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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本篇論文旨在探討面臨數位時代來臨，著作的流通與利用出現各式各樣的新型態，著
作權法制與著作權集體管理制度是否足夠與未來發展方向。

著作權法之目的揭示於著作權法第一條，係為保障著作人著作權益，調和社會公共利
益，促進國家文化發展。可知著作權法制並不僅係為保障著作權人，尚有公益之考量，而為
達公益目的，著作之圓滑利用，係必要之基礎。

隨著社會經濟之發展、科技之進步，著作權人個別管理有其極限，著作權集體管理制
度便應運而生。透過法律關係之簡化，降低交易成本，使著作權法之目的於時代變遷中，仍
可達成。然而至二十世紀中後，重製技術的普及、成本降低，重製成果品質的提昇，乃至個
人電腦、網際網路的興起，又再一次衝擊著作權法制，而 Google Books 此類大型數位資料
庫，欲將科技帶來的即時、跨越物理距離等特性，發揮至極致，其功能與影響甚至超越傳統
的著作權集體管理制度，然而卻不受同樣的法律規制，若肯認著作權集體管理制度受法律規
制之必要，則數位時代新興起的著作流通與利用方式，亦不應排除在外；然而亦不能否認傳
統對於著作權集體管理之管制，未必皆宜直接適用，因而對著作權集體管理之管制，應回歸
該制度之本質，探討其應受法律規制之部分與原因，重新調整法律制度對其之規制。

本篇論文於第一章以 Google Books 和解案作為楔子，引伸出本文欲探討之問題點，
亦即面對數位時代新出現的著作流通與利用方式，現有之著作權法制與著作權集體管理制度
是否足以應對。第二章先簡介著作權集體管理之成因與意義，再以日本作為比較之參考，詳
細探討足作為著作權集體管理典範的 JASRAC 之運作，欲以此探究著作權集體管理之核心
與其須受管制之部分與原因。

第三章則更進一步將日本之著作權集體管理制度與我國比較；我國之著作權集體管理
制度相形之下有許多不足，經由比較一方面提供我國未來改進之方向，另一方面亦期更加凸
顯有效率之著作權集體管理制度之要素。第四章則將前文得出著作權集體管理制度之核心與
新興之流通與利用方式─數位資料庫進行比較，並確認某些類型之數位資料庫如著作權集體
管理一樣，有受法律規制之必要。由此再衍生出對於現行著作權集體管理制度規制之檢討，
及未來可考慮之修正方向。最後考量數位資料庫收錄者皆為數位化之著作，而此對於著作權
法制另有衝擊，簡短述及未來可能面臨之問題。

第五章為結論，整理研究心得，提出研究建議，並指出研究之限制及展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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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緒論
第一節 研究動機與目的

二〇〇九年，Google Books 和解案引起許多爭議。Google Books 提供之服務，若從
利用人的角度而言，極為便利，欲閱讀市面上已絕版之書籍、世界各大圖書館之藏書成為可
能，不再受限於物理上的距離。配合直接對書籍內容的檢索，尋找某主題相關書籍的效率大
大提昇，不再如過去只能以作者、書名、國際標準書碼或附記之關鍵字檢索書籍。對於利用
人如此便利之服務，其促進著作流通與利用的效果，不言而喻，可以說是資訊科技發展與網
際網路普及後，將數位時代的特性與優點發揮極致的產品。不論 Google 所謂「整理世界上
所有資訊」真係其終極目標或僅是為得商業競爭優勢的冠冕理由，至少 Google Books 所提
供之服務，確實對著作之圓滑利用，有正面助益，也因而有助於社會公益，並促進文化之發
展。然而，其引起之爭議亦可謂係前所未有，Google 大規模地掃描書籍建立著作之數位化
版本，於 Google Books 服務提供檢索與預覽書籍內容，並未事先得到該些書籍之著作財產
權人同意。Google 主張其行為係「合理使用」之範圍，然而本件就「合理範圍」之判斷，
決定權係在美國法院，其未為最終決定前，仍無定論。就此觀之，Google Books 可以說是
科技發展對著作權種種衝擊的結合。數位化、重製技術的普及與低廉化、因網際網路的高度
連結導致侵害擴散的速度、廣度非以往所能想像。隨著科技發展、社會經濟環境的改變，著
作權人與利用人間再一次失去平衡。

