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數位科技對著作權管理制度之影響 
賴文智律師 

 

一、傳統著作權集體管理的問題 
(一)著作集體管理的產生 
著作權作為一種私人財產權，由著作權人自行行使著作權，授權他人利

用著作，或向未經合法授權之人透過民、刑訴訟追索，乃是最原始的著作權

制度設計。這種形式的管理為「個別管理」 (Individual management)，在此種

個別管理下，著作權人自己去控制著作的利用並且以其自身利益考量是否授

權或禁止第三人對著作的利用
1
。 

然而隨著科技的進步，當著作之利用人眾多而且散布各地時(例如以音樂

之公開播送、公開演出來說，公開播放音樂的人就可能包括各餐廳、百貨公

司、廣播電台、電視台等等)，個別的著作權人並無能力分別與各利用人訂立

授權契約，收取報酬。再者，從著作利用的角度觀之，要求利用人去找尋個

別的著作權人以取得授權也非易事。另一方面，從著作權人著作權受侵害的

角度視之，個別的著作權人就自己著作在各地的利用行為均加以監視且迅速

地對侵害著作權之人提出損害賠償請求或適當的救濟措施在現實上亦是不可

能達成，著作權個別管理在此遇到了實際執行上的困難
2
。故為了實際上的需

要，使著作權人不致徒有權利之名，而無法享受著作權成果，導致創作源泉

的乾凅，且為避免妨礙著作之使用與流通，著作權集體管理 (collective 

management；collective administration)的概念與架構也應運而生。 

(二)著作管理單純化的限制 
由於著作集體管理基於管理成本降低的考量，無論是對內(著作權人)之著

作委託管理，或是對外(著作利用人)之著作授權，均須單純化，以避免因著作

管理複雜化而導致無法達到降低授權成本的制度設計目的。 

以我國現行著作權仲介團體條例(以下稱本法)為例，下述限制均為著作管

理單純化的思考下所定之規範： 

                                                 
1  European Commission, Practical guide to copyright for Multimedia producers , p22-23 

(1996). 
2  請參照，齊藤博，著作權法，有斐閣，2000年 3月，頁 3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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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著作管理種類的限制 

本法第三條第一款規定：「著作權仲介團體（以下簡稱仲介團體）：指

由同類著作之著作財產權人依照本條例組織登記成立，為著作財產權人管理

其著作財產權，並以仲介團體之名義，行使權利、履行義務之社團法人。」

由前開規定可以得知，目前我國著作權仲介團體限於管理「同類著作」，不

同著作不得由同一仲介團體同時管理。 

2.著作委託管理契約的限制 

本法第十三條規定：「會員應與仲介團體訂立管理契約，將其著作財產

權交由仲介團體管理(第一項)。會員在仲介團體管理之範圍內，不得自行授權
或另委託第三人代其授權(第二項)。」本條第二項規定使得著作權人與仲介團
體間僅能成立一種著作授權型態，即是專屬授權。著作權人只要將著作交由

仲介團體管理，即不得自行授權或委託他人授權。 

3.著作權人不得同時加入二個同類著作的管理團體 

本法第十條第二項規定：「著作財產權人不得同時為二個以上辦理相同

仲介業務之同類著作介團體之會員。」著作權仲介團體以管理著作為核心，

只要單一著作不會同時出現在二家不同的仲介團體，導致著作利用人付出雙

重成本之不公平現象即可，無須限制著作財產權人加入仲介團體的自由。但

由於早期著作權管理資訊不發達，故為避免發生著作利用人締約成本過高(尋

找著作所委託管理之仲介團體的成本)，在法律中限制著作權加入仲介團體的

自由。 

4.著作授權契約及費率須依事先擬定之標準 

本法第二十二條第二項規定：「仲介團體依前項規定執行仲介業務時，

應依所訂管理費之費率或金額收取管理費。」第二十四條規定：「仲介團體

應依個別授權契約或概括授權契約範本及使用報酬收費表，以自己之名義，

與利用人訂立個別授權契約或概括授權契約，並收受使用報酬。」著作權仲

介團體乃是依會員大會所通過之個別授權契約或概括授權契約及各項授權費

率，向著作利用人收費。除在非營利利用行為等法律規定可減收費用的情形

外，仲介團體不可自行變更費率，授權契約更須經全體會員大會通過始得變

更。由降低管理成本的角度來觀察，仲介團體無須付出心力依著作利用人之

需求量身訂作授權契約，著作利用人只有簽約或不簽約的選擇，可以大幅降

低仲介團體運作的行政及締約成本。 



 

