與將使著作財產權人發生轉變，故著作人若再利用

其著作，則構成侵害他人著作財產權之行為；而在專屬授權的情況下，由於著作

人並未喪失其著作財產權，故若其利用已為專屬授權之著作，僅係違反專屬授權

契約，而不會構成侵害著作財產權之行為（章忠信，2012）。故就著作人之立場

而論，期刊論文之著作財產權「授權」應較有利於「讓與」，而「非專屬授權」

則更有利於「專屬授權」；惟就期刊發行單位的角度觀之，則恰反其是。 
理論上，當其他條件相同且投稿者資訊充分的前提下，期刊市場中若同時並

存非專屬授權、專屬授權、讓與等三種不同著作財產權要求 2，著作人應均會優

先選擇投稿對其最有利的非專屬授權期刊；反之而論，若要求讓與著作財產權之

期刊竟可吸引眾多投稿者，即應可推定為「個別期刊特殊條件」與「著作權認知

不充分」等兩項因素使然。以行政院國家科學委員會（以下簡稱國科會）人文社

會科學研究中心公告之 2012 年臺灣社會科學引文索引（Taiwan social sciences 
citation index, TSSCI）資料庫所收錄的 19 種教育類期刊為例（國科會人文社會

科學研究中心，2012），其就著作財產權要求「讓與」與「非專屬授權」即約各

占一半（9：10，詳如表 1）（中華民國大專院校體育總會，2010；中華民國科學

教育學會，2010；中華民國圖書館學會，2012；中華民國課程與教學學會，2012；
中華民國體育學會，2011；世界華語文教育學會，2012；師大書苑有限公司，2011；
國立政治大學教育學院，2012；國立高雄師範大學教育學系，2012；國立彰化師

範大學特殊教育學系，2012；國立臺北教育大學，2011；國立臺東大學，2006；
國立臺灣師範大學，2012；國立臺灣師範大學特殊教育學系，2011；國立臺灣師

範大學教育研究與評鑑中心，2009；國立臺灣師範大學教育學系，2012；國立暨

南國際大學教育政策與行政學系，2012；淡江大學資訊與圖書館學系，2012；臺

灣教育社會學學會，2012）。 
另對照觀之《臺灣社會科學引文索引核心期刊基本評量標準》（國科會人文

社會科學研究中心，2011），因其將退稿率（rejection rate）納為評比標準，若退

稿率大於 50％者即可獲得 14 分（總分為 100 分）3；因此，凡經評比為TSSCI
期刊者，在稿源上應不虞匱乏。換言之，即使表 1 所列期刊有多達將近半數要求

投稿者「讓與」其稿件之著作財產權，惟仍不乏有諸多自願「喪權」之士前仆後

繼勇往投稿；究其原委，應不外乎前揭「個別期刊特殊條件」與「著作權認知不

充分」二者： 

                                                 
1 僅因已將其權利專屬授與他人，致使其著作財產權地位受到限制，而不得行使相關權利，故

《著作權法》第 37 條第 4 項前段所稱「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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係屬法定代位行使之性質，而非如受讓人之已成為著作財產權

人。 
2 就目前國內教育類相關學術期刊觀之，並未發現要求著作財產權專屬授權者，故大致上實可

區分為非專屬授權及讓與二類。 
3 另亦載明退稿率為 30%～50％者，可得 8 分；故若未達 30%者，本細項則應為 0 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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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2012 年 TSSCI 教育學門期刊著作財產權要求一覽表 
序號 期刊名稱 發行單位 1 著作財產權要求 

1 大專體育學刊 中華民國大專院校體育總會 讓與 
2 科學教育學刊 中華民國科學教育學會 讓與 
3 特殊教育研究學刊 國立臺灣師範大學特殊教育學

系 
非專屬授權 

4 特殊教育學報 國立彰化師範大學特殊教育學

系 
非專屬授權 

5 教育政策論壇 國立暨南國際大學教育政策與

行政學系 
非專屬授權 

6 教育研究集刊 國立臺灣師範大學教育學系 讓與 
7 教育科學研究期刊 國立臺灣師範大學 讓與 
8 教育資料與圖書館學 淡江大學資訊與圖書館學系 非專屬授權 
9 教育實踐與研究 國立臺北教育大學 非專屬授權 

