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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國聯邦最高法院著作權侵權訴訟 Google v. Oracle 案件
簡介—是否為「合理使用」（Fair Use）
陳志清／律師、專利師(資格)
2021-05-25

壹、前言

第㇐圖、美國聯邦最高法院著作權侵權訴訟Google v. Oracle案件判決
進行纏訟了十多年、與著作權侵權訴訟有關的世紀大案件，Oracle
公司與 Google 公司於美國聯邦最高法院的訴訟結果終於出來啦！從事
處理智慧財產權的相關業者不能不知道本案，究竟本案件的來龍去脈是
什麼呢？會與那些軟體技術有關聯？訴訟歷史、以及其對應相關的判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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內容各是什麼呢？法律上的爭點究竟為何？所適用的相關法條為何？而
對於本案件的相關事實該如何來適用法律、以及最終的判決結果又是什
麼呢？除此之外，是否還有其他值得我們加以注意的事項呢？
貳、美國聯邦最高法院之著作權侵權訴訟—Google v. Oracle 案件
㇐、案件摘要：
美國聯邦最高法院於 2020 年 10 月 7 日進行了口頭辯論（oral
argument）之聽證會（hearing）
，而終於在 2021 年 4 月 5 日發出了書
面判決結果，做出了非常重要的、並且為指標性案件（landmark decision）
的 Google v. Oracle 案件之著作權侵權相關判決，其中，法官們以 6：2
的結果，多數意見由法官 Breyer 主筆認為：Google 於其安卓（Android）
作業系統內所利用到 Oracle 的 Java SE（Standard Edition）程式的 37
個「應用程式介面」
（Application Programming Interface，簡稱”API”）
套件（package）
，係為「合理使用」
（fair use）
，因此，Google 並不需
要負擔龐大的著作權侵權之賠償費用，推翻了下級法院之判決、並且發
回更審。本案件對於日後關於「應用程式介面」的著作權議題有著可能
的巨大影響，頗值得軟體業者、以及處理相關議題的讀者們多多加以注
意。
二、本案件相關背景事實：
1. 技術面：本案件的背景事實頗為複雜、而且歷史久遠，關於技術
面以下僅簡單說明如下：原告 Oracle America, Inc.（以下簡稱”Oracle”）
為著作權所有人，聲稱其擁有 Java SE 程式的著作權，其係為㇐使用已經
很普遍的 Java 電腦程式語言的電腦平台。Java 電腦程式語言係由 Sun
Microsystems 公司（昇陽電腦公司，以下簡稱為”Sun”）所發明，並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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普遍被許多的電腦程式設計師所學習以及廣泛使用，該程式語言的好處
是可以讓電腦程式設計師只需要撰寫程式代碼㇐次就可以在不同的硬體
上來執行該程式（亦即 Sun Microsystems 公司的口號—”write once,
run anywhere”）
，稱之為「可互操作性的」
（interoperable）
。而後來於
2010 年，原告 Oracle 購買了 Sun Microsystems 公司，隨後不久就提
出了本件著作權侵權訴訟案件。
時間回到 2005 年時，被告 Google LLC（以下簡稱”Google”）併購
了㇐間新創公司 Android, Inc.（以下簡稱”Android”），並想要建立㇐個
新的智慧手機的軟體平台給㇐般行動裝置來使用，為了要讓這些已經相
當熟悉 Java 電腦程式語言的程式設計師可以快速地熟悉其軟體平台，於
是 Google 與 Sun 公司討論是否可以取得其授權的可能性，然而，由於
㇐些因素導致授權談判破裂，故 Google 開始自行建立 Android 軟體平
台。相關記錄顯示 Google 大約用了 100 位的軟體工程師、耗費了超過
了三年的時間來打造這個 Android 軟體平台，要專門適合給行動裝置來
使用，因此，Google 撰寫了大約數百萬行的新的程式代碼。但是由於
Google 仍 然希 望數以百 萬計的 程 式 設計師 都 能夠很快速地熟悉其
Android 軟體平台，故 Google 決定要抄襲大約 11,500 行的 Java SE 之
「應用程式介面」的程式代碼、共 37 個套件來讓其他的程式設計師可以
使用，而這些程式代碼就是作為工具的所謂「應用程式介面」。
簡單介紹㇐下，所謂「應用程式介面」就是大家所熟悉、琅琅上口
的、簡稱為”API”的介面，其主要的作用就是可允許㇐個程式設計師於其
自行撰寫的程式內「呼叫」㇐些其他已經預先寫好的程式內容來進行執
行，而不需要管其實際內容的程式碼是如何撰寫的，這樣也就不必要所
有需要的功能之程式代碼內容都需要自己來進行撰寫。「應用程式介面」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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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是㇐個抽象的介面，但不包含應用程式內部的具體執行過程。
The Federal Circuit described an API as a tool that
“allow[s] programmers to use . . . prewritten code to build
certain functions into their own programs, rather than
write their own code to perform those functions from
scratch.”1
於本案判決當中，判決書花了大約 5 頁之多的篇幅來介紹何謂「應
用程式介面」
、以及 Java SE 的「應用程式介面」之內容以及相關原理（包
含 method、class、package 之組織結構，為 Java 程式的「應用程式介
面」之「結構、次序與組織」
（SSO）
，在本文章中筆者將不再多作介紹）
為何，顯然是對此花了相當多的心力來研究以及理解，可能是不想讓外
界評論美國聯邦最高法院的法官對此技術並不熟悉而妄下論斷吧。
2. 訴訟歷史面：於 2010 年 8 月 12 日，原告 Oracle 於購買了 Sun
Microsystems 公司後就對被告 Google 在美國加州北區聯邦地方法院提
起了本件著作權侵權訴訟2，而由於本案件的訴訟背景事實亦頗為複雜、
且歷史久遠，故筆者將其盡量簡單地簡化整理相關事實、爭點、以及判
決內容到表㇐內，再搭配日期時間、以及發生事件列出，以供讀者快速
地進行理解與參考。而其他事件例如原告 Oracle 於美國加州北區聯邦地
方法院控告被告 Google 時的同㇐案件內，亦有提起專利權侵權訴訟該
部分的事實、爭點、相關判決內容、以及之後的上訴部份等，在此處都
將省略不做介紹；而其他除了「應用程式介面」之外的著作權侵權訴訟
部分，在此處亦省略不做介紹。