 3

(三)著作管理單純化的影響 

1.單一著作物利用可能須向不同仲介團體取得授權 

著作權法中有關於著作的分類，隨著科技發展逐漸產生不符時代需求的

現象，舉例而言，電腦多媒體著作，可能同時包含電腦程式、語文著作、美

術著作、音樂著作、錄音著作等，對於使用者而言，是以單一著作物的方式

被利用，但對於著作權保護的分析上，則是多數不同類型著作之集合。 

法律制度在設計上為使著作管理容易，而限制單一仲介團體僅能管理單

一著作類型的規定，此時反而成為提高著作授權交易成本的障礙。當著作利

用人希望取得在電視上公開播放電腦多媒體著作時，必須同時向各種著作之

仲介團體或著作權人分別取得授權，且欠缺任何一部分的授權即無法順利播

放，反而造成著作利用上的困擾。此一困擾在國內仲介團體亦已產生，中華

民國錄音著作權人協會(ARCO)及中華音樂視聽著作仲介協會(AMCO)組成會
員及幹部幾乎完全相同，僅所管理之著作一為錄音著作，一為視聽著作，為

因應著作權仲介團體條例規定而必須維持二個不同團體、二套不同授權機

制，徒增著作授權成本，實值吾人考量此種限制之合理性。 

2.著作交易價格不符合市場經濟法則 

著作透過仲介團體與利用人進行授權，由於仲介團體之授權方案及費

率，均採事先核定之標準，無法由仲介團體依據個案進行定價，因此，對於

部分著作利用人而言，可能被迫選擇不甚滿意的授權方案。但由於著作權仲

介團體間並未存在競爭關係，著作權人委託管理後，又不得自行或委託第三

人管理，故形成市場獨(寡)佔之情形，在有刑事責任的情形下，著作利用人往
往只能被迫簽約，使得此種市場交易價格並非依市場供需決定，若主管機關

無法有效管制授權費率，將使國內著作利用活動陷於停頓。 
以線上音樂授權市場而言，網路業者希望向各著作權仲介團體尋求錄音

著作及音樂著作之授權時，由於仲介團體並非因應網路著作利用特別設計授

權方案，而依一般廣播電台利用著作之費率，對於網路業者而言，負擔又屬

過重，最後除非像音樂唱片公司自行經營，否則通常是放棄線上音樂市場3，

對於國內消費者而言，反而喪失此一取得、利用音樂的正當管道，著作權人

亦無法順利自線上音樂市場回收報酬。 

                                                 
3  從網路著作市場的角度來觀察，網路業者之所以無法依據授權取得成本進行線上音
樂銷售之訂價，主要來自於線上音樂市場存在多數未經合法授權散布音樂著作之情

形，例如：P2P線上音樂交換軟體、宿舍網路芳鄰間的流傳等，形成「付費」v.s.「免
費」的絕對不利情形，故無法如同廣播、電視業者般付出相當授權費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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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個別著作利用無法最佳化 

著作由仲介團體集體管理，對於著作利用人而言，固然可以依其利用情

形，給付固定費率後，取得個別或概括授權，降低單一著作締約成本。但對

於個別著作而言，為降低著作管理成本，著作權仲介團體並不會因應個別著

作之特殊性，而針對其市場、利用狀況機動調整其授權條件及費率，但著作

權人則因為法律及契約之規定，在將著作交由仲介團體管理後，即無法自行

或委託他人授權，故而即令著作權人有意為特殊型態之授權，亦無法獲取此

部分之收益。 

以目前中華音樂著作權人聯合總會(MCAT)之授權方案為例，其概括授權
方案主要區分為電視台、廣播電台及其他經常性公開演出、播送音樂之場所

4
；

其個別授權方案則僅區分為試播中的電視台及廣播電台、臨時播音及臨時流

動播音車輛、單場次演出(商業性及非商業性)5，所有著作一律統一費率，著

作權人即令有意願降低授權費率以爭取著作廣泛被利用，亦不可得。故而，

對於個別著作而言，委託仲介團體管理並無法使著作利用最佳化。此亦為國

內許多著作權人迄今皆不願加入仲介團體之原因之一。 

4.無法滿足著作利用人多樣化的需求 

著作權仲介團體通常針對一般常見的著作利用狀況，依其所管理之著作

權設計概括授權契約及個別授權契約，然而，隨著科技進步，著作利用的形

式早已超出著作權仲介團體原先之預見，例如：線上音樂串流播放、線上音

樂MP3下載、手機鈴聲下載、網頁背景音樂使用等，都是新的著作利用形式，
目前國內仲介團體尚未提出具體授權方案。此主要由於我國著作權仲介團體

限於其為「公益社團」法人之組織，必須透過會員大會始得修改授權方案，

導致目前仲介團體無法在網路十倍速的新興市場中，滿足著作利用人多樣化

的需求，為著作權人謀求最大福利。 

二、數位科技在著作權管理上的特性 
隨著電腦與網路科技的進步，著作利用型態增加使得著作權保護出現漏

洞，網路著作權侵害問題已迫使各國紛紛修正著作權法加以因應，而由著作

權授權利用的角度來觀察，目前著作權仲介團體授權靈活度的不足，也是著

作權人無法自網路新興市場獲取合理報酬的原因之一。然而，從好的一面加

                                                 
4  MCAT之概括授權方案及費率請參照，http://www.mcat.org.tw/html/docs/pay1.htm, 

2002/9/27 visited 
5  MCAT之概括授權方案及費率請參照，http://www.mcat.org.tw/html/docs/pay2.htm, 

2002/9/27 visit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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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觀察，電腦與網路科技使得著作管理成本大幅下降，以下則分別論述之： 