10 教育學刊 國立高雄師範大學教育學系 讓與 
11 華語文教學研究 世界華語文教育學會 非專屬授權 
12 當代教育研究 國立臺灣師範大學教育研究與

評鑑中心 
讓與 

13 圖書資訊學研究 中華民國圖書館學會 讓與 
14 臺東大學教育學報 國立臺東大學 非專屬授權 
15 臺灣教育社會學研究 臺灣教育社會學學會 讓與 
16 課程與教學季刊 中華民國課程與教學學會  非專屬授權 2 
17 藝術教育研究 師大書苑有限公司  非專屬授權 3 
18 體育學報 中華民國體育學會 讓與 
19 教育與心理研究 4 國立政治大學教育學院 非專屬授權 

資料來源：依據國科會人文社會科學研究中心（2012）公告資料蒐集整理。 
註：1.參酌國家圖書館期刊文獻資訊網（http://readopac.ncl.edu.tw）及各該期刊網 

站資料。 
2.經以電子郵件詢問期刊助理編輯得知，刊物網站及紙本所附稿約並未載明。 
3.雖投稿須知載明為讓與，惟所附授權書之著作權聲明則為非專屬授權。 
4.公告資料中屬綜合類學門，本文基於屬性一併納入教育學門期刊彙整。 

 
一、個別期刊特殊條件 

表 1 所載期刊雖同屬 TSSCI 清單，然其學術評價則或有高低，故就市場交

易觀點而言，學術評價愈高的期刊即擁有設定愈嚴苛條件的籌碼；然就學術期刊

本應廣徵稿源以提升社群專業水準的常理而論，即使期刊之學術評價如何超凡入

聖，其發行單位亦不應設定不必要或不合理的投稿條件。故反面而論，對於採取

非專屬授權之期刊，亦不應理解為其學術評價較差，而較無要求投稿者讓與著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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財產權的本錢；事實上，若期刊發行單位能稟持鼓勵學術創作、促進學術發展之