1

Oracle America, Inc. v. Google, Inc., 750 F. 3d 1339, 1349 (CAFC 2014).

2

Oracle America, Inc. v. Google, Inc.，美國加州北區聯邦地方法院，案號：3:2010-cv-03561-WHA，起訴日期：2010 年 8 月 12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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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美國聯邦最高法院 Google v. Oracle 案件的訴訟歷史
編號 日
1

期 發

生

事

件

2012 年 5 月 31 日 美國加州北區聯邦地方法院（NDCA）：由鼎
鼎大名的 William H. Alsup 法官對本案進行判
決3，其認為只要執行㇐方法的特定程式代碼是
不同的，任何人就可自由地撰寫其自己的程式
來正確地實現相同地功能，而無論其內的方法
宣告、或者是標頭是相同的情況下；若僅只有
㇐個方式來表達其想法或功能，那麼每個人就
可以自由地使用該方式，沒有人可以獨占該表
達4，故認為原告 Oracle 之 Java SE 的「應用
程式介面」並非為可著作權（copyrightable）
之標的。原告 Oracle 不服、提出上訴。

2.

2014 年 5 月 9 日

美國聯邦巡迴上訴法院（CAFC）：推翻了下級
地方法院的判決，其判決5認為著作權保護要求
要具有原創性，而需判斷寫程式的此表達方式
是否對於程式設計師具有原創性，這點被告
Google 之前已經同意了，因此，法院認為程
式 的 「 結 構 、 次 序 與 組 織 」 （ structure 、
sequence、organization，簡稱為”SSO”）均

3

Oracle America, Inc. v. Google, Inc., 872 F. Supp. 2d 974 (N.D. Cal. 2012).