(一)精確性 
著作權集體管理目前多數廣播或電視公司簽約均採概括授權，主要原因

在於廣播或電視公司無法在簽約前即確定其所可能利用之著作為何，故只要

委託管理之著作，無論是否使用，均一律付費使用。而如此執行的結果，會

產生著作權人所收取的報酬與著作被利用的次數無關，著作權人若將著作委

託予仲介團體管理，若該著作非常受到廣播、電視業者及消費者歡迎，所收

到的權利金未必正確反映出該著作被利用的情形。對於著作被利用較廣泛的

權利人而言，加入仲介團體的誘因自然下降，可能產生反淘汰的效果，對於

著作利用人而言，無法單純只向仲介團體取得概括授權就解決多數的著作利

用問題。 

然而，在電腦及數位科技的輔助下，著作被利用之次數，可透過於被授

權人(尤其是電視或廣播公司)處裝置簡易之計數、統計設備，可使在概括授權

之情形下，著作權人仍得依其著作被利用之比例，取得較高之分配比例，著

作權人將著作交由仲介團體管理之意願也會隨之提高。 

(二)多樣化 
過去著作集體管理時，為避免著作利用條件不同，導致著作管理成本過

高，故所有著作一律採取相同之授權條件。然而，在電腦科技發展下，著作

透過資料庫建置，可輕易依據著作權人及著作利用人之需求，設定不同的授

權條件，而不會增加著作管理成本。 

過去仲介團體之著作概括授權方案，經常只有全部著作的概括授權方

案，透過資料庫管理的方式，可以將著作依據著作利用人之需求進行細部分

類，舉例言之，依著作之年代、風格進行分類，可對於利用量較小的著作利

用人進行推銷，甚至可以推出依個別著作利用計次收費的模式。而對於著作

權人而言，針對個別著作設定授權條件(尤其是使用費率)，更是具體可行，仲

介團體可以先將授權條件簡化為幾種模式，由著作權人在加入時選擇，如此

可滿足著作權人對於其作品於市場上應有之價格期待，亦可使單一仲介團體

中同性質著作間彼此有競爭的機會，可使著作利用人得以透過內部價格競爭

而獲益。 

(三)低成本 
著作權仲介團體主要之目標即在於降低著作授權利用之締約成本，獲取

最大的著作授權利益，著作權人希望向仲介團體取得授權亦著眼於可減省締

約成本與授權費用，而電腦及網路科技的發展，正是降低著作權仲介團體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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運成本及著作權人締約成本與授權費用的良方。 

從締約成本降低的角度來觀察，透過電腦資料庫系統管理著作，可使著

作即使在多種授權方案的情形，管理成本亦不致於提高，締約成本自然不會

上升，而透過網際網路的授權平台進行管理著作的查詢、授權契約談判、費

用支付、利用情形申報等，更可以減低締約談判的成本；而如何能達成授權

費用的降低，主要應該來自於電腦資料庫技術的發展，未來著作權人可能可

以選擇按使用次數或數量付費，無須簽定全部著作之概括授權契約，從總的

著作使用費用而言，對於著作利用人而言，將會造成成本的下降，對於著作

權人而言，則可適當擴張著作授權範圍，以及提昇個別著作所可收取之權利

金數額。 

三、國外著作權管理團體實施概況 
(一)著作權管理團體與數位科技 

1.線上著作交易資訊平台採用 

網際網路作為新興通訊、傳播平台，其中主要的功能即在於線上資訊提

供。網路科技與著作權集體管理結合最具速效的方式，即為線上著作交易資

訊的提供，著作權管理團體將其所管理之著作基本資訊(著作權人、著作名

稱、授權方案、授權費率等)，可便於著作利用人於簽約前事先查詢，節省締

約所耗費之勞力、時間、費用。 

目前國外多數著作權管理團體，多建置有線上著作資訊資料庫，例如：

JASRAC(社團法人日本音樂著作權協會)提供權利資訊資料庫Ｊ－ＷＩＤ予利

用人查詢
6
；ASCAP(The American Society of Composers, Authors and Publishers)於

一九九三年創造以電話查詢之ACE資料庫系統，隨後並發展線上網路版。ACE

資料庫包含ASCAP目錄下所有曲目及ASCAP得在美國境內處理授權事務之

外國曲目。資料庫中之資料每週更新，利用人得以用曲目名稱、作者、表演

人、出版人或管理人之任一資料加以搜尋，即可確認該著作之名稱、著作人、

表演人、出版人、聯絡人等資訊
7
；我國MCAT(中華音樂著作權人聯合總會)

亦於其網站提供會員歌曲明細查詢及部分歌曲試聽服務8。但國內其他著作權

                                                 
6  檢索服務頁面，請參見

http://www2.jasrac.or.jp/cgi-bin/db2www/jwid039.d2w/input?input=%97%B9%81@%8F
%B3 

7 檢索服務頁面，請參見 http://www.ascap.com/ace/search.cfm?mode=search, 2002/6/20 
visited 

8  查詢頁面，請參見，http://www.mcat.org.tw/html/data/member.php, 2002/10/2 visited；
試聽頁面，請參見，http://www.mcat.org.tw/html/docs/docs04.html, 2002/10/2 visit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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仲介團體則尚未進行此一工作，顯然發展遠落後於其他國家。 

2.線上著作授權平台採用 

(1)日本eLicense線上授權 

著作權人把權利委託(即下圖之 entrust)予 eLicense管理並締結著作權管
理委託契約，著作權人必須在 eLicense的系統中登錄(register)著作權利資訊等
相關資料，並可以從此系統取得諮詢服務；利用人藉由 eLicense的系統中檢
索搜尋所須著作，自 eLicense取得授權(authorize)，並支付權利金，eLicense
系統會有關於授權利用的紀錄，再依據該紀錄把權利金分配給著作權人。而

關於以上各種手續都能透過網路運作完成。 

圖一、eLicense 音樂授權管理示意圖9 

 
(2)美國BMI線上授權系統 
BMI為了因應網路利用音樂之需求，也推出「線上網路音樂授權系統」

(click-through Internet music licensing solution)，音樂著作利用人只要進入該系

統，於線上填妥BMI所需之相關資訊(如利用人之姓名、地址，網址名稱、網

站開始經營時間……)，就可以自動地在線上與BMI締結授權契約，得以在網
路上傳輸BMI管理目錄的所有音樂。而BMI的此套系統還設計有「授權費用

計算器」(License Fee Calculator)，讓利用人可以在完成授權程序前先行估算授

權費用所需之金額
10
。 

3.新型態著作利用授權方案推出 

目前各國著作權管理團體為因應新興網路著作利用市場，紛紛對於網路

利用提出相關授權方案及費率。例如：JASRAC針對線上音樂市場，提供互動

                                                 
9  本圖摘自 eLicense網站，http://www.elicense.co.jp/en/description.php, 2002/6/20 visited 
10  關於 BMI線上授權之詳細資料，可參考 https://dlc.bmi.com/dlcmenu.as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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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傳輸(對公眾傳輸)
11
與串流形式傳輸