宗旨，且衡酌後確認「非專屬授權」即可達成發行目的，則其自然無須採取對投

稿者權利較具剝奪性的著作財產權「讓與」模式。因此，學術期刊評價之高低，

應不足以成為採取不同著作財產權要求的有力支撐。 
此外，若有個別期刊提供較佳經濟誘因（如支付稿費、承諾分享權利金或不

收取審查、刊登等費用），理論上應較有要求投稿者讓與著作財產權之空間；惟

以表 1 所載期刊為例，提撥售價之 12%給與作者作為權利金的《特殊教育學報》，

亦僅要求「非專屬授權」模式（國立彰化師範大學特殊教育學系，2012）。而在

要求「讓與」著作財產權的 8 種 TSSCI 教育類期刊中，除《臺灣教育社會學研

究》外，其餘 7 種期刊之徵稿文件中，均載明需由作者負擔每篇約新臺幣 1,000
～3,000 元不等的行政業務費、審稿費、刊登（印製）費或潤修、翻譯等費用；

反觀要求「非專屬授權」的另外 10 種期刊，卻有《特殊教育研究學刊》、《特殊

教育學報》及《華語文教學研究》等三者之徵稿文件未見相關收費約定。換言之，

要求「讓與」著作財產權之期刊所具有的經濟誘因，甚至較之「非專屬授權」者

更為不足，故此等因素與學術期刊所採取的著作財產權政策之間，應亦不存在任

何對價關係。 
 
二、著作權認知不充分 

如前所述，個別期刊之學術評價或經濟誘因等特殊條件，應不至於成為要求

投稿人「非專屬授權」或「讓與」著作財產權的有力依據；因此，期刊發行單位

及投稿人對於著作權相關資訊的認知不充分，或許才是更為重要的因素。例如，

表 1 期刊中之《藝術教育研究》於投稿須知聲明「來稿一經刊登，著作財產權即

歸本刊所有」，乃屬明確要求「讓與」著作財產權之主張；惟對照後段有關「爲

確定投稿者明瞭此點，投稿者投稿時，須簽附授權書」之附款及其「著作權授權

書」文字內容（師大書苑有限公司，2011），卻又實屬「非專屬授權」。又如，《臺

灣教育社會學研究》徵稿啟事稱「經刊登的論文，版權歸本刊所有」（臺灣教育

社會學學會，2012），惟「版權」並非我國法律用語而難以明確界定其意涵 4，

且若將其等同「著作權」，則亦與僅讓與「著作財產權」之事實不符 5；就此對

照《教育學刊》徵稿要點中「但作者仍保有著作人格權」等文字（國立高雄師範

大學教育學系，2012），則似又略顯多餘而唐突；再如《課程與教學》，其除於稿

約未提及著作財產權歸屬之重要事項 6，網站亦未提供授權書以供投稿者先行瀏

                                                 
4 版權最初之涵義為「版」與「權」（copyright），故就狹義而言，版權係專指複製、出版的權

利、亦即將著作物印製、發行之權（國立編譯館，1992：682；維基百科，2012）；就廣義而

言，版權乃等同於著作權，《中華人民共和國著作權法》（2001）第 56 條即明定「本法所稱

的著作權即版權」（在香港，版權亦為正式法律用語），但在我國法律中卻無「版權」一詞（維

基百科，2012）。 
5 如前所述，著作人格權為不可讓與之標的。 
6 就此，其若真欲適用本文前揭《民法》第 515 條第 2 項、第 518 條第 1 項及《著作權法》第

41 條之規定，而僅取得刊載一次之權利，則又另當別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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覽相關內容 7。據此或可大膽推知，部分期刊發行單位對於著作權相關資訊的基

本認知，似仍有未盡充分之處。 
事實上，凡要求讓與著作財產權之期刊，大致上均可由其稿約獲悉「一經刊

登，著作財產權歸本刊所有」或作者至多僅仍保有「未來自行集結出版、教學等

個人使用」之權利；惟卻仍有諸多著作人願意前往投稿，進而殷切期盼順利刊登

並讓與著作財產權。就此本文認為，除投稿者本身另有其他特殊考量外，著作權

人之權利意識不彰，或許更是諸多期刊（得以）動輒要求作者讓與著作財產權的

重要原因；準此，在 TSSCI 資料庫所收錄的各種期刊學門中，最具有權利意識

者應屬法律學門，故以下乃以之對照比較如表 2。 
依表 2 所示，2012 年 TSSCI 資料庫所收錄的 9 種法律學門期刊（國科會人

文社會科學研究中心，2012），其就稿件之著作財產權要求悉數為「非專屬授權」，

且均未見需由作者負擔行政業務費、審稿費、刊登（印製）費或潤修、翻譯等任

何費用之約定（中央研究院法律學研究所，2011、2012；中原大學法學院財經法

律學系，2012；行政院公平交易委員會，2012；東吳大學法學院，2012；東海大

學法律學系，2012；國立政治大學法學院，2012；國立臺北大學法律學院，2012；
國立臺灣大學法律學院，2010）。 
 
表 2 
2012 年 TSSCI 法律學門期刊著作財產權要求一覽表 
序號 期刊名稱 發行單位* 著作財產權要求 

1 National Taiwan University 
Law Review 

國立臺灣大學法律學院 非專屬授權 

2 公平交易季刊 行政院公平交易委員會 非專屬授權 
3 中研院法學期刊 中央研究院法律學研究所 非專屬授權 
4 中原財經法學 中原大學財經法律學系 非專屬授權 
5 東吳法律學報 東吳大學法學院 非專屬授權 
6 東海大學法學研究 東海大學法律學系 非專屬授權 
7 政大法學評論 國立政治大學法學院 非專屬授權 
8 國立臺灣大學法學論叢 國立臺灣大學法律學院 非專屬授權 
9 臺北大學法學論叢 國立臺北大學法律學院 非專屬授權 

資料來源：依據國科會人文社會科學研究中心（2012）公告資料蒐集整理。 
註：*參酌國家圖書館期刊文獻資訊網（http://readopac.ncl.edu.tw）及各該期刊網站資

料。 

尤有甚者，其中除《公平交易季刊》有「從優致送稿酬」之稿約外（行政院

公平交易委員會，2012），《政大法學評論》及《國立臺灣大學法學論叢》更有作

者得分配權利金之相關條款（國立政治大學法學院，2012；國立臺灣大學法律學

                                                 
7 因該期刊網站於本文撰寫期間（截至 2012 年 9 月 10 日）均處於無法連線之狀態，故此係指

*2012 年 4 月 20 日之最終網站瀏覽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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院，2010）；此外，《臺北大學法學論叢》於著作授權同意書中，明訂「除無償合