4

So long as the specific code used to implement a method is different, anyone is free under the Copyright Act to write his or her own code

to carry out exactly the same function or specification of any methods used in the Java API. It does not matter that the declaration or
method header lines are identical.

. . . When there is only one way to express an idea or function, then everyone is free to do so and no

one can monopolize that expression.
5

Oracle America, Inc. v. Google, Inc., 750 F.3d 1939 (Fed. Cir. 20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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應受到著作權法之保護，故原告 Oracle 之 Java
SE 的「應用程式介面」係為可著作權之標的，
但是卻留下了被告 Google 的此抄襲行為是否
為「合理使用」防禦方法的爭議。被告 Google
不服、繼續提出上訴。
3.

6
2015 年 6 月 29 日 美國聯邦最高法院：裁定 拒絕了被告 Google
於 2014 年 10 月 6 日所提出的審閱本案件之請

求，因此，本案件的其他爭點就再度交回到聯
邦地方法院來繼續審理。
4.

2016 年 5 月 26 日 美國加州北區聯邦地方法院：承審法官仍然是
William H. Alsup 法官，最後陪審團㇐致地同
意被告 Google 使用原告 Oracle 之 Java SE 的
「應用程式介面」之行為係「合理使用」。原
告 Oracle 再度不服、提出上訴。

5.

2018 年 3 月 27 日 美國聯邦巡迴上訴法院：上級法院再度推翻下
級法院的陪審團判決，其判決7認為判斷是否為
「合理使用」係㇐個「法律問題」（matter of
law）、並且依此由其重新審理（de novo）後
認為被告 Google 使用原告 Oracle 之 Java SE
的「應用程式介面」之行為並非是「合理使用」。

6.

2018 年 8 月 29 日 美國聯邦巡迴上訴法院：拒絕被告 Google 要
求由全院法官進行庭審（en banc）的重新聽
證（rehearing）請求。被告 Google 不服、繼

6

Google, Inc. v. Oracle America, Inc., 576 U. S. 1071 (2015).

7

Oracle America, Inc. v. Google, Inc., 886 F.3d 1179 (Fed. Cir. 20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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續提出上訴。
7.

2019 年 11 月 15 日 美國聯邦最高法院：這次同意審理被告 Google
於 2019 年 1 月所提出的審閱請求（a petition
for writ of certiorari）。

8.

2020 年 10 月 7 日 美國聯邦最高法院：舉行口頭辯論聽證會。

9.

2021 年 4 月 5 日

美國聯邦最高法院（本案件的結論）：作出判
決8推翻了美國聯邦巡迴上訴法院的認定，最後
認為判斷是否為「合理使用」係㇐個「混合的
法律問題以及事實問題」（a mixed question
of fact and law）、並且認為被告 Google 使
用原告 Oracle 之 Java SE 的「應用程式介面」
之行為係「合理使用」。

三、本案件主要爭點：
1. 因此，本案件的主要爭點即在於：被告 Google 抄襲原告 Oracle
的 Java SE 程式之 37 個「應用程式介面」套件的行為，是否會構成「合
理使用」的行為呢？
2. 另外，本案件的另㇐個重要爭點還有：判斷是否為「合理使用」
的問題究竟係㇐個法律問題、㇐個事實問題、還是㇐個「混合的法律問
題以及事實問題」呢？
四、本案件相關法律規定：
1. 著作權之標的（subject matter of copyright）：美國著作權法
8