12
，分別依據其為營利性質或非營利性質

(是否對使用者收費)，訂定不同費率標準；而ASCAP認為就音樂著作之網路

傳輸行為都構成著作之「公開播演(public display)」，故亦對傳輸音樂之網站

提供公開播演之授權。取得授權後，利用人得以任何檔案形式(如wav檔、midi

檔或任何音樂串流(streaming)形式)傳輸音樂
13
。 

4.管理團體授權整合趨勢 

著作權管理團體依各該國家著作權市場及法律規定之不同，可能有獨(寡)

占型態或是多數著作權管理的型態。從歷史發展來觀察，若法律並未限制著

作權管理團體數量，則市場上可能會出現複數的團體，但受限於著作市場規

模及著作利用人取得授權締約成本的考量，著作管理團體的數量仍然有限。 

而即令在市場上存在多數管理團體的情形，為便利著作利用人取得授

權，亦有幾個管理團體聯合對外授權的情形。以美國「自動點唱機
14
」(jukebox)

公開播演音樂之授權為例，著作利用人只要向「自動點唱機授權辦公室」

(Jukebox License Office／簡稱JLO)取得授權即可。JLO是由ASCAP、BMI與

SESAC等三個美國公開播演權管理團體所合資成立之機構，因此JLO在自動

                                                 
11 在數位化的網路環境，以廣播、有線放送以外之公開傳輸及伴隨而生之重製方式利
用音樂著作者，需依據 JASRAC之規定繳交使用報酬(但不包括前述之營業用線上卡
拉 OK)。 而日本著作權法所謂之「互動式傳輸」係指回應公眾之個別需求所自動作
成之公開傳輸，不包括廣播或有線放送之公開傳輸。參見羅明通，著作權法論，第

三版，頁 509。但 JASRAC特別規定在無收取傳輸內容費用或廣告費，且試聽每曲
之長度不超過四十五秒者所為之試聽，而符合下述情形者，毋庸向 JASRAC支付使
用報酬(但屬下載形式者，該音樂著作離線播放之次數限在三次之內)。 

(1) 使接受傳輸者所送出請求就是提供其試聽該請求對象之著作之情形。 
(2) 合法收錄著作之錄音物製作人或販賣業者，為促進錄音物之販賣，在其網站上
提供該著作之試聽服務。 

(3) 表演人、錄音物製作人等鄰接權人在其網站上提供其表演、錄音物等試聽服
務。  

12  串流(Streaming)為一種傳輸資料的方式， 將資料以穩定的速率傳送至接收端， 接收
端可以在沒有完全傳輸完畢之前即可開始處理資料。「串流形式」係指接收傳輸者欲

在接收傳輸裝置上即時以連線方式重現著作之目的所為之利用形式，僅以畫面呈現

之歌詞、曲譜亦屬之。 
13 然而，音樂之網路傳輸除了涉及公開播演權外，尚涉及重製權與散布權(Distribution 

Rights)，ASCAP並未授權此開權利，利用人必須向 Harry Fox Agency取得音樂著作
重製與散布之授權，向錄音著作權人(通常為唱片公司(record label))取得錄音著作重
製與散布之授權。 

14  此處之「自動點唱機」係符合下列要件之裝置：1.作為非戲劇性之音樂公開播演用；
2.由硬幣、代幣或現金等類似支付工具啟動操作；3.由營業場所之顧客(非營業場所
之受僱人) 依據機器選單操作播放音樂；4.設置於營業場所內，且營業場所未針對自
動點唱機之利用加以額外收費。不符合前開要件之自動點唱機將無法向 JLO取得授
權。請參見 http://www.ascap.com/licensing/generalfaq.html, 2002/6/20 visit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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點唱機公開播演音樂授權實務上扮演一個權利授權中心之角色，能迅速而有

效率地授權公開播演ASCAP、BMI與SESAC所管理之全部音樂著作，簽訂「自

動點唱機授權契約」，使自動點唱機在一年中之公開播演音樂取得合法之權

源，而取得授權之自動點唱機必須在機器外殼上貼附取得JLO授權之證明。 

相信因應數位科技所衍生之各種新興利用模式，若可以透過著作權管理

團體間先進行初步授權及費率整合，再一次概括地授權予利用人從事利用(例
如：國內相當流行的家庭式卡拉 OK機器、投幣式的 CD播放機器)，應是可
以平衡科技發展與著作權保護的新趨勢。然而，由於此一行為涉及公平法上

之聯合行為，故宜先向公平會申請聯合行為之許可。 

(二)數位時代著作權授權機制的研究 

1.IMPRIMATUR專案 

IMPRIMATUR專案
15
是 Intellectual Multimedia Property Rights Model and 

Terminology for Universal Reference的簡稱，是歐盟主管產業部門的第三處針對

資訊事業需求推動ESPRIT（European Strategic Programme of Research and 

Development in Information Technology）計劃的一部份，該計劃始於一九九六

年，而於一九九八年底結束，該專案之目的是希望提出一套可以保護與對所

有類型智慧財產權進行交易的管理模式。是一套以著作權管理團體為中心的

權利管理系統。 

在IMPRIMATUR計畫所討論的重點包括：著作權人的角色、著作權銷售

促成者（Creation Provider；像唱片公司、出版商等）、數位著作編碼者（Unique 

Number Issuer）、授權資訊內容（authority data；包括著作編碼、著作名稱、

著作人姓名、著作人編碼）、智慧財產權資料庫（IPR Database）、資訊內容

提供者（Media Distributor；博物館、圖書館、多媒體公司、出版人與網路服

務提供者等）、著作利用人（Purchaser；圖書館、教育機關、政府等機構、也

可能是企業或個人），這些角色在數位著作權交易機制中的互動，以及因為

互動所需之各種技術的結合，例如：數位簽章、數位著作權管理系統、浮水

印（watermark）等。 

2.著作權市場—Copymart構想 

Copymart
16
是由日本京都大學名譽教授北川善太郎針對多媒體著作時代所

提倡的著作權直接交易構想，主要希望透過著作資訊市場的提供，使著作權

                                                 
15  該計畫網址為 http://www.imprimatur.net/ 
16  該計畫網址為 http://www.copymart.gr.j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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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數位科技達到平衡。相較於IMPRIMATUR計畫是以著作權管理團體為中心