作之狀況外，〔國立臺北大學法律學院〕應以本同意書所載任一連絡方式通知作

者其再授權之狀況」（國立臺北大學法律學院，2012）8，此亦顯示期刊發行單位

對於論文著作人所欲展現的誠意與尊重。 
由以上比較及論述可知，期刊之著作財產權政策除應在小我層面兼顧著作人

及期刊發行單位之權益，更應積極落實學術期刊既有宗旨，以在大我層面發揮調

和社會公共利益、促進國家文化發展的功能。本文認為，將著作財產權全歸著作

人或期刊獨享，恐均難以獲致此等理念之實現；反之，藉由採取「非專屬授權」

模式，同時鼓勵期刊透過稿約等徵稿文件的調整，建置有利於促進期刊發行單位

與論文著作人相互尊重之平臺，應屬值得嘗試的基本方向與原則。此外，若假借

契約自由之名，而得任由學術聲望較佳之期刊對於投稿人予取予求，恐反易限縮

並剟喪學術發展賴以憑藉的自由氛圍；因此，學術發表過程中合理的著作財產權

政策，除冀望期刊發行單位依其創刊目的進行自我省察外，亦須大力仰賴學術社

群中多數論文創作人的權利意識覺醒。 
 

肆、學術發表著作權歸屬之問題與爭點 

如前所述，較之要求著作人讓與著作財產權及非專屬授權二者而言，「讓與」

顯然將對投稿者形成較大的侵益效果；因此，實應依目的觀點審酌期刊之此等要

求是否合乎比例原則？其次，依據《著作權法》之規定，著作財產權因歸屬於自

然人或法人，其存續期間是否不同？此亦為可資斟酌之處。最後，實際上之著作

人並不當然享有其著作之財產權，著作人若未釐清而即簽署讓與或授權同意書，

亦可能衍生若干風險。有關前揭犖犖大者之問題與爭點，本文將分就效益原則、

權利主體及比例原則等向度，析論如下： 
 
一、效益原則之檢視 

《著作權法》第 30 條第 1 項規定，著作財產權以存續於「著作人之生存期

間及其死亡後五十年」為原則；另第 33 條前段則規定，以法人為著作人之著作，

其著作財產權存續至其「著作公開發表後五十年」。因此，若有期刊進一步要求

投稿人約定以期刊發行單位為著作人者 9，而因期刊發行單位通常均具有法人（社

團、財團）或相當於機關（權利歸屬國家或地方自治團體）之地位，故將使 

                                                 
8 該同意書中另有「經刊登之論文，其編輯著作權歸本刊所有，非經本刊同意，不得轉載。但為

學術研究、教學或其他非營利之使用，不在此限。」《著作權法》第 7 條規定「就資料之選擇

及編排具有創作性者為編輯著作，以獨立之著作保護之。」且「編輯著作之保護，對其所收編

著作之著作權不生影響。」換言之，論文著作本身與經期刊排版刊登之論文二者，係屬獨立之

著作權保護標的，期刊發行單位與論文著作人均應予以相互尊重；就此，亦適足以彰顯論文

著作人與期刊發行單位本應具有的伙伴關係。 
9 依《著作權法》第 12 條第 1 項規定，只要期刊給與若干稿費，即可透過契約約定以期刊發行

單位（出資人）為著作人，而實際上產生同時受讓著作人格權與著作財產權之法律效果；惟

此，當然更無法通過前揭比例原則的必要性檢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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著作財產權產生較短的存續期間；惟若以實務上僅見之「讓與」及「非專屬授權」