Google LLC v. Oracle America, Inc., 593 U. S. ____ (20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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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 U.S.C.）第 102(b)條9明確規定，著作權的保護並不可延伸至「任何
想法、程序、流程、系統、操作方法、概念、原理、或者是發現」等，
這規定同樣要適用於與軟體相關的著作權議題上。
2. 「合理使用」
：另外，美國著作權法第 107 條10，對於著作權的排
他權（exclusive rights）之限制—「合理使用」做出了規定。著作權所
有者不可以阻止任何其他人對於其具有著作權的著作品（copyrighted
work）之「合理使用」
，其中，該法條列出了要判斷是否為「合理使用」
該著作權作品的行為時所必須要考慮的四個因素（factors）
，其包括有：
(1) 利用之目的、以及性質，包括該利用是否為商業本質、或者是非營利
教育目的；(2) 該著作權作品之性質；(3) 所利用之數量、以及實質部分
與整個該著作權作品間之關係；(4) 利用對於該著作權作品之潛在市場、
或者是價值之影響。讀者可以參考以及比對美國著作權法此規定與台灣
的現行著作權法第 65 條11規定之文字內容，可以看出台灣的著作權法是
很大部分地繼受了美國的著作權法關於「合理使用」的四個判斷因素，
但是在實務上的判斷內容時，卻又有㇐點些微差異。
五、美國聯邦最高法院對於本案件之見解：

9

17 U.S. Code § 102 - Subject matter of copyright: In general. (b) In no case does copyright protection for an original work of authorship

extend to any idea, procedure, process, system, method of operation, concept, principle, or discovery, regardless of the form in which it is
described, explained, illustrated, or embodied in such work.
10

17 U.S. Code § 107 - Limitations on exclusive rights: Fair use. Notwithstanding the provisions of sections 106 and 106A, the fair use of a

copyrighted work, including such use by reproduction in copies or phonorecords or by any other means specified by that section, for
purposes such as criticism, comment, news reporting, teaching (including multiple copies for classroom use), scholarship, or research, is not
an infringement of copyright. In determining whether the use made of a work in any particular case is a fair use the factors to be considered
shall include — (1) the purpose and character of the use, including whether such use is of a commercial nature or is for nonprofit
educational purposes; (2) the nature of the copyrighted work; (3) the amount and substantiality of the portion used in relation to the
copyrighted work as a whole; and (4) the effect of the use upon the potential market for or value of the copyrighted work.
The fact that a work is unpublished shall not itself bar a finding of fair use if such finding is made upon consideration of all the above factors.
11

台灣著作權法第 65 條，「I. 著作之合理使用，不構成著作財產權之侵害。II. 著作之利用是否合於第四十四條至第六十三條所定之合理範圍或其他

合理使用之情形，應審酌㇐切情狀，尤應注意下列事項，以為判斷之基準：㇐、利用之目的及性質，包括係為商業目的或非營利教育目的。二、著作
之性質。三、所利用之質量及其在整個著作所占之比例。四、利用結果對著作潛在市場與現在價值之影響。」

8
廣流智權事務所
Wideband IP Office

台北所：22069 新北市板橋區民生路㇐段 33 號 17 樓之 3
TEL：+886-2-2950-0080
TAIPEI: 17F.-3, No. 33, Sec.1, Minsheng Rd., Panchiao District, New Taipei City 22069, Taiwan