所設計，Copymart則希望於著作權人及利用人間，建立直接溝通、交易的橋

樑。 

Copymart包含兩個資料庫，其中一個是關於個別著作權權利資訊的資料

庫，另一個則是集合著作內容之資料庫。簡言之，Copymart是一個資訊交換

與授權中心（information clearinghouse），權利人可以在Copymart系統中登錄

著作權權利資訊與授權利用條件，而利用人可以瀏覽這些資訊並尋找其所需

要之著作或資訊，當利用人想要在線上下載著作內容時，必須支付授權費用

至權利人線上之帳戶內。授權利用條件與授權費用資訊之公開也讓多媒體產

品製作人得以估算多媒體產品就著作權授權或取得所需花費之成本，甚至可

以和著作權人進行更有利之協商。 

3.DAWN2001計劃 

JASRAC為了因應網際網路等數位化網路時代而提倡「DAWN2001」計劃
17
作為數位化時代的著作權管理系統。DAWN2001為「Designs for the 

Administration of Works using New technology」之簡稱，意即是一套利用網路認

證、電子浮水印等數位化時代新技術之著作權管理系統。 

此計畫之主要內容為： 
1. 將音樂權利資訊與權利處理系統一元化，構築音樂利用與著作權處
理之全部規則。 

2. 利用新技術以監視與防止違法之利用著作並促進有效率之利用授
權。 

3. JASRAC集中統合著作物之利用資訊並迅速確實地分配使用報酬。 
4. 積極採用其他新技術促進本計劃之實現。 
本計劃最主要之部分在於不影響音樂音質下，預先在音樂中埋入包含認

證資訊、權利資訊等資訊之電子浮水印，藉此掌握著作物之終端利用人，以

保護著作權人之權利。而本計劃因運用新技術，故亦須得到研發新技術之產

業界協力合作，同時與國內外著作權管理團體、政府相關單位密切合作，廣

泛地提供著作物之相關資訊，為了著作權人與利用人之利益，促進DAWN2001

計劃目標之實現。 

以CD等錄音物在網路上之流通為例，JASRAC要求以CD、唱片等錄音

物製作人提供之音樂從事音樂傳輸事業者，須(1)謀求防止重製(Copy Protection)

                                                 
17  請參見 http://www.jasrac.or.jp/profile/business/dawn/index.html, 2002/7/17 visit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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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措施；(2)提出正確的利用報告。亦即，在著作內容中以電子浮水印技術埋

入JASRAC編碼等認證必要之指定資料，作為利用授權之條件(即成立電子利

用授權契約)。而終端利用人得以自接受其認證資料之傳輸業者，合法地接受

音樂之傳輸。 

為了防止著作之非法利用，就接受傳輸之利用人進一步在網路上利用著

作者，關於此時之認證亦必須加以考慮，且同時充實監視非法傳輸著作內容

之功能。另一方面JASRAC對著作人或音樂出版人就其著作相關電子資訊之

發送、接收也應構築一套迅速認證之系統。 

四、日本著作權等管理事業法簡介 
日本政府依據一九九七年由紋谷暢男教授所主持之集中管理小委員會所

提出之最終報告所提之修改方向
18
，於二○○○年十一月二十九日公布法律第

一三一號之「著作權等管理事業法(以下稱「管理事業法」)」，定於二○○一

年十月開始施行，廢止原本之著作權仲介業務法而以新法取代之。該法第一

條說明其修正目的如下：「本法係有關管理著作權及著作鄰接權之事業，實

施登錄制度、賦加其申報並公告管理委託契約約款及費用規程之義務，以確

保其業務適正的營運之規範，並保護委託管理著作權及著作鄰接權人，以使

著作物、現場表演、錄音帶、無線節目(放送)及有線節目(放送)得以順利利用，

以助於文化發展為目的。
19
」修正方向如下： 

(一)放寬著作權管理團體設立條件 
過去著作權仲介業務法對著作權管理團體之設立採嚴格之許可制度，管

理事業法採較寬鬆之登記制度。過去採取許可制度之理由在於為保護著作權

人之利益，必須確保著作權管理團體具有一定的組織、經營能力，對於不適

於管理他人財產者，應避免其成立。然而，從另一個角度來觀察，著作權人

                                                 
18 即「著作権審議会権利の集中管理小委員会報告書」，請參見

http://www.cric.or.jp/houkoku/h12_1b/h12_1b.html, 2002/7/16 visited； 
 該報告中指出就日本著作權管理事業應基於下列方向加以改革，作為著作權管理團

體法制改革之基本思考：一、著作人意思之尊重；二、對著作利用現況之因應；三、

政府管制之緩和；四、確保著作權人及利用人對著作權管理事業之信賴性；五、確

保著作權管理事業運作之透明性；六、充實著作權管理事業著作權相關資訊提供之

功能。 
19 日文原文為：「この法律は、著作権及び著作隣接権を管理する事業を行う者につい

て登録制度を実施し、管理委託 契約約款及び使用料規程の届出及び公示を義務付

ける等その業務の適正な運営を確保するための措置を講 ずることにより、著作権

及び著作隣接権の管理を委託する者を保護するとともに、著作物、実演、レコー 
ド、放送及び有線放送の利用を円滑にし、もつて文化の発展に寄与することを目

的とす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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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以自由選擇著作權之管理方法或管理團體時，即應採取相應措施，使新的