而論，因「著作人」並未發生改變，故其著作財產權存續期間，均為讓與或授與

權利之投稿人「其生存期間及其死亡後五十年」。 
此外，依據《著作權法》第 42 條之規定，於著作財產權存續期間內，若著

作財產權人死亡而無人繼承，致其著作財產權依法應歸屬國庫者時，著作財產權

將視同消滅（第 1 款）；另著作財產權人為法人時，當法人消滅後其著作財產權

依法應歸屬於地方自治團體者，亦同（第 2 款）。換言之，無論是以「非專屬授

權」或「讓與」著作財產權為前提，均僅有在前揭第 1 款或第 2 款的特殊情事下，

著作財產權方有可能提前消滅，而使該著作成為任何人都得以自由利用的公共財

（public domain）10（《著作權法》第 43 條參照；曾大千，2009）。 
因此，學術期刊不論要求投稿人「讓與」著作財產權或採取「非專屬授權」，

二者間因僅有著作財產權歸屬之不同，而並未發生「著作人」的改變，故著作財

產權之存續期間均為相同；且均僅有在「著作人（自然人）死亡且無人繼承」或

「法人（期刊發行單位或其所隸屬）消滅」之特例下，方可能依法使相關著作成

為公共財。故在效益原則的檢視向度下，無論就著作之公共財抑或財產權存續期

間的公、私益觀點而論，「讓與」及「非專屬授權」二者均無分軒輊。 
 
二、權利主體之檢視 

依《著作權法》之原則性規定，著作人於著作完成時享有著作權（第 10 條

前段），然於受僱著作（第 11 條）或出資著作（第 12 條）之情況下，實際完成

著作之人即可能並非著作人，亦可能依法或依契約而未能享有其著作財產權（曾

大千、張奕華，2006）。詳言之，「受雇人於職務上完成之著作」雖原則上以該受

雇人為著作人，但當事人間仍可約定以雇用人為著作人（第 11 條第 1 項）；而當

以受雇人（含公務員）為著作人時，除非另有契約為不同之約定，否則其著作財

產權將歸雇用人享有（第 2 項、第 3 項參照）。其次，出資聘請他人完成之著作

（如常見之委託研究案），原則上雖係亦以受聘人為著作人，但仍得約定以出資

人為著作人（第 12 條第 1 項）；而當以受聘人為著作人且無其他特別約定時，其

著作財產權將歸受聘人享有（第 2 項）。 
又以國科會專題研究計畫為例，執行研究計畫所獲得之含著作權在內的研發

成果，原則上係全部歸屬執行機構（而非計畫主持人等）所有（國科會，2009、
2012），且執行機構欲辦理著作財產權讓與或授權時，除應遵循公平、公開及有

償方式之原則，並應以公立學校、公立研究機關（構）、公營事業、法人或團體

為對象（《行政院國家科學委員會科學技術研究發展成果歸屬及運用辦法》第 5
條及《政府科學技術研究發展成果歸屬及運用辦法》第 8 條）；除此之例外情形，

法規中亦設有若干實體規定及需經國科會同意等程序要件（前揭二辦法第 6 條、

第 7 條、第 10 條及第 6 條參照）。換言之，縱使執行機構亦不得逕依私法自治原

                                                 
10但即便著作人死亡後，關於其著作人格權之保護，仍視同生存而不容任何人加以侵害（《著作

權法》第 18 條前段參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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則辦理著作財產權讓與或授權，自更遑論不享有著作財產權的計畫主持人 11。 
故即使僅依法定（而未另有其他約定）的情形觀之，受聘人雖或係享有著作