FAX：+886-2-2950-0060

台北．新竹．台南
Taipei．Hsinchu．Tainan

廣流智權評析

第 63 期

2021-06-01

本案件之判決結果內主要就是討論被告 Google 使用到原告 Oracle
的 37 個 Java SE 程式之「應用程式介面」套件的行為，是否會構成「合
理使用」
，以下分為幾點來進行論述。
（㇐）被告 Google 所抄襲原告 Oracle 的 Java SE 程式之「應用程式介
面」的程式代碼是否為可著作權之標的呢？
關於此㇐重要議題，美國聯邦最高法院則表示：為了便於討論而假
設（assumes for argument’s sake）被告 Google 所抄襲原告 Oracle
的那些 Java SE 程式之「應用程式介面」的程式代碼是可以成為可著作權
之標的，因此，本案件後續只需要討論的就只剩下被告 Google 的此抄
襲行為是否可以構成「合理使用」
。所以，很可惜地，美國聯邦最高法院
並沒有能夠如許多智慧財產權的專家、或者是學者們所引頸期盼地進行
了明確討論、以及做出最後關於「應用程式介面」的程式代碼是否為可
著作權標的之結論了，關於這個議題或許還要等後續有其他類似、或者
是相關案件時，再來進行釐清吧…，我們只能繼續「在公堂之上假設㇐
下…」。
（二）「合理使用」的問題究竟是法律問題、或者是事實問題呢？
由於「合理使用」原則是具有彈性的原則，而且會需要考慮技術上
的改變，電腦程式就與許多其他的可著作權的著作品不同，因為電腦程
式常常都是為了要提供㇐功能性目的，而就是因為這個不同點，判斷是
否為「合理使用」的抗辯對於電腦程式來說就佔了㇐個很重要的地位，
可用來讓著作權的所有者界定其法律上的權利範圍。
而美國聯邦最高法院還認為：要判斷是否為「合理使用」的行為則
是㇐個「混合的法律問題以及事實問題」
（a mixed question of fact and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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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aw），必須先由陪審團找出相關議題所依賴的基礎事實（underlying
facts）為何，而最終的問題要判斷是否為「合理使用」則是㇐個法律問
題，需要由法官依據該些所發現的基礎事實來進行判斷是否可以構成「合
理使用」的要件。因此，若是上級法院要審查下級法院的判斷結果時，
就必須要先適當地遵從陪審團所發現出的基礎事實，而再自行依據相關
法理來重新審理（de novo）此㇐問題。
（三）被告 Google 有限量的抄襲（limited copying）原告 Oracle 的
Java SE 程式之「應用程式介面」是否會構成「合理使用」的行為呢？
當然，法院必須要依據前述美國著作權法第 107 條內所揭櫫的四個
判斷因素㇐㇐來進行論述、以及最後再加以綜合判斷是否構成「合理使
用」
。當然，法院也認同在這四個判斷因素當中，在有些時候、有些因素
可能會比其他的因素佔有較重的判斷比重12。
1. 首先，法院先判斷著作權作品的性質之因素。法院認為這些「應
用程式介面」係類似㇐種「使用者介面」
（user interface）
，用以提供程
式設計師可用來存取之前就已經預先寫好的程式代碼，這些程式代碼與
其他的很多程式代碼性質並不太㇐樣，作為㇐個介面的部分，這些「應
用程式介面」是固有地會同時具有不可著作權的想法（「應用程式介面」
的整體組織）、以及具有所創造出新的有創造性的表達方式（由被告
Google 所獨立撰寫的程式碼）
。不像許多其他的電腦程式，這些所抄襲
的「應用程式介面」的重大價值部分係在於，從「應用程式介面」系統
學習到的電腦程式設計師所衍生出來的投資。就是由於有這些的不同點，
故在此處認定為「合理使用」時並不太可能會破壞國會所給予的㇐般著
作權對於電腦程式的保護。因此，在此㇐判斷因素的結果傾向於被告
12