管理團體得以較容易成立；同時，若是對管理團體進行行政介入，則等於是

賦予主管機關裁量權限，很難期待可以有客觀、明確的基準產生，故而改採

登記制度
20
。 

(二)強化管理團體之義務 

1.對著作權人(委託人) 

由於管理事業法放寬管理團體成立之限制，故可以想像中小型管理團體

亦可能因應特定族群的著作權人需求而成立，故管理事業法中亦強化管理團

體對著作權人(委託人)之義務，必須要對著作權人進行管理委託契約約款說明
21，管理委託契約約款須公告周知22，並且應備置財務報表供著作權人閱覽或

抄錄，透過資訊公開的方式，落實由著作權人自行監督管理團體之運作。 

2.對著作利用人 

至於對於著作利用人，管理事業法亦要求管理團體須將使用費率標準公

告周知23，並應對著作利用人提供適當著作授權資訊24，同時規定管理團體不

得任意拒絕為授權之限制25。以使著作利用人得在市場上輕易取得著作利用資

訊，此亦係因應數位時代降低著作授權締約成本之需求。 

(三)著作利用先期協調機制 
管理事業法第十三條第二項規定：「著作權等管理事業者訂定或變更使

用費率標準時，必須事先盡可能聽取利用人或利用人團體之意見。26」同法第

                                                 
20 著作権法令研究会編，逐条解説著作権等管理事業法，有斐閣，2001年 9月初版，
頁 55~56 

21  請參照，著作權等管理事業法第十二條規定。中文譯文如下：「著作權管理事業者締
結管理委託契約時，應對委託管理著作權等之人說明管理委託契約約款內容。」 

22  請參照，著作權等管理事業法第十一條第二項規定。中文譯文如下：「著作權等管理
事業者為前項後段變更之申報時，應盡速對委託人通知申報管理委託契約約款之內

容。」 
23 請參照，著作權等管理事業法第十五條規定。中文譯文如下：「著作權等管理事業者
應將管理委託契約約款（依第十一條第一項申報者）與費用規程（依第十三條第一

項申報者）公示於文部科學省令規定之處。」 
24 請參照，著作權等管理事業法第十七條規定。中文譯文如下：「著作權等管理事業者
應致力向利用人提供關於著作物等之標題或名稱及其他處理著作物之情報、利用方

法之情報。」 
25 請參照，著作權等管理事業法第十六條規定。中文譯文如下：「著作權等管理事業者
無正當理由時，不得拒絕利用之授權。」 

26  日文原文為：「著作権等管理事業者は、使用料規程を定め、又は変更しようとする

ときは、利用者又はその団体からあらかじめ意見を聴取するように努めなければ

ならな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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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三條第三項規定：「文化廳長官，於受理申報之日起三十日間自代表利用

人利益者(利用人代表)受有向文化廳長官指定之著作權管理事業者請求協議
之通知時，得在六個月範圍內延長實施禁止期間。27」 

在前述新規定的情形下，著作權管理團體在進行使用費率訂定或變更

前，必須先聽取利用人、利用人團體甚至較小型的著作權管理團的意見，以

增得著作授權利用的順利進行。若是未參考相關意見而導致共識差異太大，

則配套措施為主管機關得應利用人代表之請求，暫時停止新的使用費率標準

之實施，要求著作權管理團體再與利用人團體協商。對於著作權管理團體而

言，此種規定會產生一種平衡效應，著作權管理團體為避免其新的使用費率

標準因遲延實施而造成損害，會採納部分使用者團體之意見，降低費率或調

整收費方案，可使著作權爭議在初期即獲得初步溝通，降低爭議產生的機率。 

(四)市場主導者之特別義務 
管理事業法放寬對於著作權管理事業成立條件，擬透過市場競爭力量，

使著作權人及著作利用人能獲取最大利益。然而，在開放市場的同時，為避

免過去既有的著作權仲介業者挾其市場力量，使著作管理市場自由競爭之環

境受到影響，故於管理事業法中對於所謂「指定著作權管理事業」，賦予其

特別義務。以下即就其協議義務及主管機關以裁定介入二項規定說明如下： 

1.協議義務 

第二十三條第二項規定：「指定著作權等管理事業者，自該利用區分之

利用人代表(就某一利用區分，為直接或間接構成員之利用人數量佔利用人總
數之比例、為直接或間接構成員之利用人支付費用額佔利用人支付總額之比

例或其他情事而可認為代表利用人之利益之團體或個人之謂)，請求就第十三
條第一項使用費率標準(限於該利用區分部分，以下各章亦同)為協議時，必須
因應之。」同條第四項規定：「指定著作權等管理事業者不因應利用人代表

                                                 
27 日文原文為：「文化庁長官は、指定著作権等管理事業者（第２３条第１項の指定著

作権等管理事業者をいう。以下この条において同じ。）から前条第１項の規定に

よる届出があった場合において、第１項の期間を経過する日までの間に利用者代

表（第２３条第２項に規定する利用者代表をいう。第５項において同じ。）から

当該届出に係る使用料規程に関し第２３条第２項の協議を求めた旨の通知があっ

たときは、当該使用料規程のうち当該協議に係る部分の全部又は一部について、

当該届出を受理した日から起算して６月を超えない範囲内において、第１項の期

間を延長することができる。」而所謂指定著作權管理事業，依管理事業法第二十

三條第一項規定，是指該著作權管理事業自著作權市場上所收取之報酬佔一定比例

以上，或其使用費率廣為各界參考利用，而被文化長官指定者，類似於我國電信法

中所稱電信市場主導者之概念，而須負有特別義務，以避免其任意使用其對市場之

影響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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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協議請求或協議不成立時，文化廳長官因利用人代表之申請，得命該指定