財產權之著作人，惟受雇人及國科會計畫主持人等，則卻通常僅為「不享有著作

財產權」的著作人；換言之，若投稿人本身並非著作（權）人，則其又豈有讓與

或授與著作財產權之權利。事實上，確有部分期刊已就此等面向有所關照，如《教

育科學研究期刊》即於其著作財產權讓與同意書中，針對「著作人於受僱期間為

僱用機構所作，而著作權為該機構所有」之情形，要求須由僱用機構（代表人）

簽署同意書（國立臺灣師範大學，2012）；惟如前所述，受僱著作僅是著作人可

能並未享有著作財產權的情況之一，此契約條款雖稍有助於期刊發行單位確認其

權利內涵，然除或屬掛一漏萬外，其契約風險亦仍須由投稿人獨力承擔。 
進一步而言，若投稿人本身並非著作財產權人（或甚至因另有約定而非著作

人），則無論是要求「讓與」著作財產權或採取「非專屬授權」，二者均將使投稿

人陷入無權處分之境地；若真如此，嗣後當發生著作財產權人或專屬授權人求償

等情事時，簽署「讓與」或「授權」同意書的投稿人，自均須負擔法律及財物上

的所有相關責任。惟在同屬無權處分的前提下而論，「無權讓與」之嚴重性自較

「無權授權」為甚，故即使僅就投稿人風險承擔的角度觀察，「非專屬授權」亦

因相對存在較低風險，而為較值得鼓勵採行的期刊著作權政策。 
 
三、比例原則之檢視 

比例原則本適用於國家與人民間之公法關係，其主張國家對於人民自由權利

之干預，在方式及範圍上均不得逾越必要程度，故亦可稱為「過當禁止原則」。

換言之，國家為達成公益目的所採取的手段，必須與侵害之私益存在相當程度上

的比例關係，而實乃法治國家用以調和公私益衝突，並使其符合實質正義理念的

一種理性思考法則（吳信華，1999）；我國在 1999 年制定《行政程序法》時，即

於第 7 條中明示其適當性、必要性、衡量性等三項子原則。 
首先，行政行為所採取之方法應有助於目的之達成（第 1 款），此即為適當

性原則，亦可稱之為適合性或合目的性原則。在此原則的要求下，國家採取限制

人民基本權利之措施時，其必須是能達成該項公益目的之有效手段；因此，若國

家行為與目的之達成並無關連，則即違反適當性原則。其次，當有多種同樣能達

成目的之方法時，行政行為應選擇對人民權益損害最少者（第 2 款），此即所謂

必要性原則或最小侵害原則。基於此一原則，當國家欲採行措施以達成公益目的

之際，若存在兩個以上的適當措施可供選擇，國家即有義務選擇對人民權益侵害

最小之措施。最後，國家採取之方法所造成之損害不得與欲達成目的之利益顯失

均衡（第 3 款），此即衡量性原則，亦可稱之為過度禁止原則、合比例性原則或

狹義比例原則。質言之，此原則係要求國家「所採取的手段」與「所追求的目的」 

                                                 
11惟本文就此認為，若國科會鼓勵計畫主持人將其執行成果發表於學術期刊，則須同時考量期

刊發行單位對稿件著作財產權的一般要求，而於法規中明定相關要件，俾使計畫主持人（著作

人、投稿人）免於陷入無權處分的契約風險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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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間必須合乎比例；亦即國家不應僅為謀求一個很小的社會公益，而去犧牲一個

