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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藝術自由是一個文化社群與民主國家普遍的共識，做為一種言論和表達方式，藝

術自由應該受到憲法的保障。然而這個基本人權的保障在法律上的實踐，國家機

器還是有操作藝術定義和內容的可能性。而藝術自由也還有許多競爭的權利，如

人格權、隱私權和財產權等同屬憲法保障的權利。隨著社會中各個運作系統越來

越緊密的互涉關係，以及隨著民主社會對多元性的建構，保障藝術自由的文化意

涵和法律操作也日益複雜。本研究從國內外最近的案例出發，探討德國與美國對

於藝術表達之政策和法規，並以判例分析自由在個人、法規制度如何落實言論與

表達自由之保障。最後並評論藝術自由與其他言論與表達自由之不同處，以及藝

術自由的文化和法律目的關係。 

關鍵字：藝術自由、言論自由、藝術自主、表達自由、藝術法律  

Abstract 

The freedom of artistic expression has been deemed as a fundamental constitutional 

right of free speech and free expression in democratic countries. On the other hand, 

the exercise of such a right encounters clashes between other rights, examples include 

personal right and rights for privacy and property that are also guaranteed by the 

Constitution law. This study first introduces recent legal disputes in Taiwan and 



throughout the world, and further investigates policies influence freedom of speech 

and freedom of artistic expression, especially with examples of Germany and USA. 

At last, the purposes of laws regarding the freedom of artistic expression, whether 

they are for the freedom or against the freedom, are analyz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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言論自由與著作權之保護－以著作人格權為核心 

 王怡蘋  

 

摘要 

前年上演的電影「帝國毀滅」，內容在描述希特勒自殺前最後十二天，其中

希特勒投降前的片段，被網友配上字幕改編成「希特勒的 XBOX360 被鎖機」、「帝

國毀滅 - 玩家被黑心農場陰」等搞笑影片，以及「希特勒聲援中華隊、搶救楊

淑君！1『事件第一天』」充滿支持與鼓勵的影片。又如 1997 年美國藝術家 Thomas 

Forsythe 創作 78 幅攝影照片，系列名稱為“Food Chain Barbie”，攝影照片中的

芭比娃娃以奇怪且多具有性色彩的姿勢呈現，例如“Malted Barbie”中裸體芭比

放置於麥芽機器中；或如“Fondue a la Barbie”將三顆芭比頭顱擺放於起士鍋

中，藉由這些攝影照片 Thomas Forsythe 批判芭比娃娃物化女性，並痛批芭比娃

娃塑造通俗的美麗神話，使社會將女性當成物品看待。此等行為係以他人創作為

基礎，藉由變更內容之方式，以達詼諧、諷刺等效果，本文以下統稱其為「嘲諷

性模仿」，惟究其內容可分為三大類，一是變更之內容即為嘲諷被利用之著作，

如藝術家 Thomas Forsythe 創作之“Food Chain Barbie”系列；二是變更之內容係

為嘲諷與被利用著作無關之其他事件，如政治、社會現象等；三則是變更之內容

純屬搞笑性質，並無嘲諷被利用之著作或其他事件。 

依據我國著作權法規定，上述行為不僅涉及該影片著作權人的改作權、公

開傳輸權等著作財產權，亦涉及同一性保持權之著作人格權。就著作財產權的部

分而言，是否能因符合合理使用原則而不成立侵權責任，值得深就；至於著作人

格權的部分，則因欠缺類似的規定而無法免除侵權責任。或有認為利用人本不應

任意更改他人著作內容，但若利用人變更他人著作內容之目的係為表達其思想意

見時，是否仍應全盤否認此等利用行為之合法性，實有疑問，此不僅因著作權法

第 1 條明定其立法目的為保障著作人著作權益、調和社會公共利益及促進國家文

化發展，更因我國憲法第 11 條保障言論自由：「人民有言論、講學、著作即出版

之自由。」因此，本文擬探討言論自由與同一性保持權之衝突，並嘗試尋找其平

衡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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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前言 