Campbell v. Acuff-Rose Music, Inc., 510 U. S. 569, 577 (199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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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oogle 之該行為係「合理使用」。
2. 其次，法院判斷利用之目的、以及性質此因素。此處，法院認為
需要將問題轉換為來評估是否本案件中的這些抄襲係具有「變革性的」
（transformative）
，也就是說「是否其增加了㇐些新的東西，具有更進
㇐步的目的、或者是不同的性質」13。由於被告 Google 僅僅是抄襲了其
所需要的部分來允許程式設計師得以於不同的電腦環境之下仍可進行操
作，而讓其不需要丟棄其已經相當熟悉的電腦程式語言。被告 Google
的目的就是為了要創造㇐個不同的工作相關系統、給㇐個不同的操作環
境（智慧型手機）、以及建立㇐個平台（Android 平台）
，這些都會幫助
達成以及推廣那個目的。相關記錄顯示出重現這種介面將可促進電腦程
式的發展。而被告 Google 的此㇐目的也是與著作權本身的憲法目的用
來達成創造性的進展是㇐致的。因此，被告 Google 有限量的抄襲此「應
用程式介面」是具有「變革性的」使用，在此㇐判斷因素的結果亦傾向
於被告 Google 之該行為係「合理使用」
。
3. 再來，法院判斷本案件中所利用之數量、以及實質部分此因素。
被告 Google 從原告 Oracle 的 Java SE 程式之「應用程式介面」抄襲了
大約 11,500 行的宣告程式代碼（declaring code），這些幾乎是所需要
用來進行呼叫上百個以上不同工作的宣告程式代碼。然而，這些 11,500
行的程式代碼僅僅為系爭「應用程式介面」
，約為全部兩百八十六萬行程
式代碼中的百分之零點四而已，僅僅為全部的㇐小小部分而已。作為㇐
個介面的部分，這些所被抄襲的程式代碼與其他可被程式設計師所存取
的其他程式代碼是密不可分地結合的。被告 Google 所抄襲的這些程式
代碼並不是因為那些程式代碼是具有創造性的、或者是美觀的緣故，而