著作權法制所尋求者，係創作誘因提供與公眾近用保障間的平衡點。為提供較強的創
作誘因而強化著作權保護，可能不利於公眾近用創作之成果；若過度保障公眾近用，亦可能
損及創作誘因。著作權法制從其發展為尋求該平衡點，便不斷因應科技、社經環境的變化為
調整。而在現今著作數量、著作權人數、利用人數皆因科技發展大幅度增加，著作權法制中
著作權集體管理制度更有存在之意義。著作權集體管理，係透過法律關係之單純化來達成其
「保障著作財產權人權益、促進著作流通與利用」之目的。其與著作財產權人簽訂管理契
約，為多數著作財產權人管理眾多著作財產權，向利用人收取授權的對價，即使用報酬，再
分配予著作財產權人。使用報酬率、使用報酬分配方法皆係單純化法律關係之方式，而經由
此制度之運作，著作財產權人得更便利地以使用報酬代替主張侵害，利用人亦無須為尋找著
作財產權人、取得利用授權而枉費交易成本。然而著作權的集體管理本身，亦有成本。尤其
當其執行不效率時，對著作財產權人而言，其支付管理手續費，係減損其原所能得之使用報
酬；對利用人而言，其支付過高的使用報酬，並不利其為著作之利用。



本文以 Google 和解案為啟示，欲更深入了解並尋找著作權法制於著作權人與利用人
間於此數位時代的新平衡點。而著作權集體管理，可能係著作權法制中，回應此次科技發
展、社經環境變化之關鍵。故本文從著作權集體管理的實務運作，探求著作權集體管理之核
心概念，並思考能否將發展亦已一百五十年之著作權集體管理制度，進行調整，並回歸其本
質，以達其制度目的，促使著作權法制於數位時代再一次找回其創作誘因提供與公眾近用保
障間的平衡點。

另，適逢我國於二〇一〇年修正公布著作權集體管理團體條例，對於我國十數年著作
權集體管理制度實務運作後的諸多問題，嘗試以制度修正之方式解決。日本於二〇〇一年亦
廢止著作權仲介業務法，施行著作權等管理事業法，以日本新制度實行十年之經驗與我國正
要進入之新階段進行比較，希望對於未來著作權集體管理團體條例之落實與發展有所幫助。

第二節 研究方法與範圍
本文為從著作權集體管理之現行實務運作中，探求著作權集體管理之核心概念。再進

而將該核心概念置於此數位時代對著作權集體管理制度進行檢討。

故本文採取的研究方法係以比較法方式，先從法制面比較我國與日本之著作權集體管
理法制。再詳細分析作為著作權集體管理團體典範的社團法人日本音樂著作權協會
（Japanese Society for Rights of Authors, Composers and Publishers，簡稱 JASRAC）之
運作情形。並將之與我國三大音樂著作著作權集體管理團體：社團法人台灣音樂著作權人聯
合總會（MCAT）、社團法人中華音樂著作權協會（MUST）、社團法人台灣音樂著作權協
會（TMCS）進行比較。

透過對現行著作權集體管理制度之分析比較，探究著作權集體管理之核心概念及其制
度規範必要性後，對於數位時代新型態的著作流通方式─數位資料庫，依其特性與對相關人
之法律關係予以類型化，再以之與著作權集體管理之核心概念比較，觀察其與著作權集體管
理之概念、法制、團體之關連性。