很大的人民利益（許育典，2002）。 
由上述可知，比例原則在概念上與「所欲達成之目的」密不可分；其雖原係

公法上之概念，然因蘊含「不得為達目的不擇手段」的理性行為準則，故於私法

關係中亦應有其適用（李惠宗，2006）；換言之，私法行為若不符合比例原則，

亦可能類同公法行為般之遭致違法推定，進而存在國家介入之餘地。準此，學術

期刊若係以促進學術發展為其最終目的 12，則可依據前揭比例原則檢視如下： 
（一）適當性（子原則一）：要求著作人「讓與」其著作財產權及進行「非專屬

授權」，應均可透過相關散布措施之輔助，達成促進學術發展之目的，故

二者均可評價為符合適當性原則。然進一步而言，當著作財產權業經讓與

後，若期刊發行單位怠於或嗣後無力推廣且未妥適處置該等權利，著作人

亦已無任何著作財產權可資行使，此或將有礙前揭目的之實現；惟若採取

「非專屬授權」模式，因著作人與期刊發行單位均同時擁有著作財產權，

故相對較不至於發生權利閒置而不利學術發展與促進之情事 13。 
（二）必要性（子原則二）：因「讓與」著作財產權及進行「非專屬授權」均符

合適當性原則，故可進一步檢視其必要性；而由於「讓與」及「非專屬授

權」均足以達成促進學術發展之期刊發行目的，故除非期刊發行單位存在

其他特別需求，否則即有義務選擇對著作人權益侵害較小的「非專屬授權」

模式 14。就此觀之，要求著作人「讓與」其著作財產權，因顯已較「非專

屬授權」產生更大之侵益效果，故實無法通過必要性之檢視而不符合比例

原則。 
（三）衡量性（子原則三）：如前所述，要求「讓與」著作財產權因已不符必要

性原則，故無須再進行衡量性之檢視；而針對目前尚且符合適當性及必要

性的「非專屬授權」部分，即應進一步衡量其對著作人造成之損害與促進

學術發展之目的間的關係。本文就此認為，「非專屬」授權對著作人既有

權益僅具有分享（而非剝奪）之效果，所造成的損害應極為有限；相對於

此，期刊發行單位基於授權契約之保障，亦更能透過相關推廣網絡以達成

促進學術發展之目的。 
藉由以上比例原則的檢視可知，學術期刊要求投稿人「讓與」其著作財產權，

顯屬不符合必要性原則之措施；相對於此，要求著作人進行「非專屬授權」，則

因符合適當性、必要性及衡量性等比例原則要素，而為值得肯認的措施與作法。

又綜合前揭效益原則及權利主體之檢視結果，可知就要求讓與著作財產權及非專 

                                                 
12換言之，若有學術期刊自承係以牟利為其發刊目的，則又另當別論。 
13惟因適當性與實施結果並無直接相關，縱使實施後發現該措施無助於預設目的之達成，亦不

必然違反適當性原則；換言之，只要決策時認定有助於達成目的，即合乎此一原則之要求，

至於最終有無實際助益則在所不論（葉俊榮，1985；謝世憲，1994）。故就此觀之，「讓與」

與「非專屬授權」二者，均符合適當性原則。 
14惟若事實上存在較「非專屬授權」更不具侵害且符合適當性原則之其他措施，則即應選擇該更

小侵害之措施，方符合必要性原則。 



教育科學期刊 11(2) 

34 
 

 
屬授權而言，二者除於效益原則部分較無差異外，在權利主體（風險性）與比例

原則（必要性）之面向上，「非專屬授權」均因對投稿人權益較有保障，且對促

進學術發展的作用程度，與「讓與」間亦並無顯著區別，故實無捨「非專屬授權」

而就「讓與」之必要。 
 

伍、結論與建議 

依據前述學術發表之著作權相關問題與爭點，本文乃衡酌我國法制規範、學

術社群現況及期刊發行目的等面向，提出下列四項結論與建議： 
 
一、要求投稿人讓與著作財產權並不符合比例原則 

依我國《著作權法》及《民法》相關規定，著作財產權人將著作物投稿於學

術期刊並經刊登者，除推定成立出版契約外，於另無特別約定的情況下，推定僅

授與刊載一次之權利；換言之，個人權利歸屬原屬私法自治範疇，惟期刊發行單

位以定型化契約要求投稿人「讓與」其著作財產權，實已不符合比例原則而將被

推定為違法，並因此存在國家介入之餘地。事實上，《民法》第 247-1 條即規定，

依照當事人一方預定用於同類契約之條款而訂定之契約（定型化契約），凡為「使

他方當事人拋棄權利或限制其行使權利」（第 3 款）或「其他於他方當事人有重

大不利益」（第 4 款）之約定，若按其情形顯失公平者，則該部分約定無效。準

此，當特定學術期刊挾其學術市場優勢，而以定型化契約要求投稿人讓與著作財

產權者，縱程序上業經簽署同意書，仍極可能因顯失公平而被認定為無效之約定

條款。對照而論，收取行政業務費、審稿費、刊登印製費或潤修、翻譯等費用之

稿約要求，因相對存在使用者付費的合理化空間，則較無此等疑慮。 
 
二、要求非專屬授權應已能滿足學術期刊發行目的 

本文認為，除以營利為目的之學術期刊外，若要求非專屬授權即可達到期刊

發行目的，則顯應避免要求投稿人讓與其著作財產權；此外，若干投稿期刊之著

作，其著作財產權本因僱著作、出資著作或委託研究等因素而非屬著作人所有，

投稿人就此所為之授權及讓與，不但無從發生權利移轉效果，投稿人亦須因此負

擔無權處分之衍生風險。其次，當投稿人讓與著作財產權後，原則上相關權利已

盡歸期刊專有，若發行單位怠於推廣、過度商業化（如收費過高）甚或日後停刊

且未妥適處分相關著作財產權，均會對學術論文的可流通性直接產生負面影響。

相對而言，若採取非專屬授權之方式，對仍擁有著作財產權之投稿人，則可自由

透過各種管道（如任職機構之網站或另為授權）散布其業經發表的論文原稿；惟

所需注意者，乃期刊發行單位仍依法擁有「編輯著作」之權利，故著作人非經同

意亦不得將其論文內容逕以「期刊版式」重製散布。因此，要求讓與著作財產權，

雖或更可確保期刊發行單位之商業利益並減省日後行政作業之潛在成本；惟就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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進學術發展的觀點而論，則仍以採取對著作人「權利剝奪」程度較低的非專屬授 
權為宜 15。 
 