13

“adds something new, with a further purpose or different character,” Campbell v. Acuff-Rose Music, Inc., 510 U. S., 579 (199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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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因為這樣做可以允許那些程式設計師將其已經擁有的技能帶到這個新
的智慧型手機操作環境。當所抄襲的數量將會繫於㇐有效的、具有「變
革性的」目的時，本判斷因素將通常會有利於被認為是「合理使用」
。因
此，被告 Google 之該行為於此係判斷因素亦會傾向於「合理使用」
。
4. 最後，法院討論第四個判斷因素—「市場影響」
，亦即該著作權作
品之潛在市場、或者是價值之影響因素。相關記錄顯示出被告 Google
的新的智慧型手機平台並非是 Java SE 程式的市場替代品。相關記錄亦顯
示出 Java SE 程式的著作權所有者將從重新實現其介面者進入㇐個不同
的市場時來獲取利益。最後，行使（enforcing）這些所擁有的著作權之
權 利 時 ， 將 有 風 險 會 造 成 與 創 造 力 有 關 的 危 害 於 公 眾 （ causing
creativity-related harms to the public）
。因此，將以上這些全部的討論
結合在㇐起，本判斷因素亦將會有利於被認為是「合理使用」。
因此，考量以上的這些論述之後，美國聯邦最高法院作出結論，其
認為：電腦程式主要是功能性的，這與傳統的著作權觀念不同而難以應
用於此科技領域。將法院的判決前例、以及國會對於「合理使用」原則
的法條規定應用於此處時，美國聯邦最高法院認為被告 Google 的抄襲
此「應用程式介面」來重現㇐使用者介面、僅僅取其所需的部分、允許
程式設計師將其所已經形成的才能（accrued talents）能夠在㇐個新的、
以及具有「變革性的」程式來工作，如此這個法律問題依照其判斷是構
成「合理使用」的行為。因此，美國聯邦最高法院推翻了美國聯邦巡迴
上訴法院的認定、並且發回更審。在此處也同時強調，這個判決並沒有
推翻、或者是改變任何關於「合理使用」的先前案例。
We reach the conclusion that in this case, where
Google reimplemented a user interface, taking only what
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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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as needed to allow users to put their accrued talents to
work in a new and transformative program, Google’s
copying of the Sun Java API was a fair use of that material
as a matter of law.
（四）其他法官的「不同意見書」（dissenting opinion）
：
而關於本案件，去年剛被 Trump 總統任命的 Barrett 法官沒有做出
意見，而 Thomas 法官則是提出了不同意見書、Alito 法官加入該見解，
在此就不多加以描述，但是有興趣的讀者亦可自行參考其不同見解，可
以作為當立於反面立場時的論述參考。
叁、小結
於前述文章內簡介了美國聯邦最高法院最新的、具指標性的、與「著
作權」侵權訴訟相關之 Google v. Oracle 案件的概況、以及㇐些內容。
最後，筆者再做㇐些小小的提醒作為本文章結尾之分享：
㇐、關於 本案件 的結果： 由於美 國聯邦最高法院最後認為被告
Google 抄襲原告 Oracle 的 Java SE 程式之「應用程式介面」是構成「合
理使用」的行為，因此，被告 Google 雖然被判定是抄襲、而且是抄襲
假設為可著作權的著作品之「應用程式介面」
，仍因為此㇐對於著作權行
使上之「合理使用」限制規定，而不需要負擔任何的侵權責任，而逃過
了需要負擔龐大的著作權侵權之賠償費用，這可能也是被告 Google 堅
持多年、訴訟要繼續打到底的原因之㇐吧！
二、⾧時間訴訟後的考量：另外㇐點，由於被告 Google 的 Android
系統平台係廣泛地運用於各種智慧型行動裝置當中，從 2007 年被告
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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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oogle 成功地發表該系統平台之後，相關的以 Android 作業系統作為
基礎的行動裝置已經占據了美國市場上的很大㇐部分，因此，在越拖⾧
訴訟時間之後，由於其 Android 作業系統上的成功、以及所佔的市場份
量越大的情況之下，故若是最後判決係對被告 Google 不利時，將對於
整個市場的影響亦會更為鉅大，這也相當程度地反映在法院考量第四個
判斷因素—「市場影響」時的分析。關於這㇐點，似乎也可以給我們智
慧財產權從業人員㇐些不同的想法…，這也讓我們想到若是處理㇐件、
或者是多件訴訟時想要打到底，就要有為什麼想要打到底的確切認知為
宜。
三、
「合理使用」之限制規定：閱讀本案件的判決內容，可以瞭解到
美國法院於判斷著作權侵權案件的是否為「合理使用」時，每㇐個判斷
因素係如何地加以操作，讓我們學習、以及理解其推論方法。另外，由
於各國關於著作權的「合理使用」之相關規定皆不盡相同，最好再搭配
各國的其他基礎法律、或是相關法律、以及實務上的判決結果來進行綜
合判斷為宜，不適合將本案件的最終結果就來㇐概地推論出其他類似案
件也會㇐定有類似的結果，還請讀者再自行加以評估、或者是建議應當
要諮詢各個國家當地、專業的智慧財產權律師為宜。
四、應密切注意最新實務案件之發展，並做出動態調整：由本案件
的諸多論點觀之，美國聯邦最高法院最後並沒有認為只要是「應用程式
介面」就是可著作權之標的、也並沒有認為只要是抄襲這些「應用程式
介面」就是可以構成「合理使用」抗辯的行為，而僅僅是依照本案件原
告 Oracle、以及被告 Google 的這些電腦軟體程式內容、以及相關行為
等來做出最後判斷。故建議軟體業者、或者是從事處理相關議題的讀者
們還是應當要密切注意相關的、最新的實務案件之發展，依據自身可能
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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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擁有著作權權利之所有者、或者是自身為可能有風險會侵害軟體著作
權的業者之不同狀況，再來做出動態調整為宜，以免讓自身落於著作權
侵權訴訟時的不利情況。
當然，關於本判決還有其他㇐些值得我們注意的觀察點，網路上亦
有許多國外的專業智慧財產權律師都有加以討論，有興趣的讀者們就請
再自行進行參考、以及多加思考啦！希望筆者於以上文章中所提出關於

Google v. Oracle 本案件判決的結果、以及相關資訊，再輔以㇐些個人
所觀察到的內容、以及所提出的想法，能夠提供讀者們些許幫助～～！

本文章僅為提供㇐般資訊，非作為法律諮詢之用。本文章所提及之專業內容，純屬作者個人
之意見，不代表本所或作者任何曾任職過單位之立場。
All rights reserved.

發行人/李文賢、本期執行編輯/林佳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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