貳、著作權之保護與限制 

一、 著作財產權 

（一） 權利保護 

（二） 權利限制 

1、 著作權法第 52 條 

2、 著作權法第 65 條 

二、 著作人格權 

叁、德國關於嘲諷性模仿之處理 

一、 實務見解 

二、 學說評述 

肆、著作權之保護與言論自由 

伍、結論 

王怡蘋  

國立台北大學法律學系助理教授 

著作簡表： 

1. 王怡蘋﹐”論德國法中契約對第三人之保護效力”﹐法學叢刊﹐ 第 198期 ﹐

2005﹐  詳細資料 detailed information  

2. 王怡蘋﹐”論 P2P 業者之責任—以 ezPeer 和 Kuro為例”﹐台灣科技法律與

政策論叢﹐ 第 3 卷 第 1期 ﹐2006﹐  詳細資料 detailed information  

3. 王怡蘋﹐”從著作權仲介團體運作探討著作財產權之保障”﹐華岡法粹﹐ 第

37期 ﹐2007﹐  詳細資料 detailed information  

4. 王怡蘋﹐”專屬授權關係之結束”﹐台灣本土法學﹐ 第 103期 ﹐2008﹐  詳

細資料 detailed information  

5. 王怡蘋﹐”論著作權法之間接侵害－從德國案例所獲之啟示”﹐東吳法律學

報﹐ 第 19卷 第 4期 ﹐2008﹐ (TSSCI)  詳細資料 detailed information  

6. 王怡蘋﹐”著作財產權之讓與和授權範圍－評最高法院九十七年度台上第一

三 0 號判決”﹐月旦法學﹐2009﹐  詳細資料 detailed information  

7. 王怡蘋﹐”論侵害事件之責任歸屬”﹐月旦民商法雜誌﹐ ﹐2009﹐  詳細資

料 detailed information  

8. 王怡蘋﹐”專家評論：從 BRCA1省思專利制度對基因檢測發明之專利保護”﹐

生物醫學﹐ 第 2 卷 第 2期 ﹐2009﹐  詳細資料 detailed information  

9. 王怡蘋、黃慧嫻合著﹐”藥品仿單涉及的著作權問題之另一種思考－從禾利

行 vs.美時化學製藥案談起”﹐資訊法律透析﹐ ﹐2009﹐  詳細資料 detailed 

information  

https://sea.cc.ntpu.edu.tw/pls/open/tpquery.report_one?pno=13149
https://sea.cc.ntpu.edu.tw/pls/open/tpquery.report_one?pno=13150
https://sea.cc.ntpu.edu.tw/pls/open/tpquery.report_one?pno=13151
https://sea.cc.ntpu.edu.tw/pls/open/tpquery.report_one?pno=13152
https://sea.cc.ntpu.edu.tw/pls/open/tpquery.report_one?pno=13152
https://sea.cc.ntpu.edu.tw/pls/open/tpquery.report_one?pno=13153
https://sea.cc.ntpu.edu.tw/pls/open/tpquery.report_one?pno=13155
https://sea.cc.ntpu.edu.tw/pls/open/tpquery.report_one?pno=13154
https://sea.cc.ntpu.edu.tw/pls/open/tpquery.report_one?pno=13154
https://sea.cc.ntpu.edu.tw/pls/open/tpquery.report_one?pno=13156
https://sea.cc.ntpu.edu.tw/pls/open/tpquery.report_one?pno=13157
https://sea.cc.ntpu.edu.tw/pls/open/tpquery.report_one?pno=13157


10.王怡蘋﹐”著作權法關於網路服務提供者之民事免責規範”﹐月旦法學﹐ ﹐

2009﹐  詳細資料 detailed information  

11.王怡蘋﹐”論侵權行為法之作為義務”﹐政大法學評論 ﹐2010﹐ (TSSCI)  詳

細資料 detailed information  

12.王怡蘋﹐”北歐五國擴張性著作權集體管理制度”﹐智慧財產權月刊﹐ 第

117 期 ﹐2010﹐  詳細資料 detailed information  

https://sea.cc.ntpu.edu.tw/pls/open/tpquery.report_one?pno=13158
https://sea.cc.ntpu.edu.tw/pls/open/tpquery.report_one?pno=13159
https://sea.cc.ntpu.edu.tw/pls/open/tpquery.report_one?pno=13159
https://sea.cc.ntpu.edu.tw/pls/open/tpquery.report_one?pno=13160


誰來評斷藝術？ 

--論公立展演場地之管理規則及節目評議 

洪淳琦 

 

摘要 

 

我國憲法第十一條：「人民有言論、講學、著作及出版之自由」保障人民表現自

我的權利。然而，藝術家的表現自由，卻常在申請展演場地時遇到限制。 

 

本文首先整理中正文化中心與全台直轄縣、市文化局主管的表演場地的法規現

況，發現可粗略分成三種態樣：一是強調「節目品質型」的管理規則，由主管機

關邀集學者專家組成節目品質評鑑審議委員會，積極要求一定藝術品質的藝術作

品，才能展出或演出，如兩廳院、小巨蛋的表演場所；二是各縣市共通的管理規

則類型，主要是禁止違法、違反公序良俗或其他會影響展演場地安全的藝術表

現；三是散見在各縣市場地管理規則中，深具家父長色彩的禁止類型：包含「違

反社會公益」、「違背國策」、「違反倫理道德」、「營利又缺乏社會教育意義」的藝

術表現，都在禁止之列。 

 

本文主張，關於第二類型各縣市共通的管理規則，「違反公序良俗」這個標準範

圍過廣，且大家寬鬆標準不一，即便大家標準相同，以多數標準壓抑少數人意見

表達的自由，亦有違憲法保障言論自由的精神，應該刪除，只留存「違法」這個

禁止態樣就已足夠。第三類各種深具家父長色彩的禁止類型，主管機關以內部管

理規則就排斥某些與政府觀點相違背的言論，沒有任何民意基礎，且受規範的藝

術家難以理解其內涵，違反法律保留及法律明確性原則，應全數刪除。 

 

至於以學者專家組成審議委員會，強調「節目品質」的管理規則，我們仍需小心

看待。如同布爾迪厄所指出，藝術場域對外面臨政府的宰制，對內已掌握符號權

力的藝術家們亦可能宰制其他觀點的藝術家。本文主張審議委員會之組成應更具

多元性，甚至得包括還不被劃歸「專家」的圈外人，並主張管理規則應就審議委

員會的成員，限制任期並強制規定成員的流動，目前兩廳院的「品質管理規則」

已有嘗試的起點。我們唯有永遠回到受壓迫者的立場去思考，唯有藝術領域的階

級能有流動的機會，藝術才能找到一點自由的微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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