著作權等管理事業者開始協議或再開協議。」 

2.使用費率標準之裁定 

管理事業法第二十四條規定：「有前條第四項命令之情形，協議不成立

時，當事人得申請文化廳長官裁定費用規程(第一項)。於有前項裁定之申請
時，文化廳長官應通知其他當事人該意旨，並指定相當期間，給予陳述意見

之機會(第二項)。指定著作權等管理事業者，於費用規程實施日前有裁定申請
或受前項之通知時，即使於第十四條期間之經過，未至裁定之日不准實施該

費用規程(第三項)。文化廳長官裁定時，必須詢問文化廳審議會(第四項)。文
化廳長官裁定時，必須通知當事人其意旨(第五項)。有變更費用規程之必要之
裁定時，依該裁定所定變更之(第六項)。」 

五、數位時代我國著作權仲介團體條例修正方向建議 
(一)取消著作物種類限制 
我國現行著作權仲介團體條例第三條第一款規定：「著作權仲介團體：

指由同類著作之著作財產權人依照本條例組織登記成立，為著作財產權人管

理其著作財產權，並以仲介團體之名義，行使權利、履行義務之社團法人。」

隨著數位時代來臨，許多著作利用都會同時涉及多種著作種類同時存在，例

如：電腦多媒體著作並非單一著作種類，當進行 e-Learning時有必要放置在
網際網路上公開傳輸時，則利用人可能須同時取得音樂、語文、美術、電腦

程式、視聽著作等著作權人(或仲介團體)之授權，若是未取得任何一位著作權
人的同意，須無法利用。 

過去國內有關流行歌曲音樂MTV之授權亦已面臨相同問題，由國內多數
唱片公司為因應有線、無線電視台、廣告電視牆等業者取得授權之便利性，

以幾近相同之成員分別就錄音著作及視聽著作組成社團法人中華民國錄音著

作權人協會(ARCO)及社團法人中華音樂視聽著作仲介協會(AMCO)，連絡電
話、地址等均相同，只有組織的名義不同。針對數位時代著作利用型態複雜

及數位科技的運作，立法上作此種單一著作種類的限制並無其必要性，反而

使著作權管理團體運作失去彈性，未來應考量解除此一限制。 
若是為避免多種著作整合由單一管理團體進行管理會產生壟斷問題，筆

者認為目前我國仲介團體條例採取開放競爭模式，此種疑慮較無須擔心，若

市場上確有壟斷情事，則可透過公平交易法加以處理。此外，強化著作利用

費率爭議解決機制，某程度亦可使壟斷之缺點淡化，反而可收統一處理著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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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用授權、降低單一著作授權交易成本之效果。 

(二)開放個人參與著作權管理 
目前國內著作權仲介條例第十條第二項規定：「著作財產權人不得同時

為二個以上辦理相同仲介業務之同類著作仲介團體之會員。」第十三條第二

項規定：「會員在仲介團體管理之範圍內，不得自行授權或另委託第三人代

其授權。」當著作權人將其著作交由某一仲介團體管理時，就「人」的部分，

不得加入其他管理相同著作類型的團體，就「著作」的部分，不得自行授權

或委託第三人代其授權。此種結果將造成著作權集體管理團體的壟斷，因為

著作具有某程度利用上的特殊性，對於單一著作而言，市場上可能沒有可以

互相取代的著作物，對於多數著作利用者(廣播、電視等)而言，因為不確定是

否會利用到管理團體所管理的著作，故亦只能接受著作權仲介團體所提出之

授權方案。 

對著作權人而言，將著作交由他人行使，在經濟學的觀點上，無可避免

會產生代理人成本(agency costs)
28
，在過去由於著作權人自行管理著作的成本

太高(著作授權利用之締約成本、著作侵害之追索成本等)，且大型著作利用人

通常不願意浪費時間與單一著作權人洽商授權，故著作權人通常選擇忍受代

理人成本，而將著作交由仲介團體行使。然而，在數位科技快速發展情形下，

著作權人自行透過網際網路、電腦資料庫等科技管理著作成本已大幅降低且

可迅速回應著作利用人之需求，使著作權人自行管理著作成為可能。然而，

若著作權人皆自行管理著作，對於著作利用人而言，仍屬不便，不利於現代

商業社會著作大量利用之發展趨勢。 

筆者認為，透過著作權仲介(管理)團體，處理多對多的著作利用型態，而

                                                 
28  有關代理人理論，請參照，王文宇，論共生交易對公平交易法的挑戰，收錄於民商
法理論與經濟分析，頁 216~217。茲摘錄如下：「至於代理人理論，其基本假設為任
何商業性的組織或安排，其各參與者間都存在著利益衝突的現象，『代理人』有自身

的利益，而此利益多與『本人』相衝突，而且在此合作關係中通常本人在事前無能

力監督，在事後亦無法確知代理人是否忠實履行其義務。」在著作權人與著作權管

理團體間，著作權人(即「本人」)委託著作管理團體(即「代理人」)代為管理著作，
雖然著作權管理團體依我國著作權仲介團體條例之規定，屬於非營利社團法人，然

而，即令運作最良善的著作權管理團體，其利益亦與個別著作權人之利益不同，就

著作權管理團體而言，如何使其會員之著作廣泛為著作利用人所使用，並獲取最高

報酬，為管理團體之利益；但就個別著作權人而言，其最大利益可能是報酬的最大

化、個人聲譽、著作被肯定⋯等，但可以知道的是，在著作集體管理的情形，不可

能被了個別著作的特殊性而設計使用費率、授權方案等，而是以追求全體著作的最

大利益為原則。著作權人所能分配到之利益(不計算成本)，與著作權人自行管理著作
之利益(不計算成本)之差額，即為「代理人成本」。目前由於著作權人自行管理著作
之成本太高，故多能忍受「代理人成本」的存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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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著作權人在管理團體所建立之平台上，自行管理著作，不失為可行的平衡