三、學術期刊發行單位及其投稿人宜更具權利意識 

基於鼓勵學術社群積極創作及促進學術著作散布流通的立場，學術期刊發行

單位較之一般營利事業，應更能具備社會責任之思考與關懷；因此，透過本文前

述合理論證之過程，除試圖釐清相關問題及其法律爭點外，更期能在拋磚引玉的

作用下，促使目前仍要求投稿人讓與著作財產權之學術期刊，重新思索其必要

性，並進而在法律規範架構下，謹守發刊宗旨並妥適依其需求設定合宜的著作權

政策，以彰顯其學術貢獻能量。此外，學術創作者亦應清楚認知著作人之權利內

涵及相關文件簽署後之效果，並應適時反制不合理的著作權定型化契約條款，以

期前避免因未諳法律及契約意旨，而遭致違約甚或陷入訴訟糾葛之風險。 
 
四、官方期刊評比機制宜納入著作權政策之合宜性 

最後，為積極發揮公務預算所應具有的公益目的促進與實現效果，建議政府

部門於設定期刊評比、獎勵或補助機制（如 TSSCI 資料庫收錄期刊基本評量標

準）時，能將期刊發行單位之著作權政策及其契約條款之合宜性一併納入考量，

甚至可以參考諸多法律有關契約衡平之規範方式（如《消費者保護法》第 17 條、

《發展觀光條例》第 29 條、《補習及進修教育法》第 9 條、《高級中等學校建教

合作實施及建教生權益保障法》第 17 條等），明確訂定著作權契約之「不得記載

事項」，以為申請評比或獎勵、補助之基本門檻要件，俾宣示並符應政府積極鼓

勵學術創作、保障著作權益與促進文化發展的一貫基本立場。 

                                                 
15本文更鼓勵同時參考採用 Creative Commons 授權條款（創用 CC 授權條款），此條款係 Creative 

Commons 自 2002 年 12 月起所推動研擬的一套模組化之著作權授權條款，藉由條列出幾項簡

單明確的授權條件，讓創作者得選擇他們自己認為最便利且可保障個人權益的方式，以釋出

著作部分權利予公眾使用（http://creativecommons.org.tw）；例如，《教科書研究》即於非專

屬授權的條件下，同時要求著作人同意「姓名標示-非商業性-禁止改作」之創用 CC 授權條款

（國家教育研究院，2012），使任何人均得據此條款自由分享（重製、散布、傳輸）其著作，

故更有助於提高論文的可流通性及促進學術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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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Copyright includes moral rights and economic rights. While moral rights are the 

author exclusively and shall not be transferred or succeeded, economic rights allow 
the author to license or transfer his right to another party. According to the related 
regulations in Civil Code and Copyright Act, when copyright holders’ submission to 
scholarly journals has been published, it is presumed that the contract for publication 
is constituted. Unless otherwise stipulated, it shall be presumed that the economic 
rights holder has licensed one printing, or one public broadcast only and that said 
printing or broadcast shall have no effect on other rights belonging to the economic 
rights holder. However, some scholarly journal in the field of education in Taiwan has 
stipulated that authors have to “transfer their copyright” for publication. This leads 
copyright holders to lose economic rights of their work simply for an academic 
presentation. Such a contract is not only unfair but also inconsistent with the 
conceptions of promoting academic creation, protecting the copyright of the author, 
and enhancing cultural development. Moreover, once transferred, the scholar journal 
possesses the copyright and it may also commercialize the academic work by building 
a digital database. This makes it even more difficult for ordinary people to get access 
to the work. It is also negative for promoting the circulation of scholarly work. As a 
result, this paper is based on the related law in Taiwan and the copyright documents of 
journals in education on the TSSCI list. It aims at clarifying the need, appropriateness 
and potential issues for authors to transfer their copyright. Hopefully, it will provide 
suggestions for related publication institutions and authors to consider in making 
policies or choic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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