方式。一方面可使著作權人得以透過自身的努力，獲取著作最大利益，降低

委託他人管理之代理人成本，二方面可增得著作授權利用之彈性，使小型之

著作利用人得以透過個別談判方式取得多樣化之授權，三方面則可透過內部

競爭方式，促使著作權仲介團體運作更具效率，而造福多數的著作權人。故

立法上不應限制著作權人僅能透過專屬授權方式委託著作權仲介團體行使權

利，以符合數位時代著作權人及著作利用人之最佳利益。 

(三)推動線上授權平台．強化管理團體數位化義務 
著作權授權成本的降低，為著作權管理團體成立之主要目的，就目前我

國著作權仲介團體的發展情形，進行數位化腳步相較於國外著作權管理團

體，顯然稍嫌落後。著作管理團體若無法全面數位化，則因應數位化、網路

化所產生之國內網路及數位著作利用市場無法順利推動。其主要問題有二，

一是著作交易資訊取得困難，著作利用人尋找其所欲利用之著作成本過高，

故建置著作交易資訊資料庫(包括：著作人、著作名稱、著作相關連資料)，公

開著作授權方案、費率等為數位化的第一步；二是著作授權成本仍然無法因

應數位世界「微利」時代來臨的需求，使得著作利用人可能選擇不利用著作，

或是未經授權即行利用著作。如此運作的結果，目前商業性質的使用者(例

如：入口網站業者
29
、線上音樂業者)，因有著作權法就商業利用設有刑事責

任(國外則有高額的民事賠償)，多選擇暫時不提供線上音樂服務；另外個人使

用者或 P2P業者30，則選擇在未授權的情形下利用各類著作。 
因此，筆者認為因應國內著作權仲介團體尚未積極數位化之情形，有必

要由政府協助推動成立線上著作交易平台，整合著作交易時所需之基本資

訊、著作編碼系統、資訊公開機制等，並提供線上付費授權機制，使著作利

用人得以在著作交易資訊之蒐集及締約成本降低，以正當化目前加強網路著

作權保護之立法方向。然而，值得注意的是，目前著作權仲介團體條例正在

著手草擬修正案，為避免仲介團體怠於進行數位管理，導致著作交易成本提

高，成為著作利用人拒絕取得授權之依據，筆者認為有必要於法律中明文規

範仲介團體透過網際網路提供資訊之義務，對於無法履行此一義務之仲介團

體，主管機關有權命其改善，屆期仍未改善者，得撤銷其法人許可，並配合

                                                 
29  以國內最大入口網站 Yahoo!奇摩(http://tw.yahoo.com)為例，美國雅虎已向 RIAA取得
授權，著手經營線上音樂事業，而 Yahoo!奇摩則曾公開說明由於目前國內音樂授權
環境欠佳，暫時不擬進軍線上音樂市場。 

30  即令美國 RIAA已對多數未經合法授權提供使用者交換MP3音樂檔案的 P2P軟體業
者(Napster.com、Aimster.com等)提起訴訟，然而，國內業者仍認為 P2P檔案交換是
否涉及著作權侵害仍有爭議，故雖無法向仲介團體取得合法授權，仍繼續經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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仲介團體結束營運相關規定，既可保護著作權人，亦可達到真正降低交易成

本之目的。 

(四)著作利用費率協議及爭議處理機制強化 
著作權仲介團體與利用人間最常產生之爭議，往往是落於著作利用費率

無法互相取得共識。目前多數的著作利用都是屬於仲介團體對大型著作利用

人，雙方談判力量的差距較小，加以我國著作權法有刑事責任規範，法律也

未規定主管機關介入著作利用費率爭議之機制，故目前國內並無類似訴訟案

例產生。然而，此種現象並不代表著作權仲介團體與社會上多數著作利用人

間沒有衝突存在，目前國人並不習於取得合法授權後利用著作，或許就是一

種無聲的反撲吧！ 

進入數位時代後，由目前MP3音樂下載、P2P檔案交換軟體等網路著作
權爭議頻傳之情形，可以觀察到社會上對著作權制度的正當性已逐漸產生動

搖，未來強化網路著作權保護之立法例(公開傳輸權、著作權保護措施之保

護、電子著作權權利資訊之保護)正式經立法院通過後，顯然將衝擊社會上多

數之利用人。而這些利用人並非全屬大型商業機構，中小型的著作利用人數

量將大幅增加，著作權仲介團體除應致力於降低授權成本及費率，以符合著

作利用人之需求與期待，制度上更應參考日本著作權等管理事業法之規定，

要求仲介團體在訂定或變更授權利用費率前，應先經協議機制，使著作利用

人得參與定價及授權方案之意見，並應賦予主管機關或法院得於必要情形介

入，逕行以裁定方式決定授權利用費率，以平衡著作權人、著作權仲介團體、

著作利用人間之關係，進而使著作權法促進國家文化發展之遠程目標不致淪

為空談。 

六、結論 
數位科技乃是著作權概念發展以來，使著作得以快速重製、散布、流通、

利用之最佳工具，在數位環境下，著作權幾乎已成為各種資訊產生、流動、

利用無可避免必須處理的問題。過去為因應工商社會廣播、電視、大型商場、

各種交通工具等廣泛利用著作，但對於個別著作權人而言，一一去向這些商

業利用機構行使權利並不符合經濟效益，故而發展出著作集體管理(仲介)制

度，透過集合多數著作進行管理以降低授權成本，使著作權人得以實質取得

著作權法所保障之財產權，使著作利用人得以合法、低廉的管理取得授權，

對於著作權制度之維護貢獻相當大的心力。筆者相信進入數位時代後，著作

權管理制度若能相應進行調整，必定能為數位環境塑造良善的著作權利用架

構，滿足著作權人與著作利用人之需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