本文探討之範圍，就著作權集體管理法制，集中於日本及我國的部份，日本從其緣
起，經著作權仲介業務法時期，至二〇〇一年施行之著作權等管理事業法。我國則從一九八
七年修正著作權法引進著作權仲介團體法制起，經著作權仲介團體條例，至二〇一〇年施行
之著作權集體管理團體條例。關於著作權集體管理之實務運作方面，日本部分重心置於管理
音樂著作為主的 JASRAC，我國部分為與 JASRAC 進行比較，亦將重心置於三大音樂著作
著作權集體管理團體，即 MCAT、MUST、TMCS。

數位資料庫則先進行定義及類型化，重心置於數位資料庫同時提供著作內容與利用授
權者，並以之與著作集權管理之概念進行比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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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後以數位資料庫之特性及相關科技，討論其未來發展並提出衍生問題。

第三節 本文架構
為達成上開研究目的，本文章節構成如下：

第一章 緒論

第二章 著作權集體管理與其在日本之發展─以 JASRAC 為中心

第三章 我國著作權集體管理之現狀

第四章 興起中的著作流通方式─數位資料庫

第五章 結論與建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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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著作權集體管理與其在日本之

發展─以 JASRAC 為中心
第一節 著作權集體管理之概念

著作權法賦予著作人各種著作權利，這些權利係排他之專屬權利，著作財產權人可自
行行使權利或授權他人利用，並可透過民、刑事之追訴排除他人侵害其著作權，此為最原
始、單純之著作權管理方式。此種管理方式，由著作財產權人自行決定著作之利用方式、授
權範圍，且直接反應自身利益考量，故亦可稱為「個別管理」。在以往資訊傳播尚未發達之
時代，著作財產權人、著作及利用人的數量不多，著作之利用方式與地理範圍亦受限，「個
別管理」尚有實行的可能。然而，隨著經濟、文化與科技的發展，著作數量增加，著作財產
權人與利用人增多，加上利用方式與地理範圍遠超以往之想像，此時，著作財產權人若仍欲
個別管理其著作權，已有實際之困難。如此，一方面著作財產權人難以掌控分散各地之利用
行為與利用人，無法與利用人訂立授權契約，收取報酬。他方面，即便利用人有意取得著作
財產權人授權，也可能因尋找著作財產權人、個別協商授權之高昂成本而導致原本之利用意
圖受阻；此結果，於著作財產權人、利用人皆不利，著作權法之目的「保障著作人著作權
益，調和社會公共利益，促進國家文化發展」亦無法達成。為解決此現實問題，著作權「集
體管理」之概念與架構便應運而生。

「集體管理」係與「個別管理」相對之概念，但仍有更進一步釐清之必要。本節將以
下述兩個角度凸顯「集體管理」之特性：1

一、形式上的概念：對著作權集體管理之組織，即集體管理團體為定義。
二、功能上的概念：對著作權集體管理之方法為定義。

第一項 形式上之概念
著作權集體管理條例第三條第二款規定：「著作權集體管理團體：指由著作財產權人

組成，依本條例許可設立，辦理集管業務，並以團體之名義，行使權利、履行義務之社團法
人。」著作權集體管理形式上之概念係就著作權集體管理團體之組成目的及組織成員為界
定。故著作權集體管理團體之特性係：團體組成之主要目地在於替會員管理著作權或相關權
利，而團體之會員為著作財產權人；依上述規定，我國之著作權集體管理團體之組織方式須
為「社團法人」，唯此於他國立法例中並未有類似限制；以德國為例，集體管理團體可以選

1 斎藤博，著作権法，有斐閣，2007 年，頁 327。



擇最適合之組織方式，有以營利社團法人為之者（如 GEMA、VG Wort 等）、亦有以有限
公司為之者（如 GVL、VFF 等），而日本於著作權等管理事業法，亦大幅放寬著作權管理
事業之範圍2。第二項 功能上之概念

對著作權集體管理之方法為定義，對於理解著作權集體管理極有意義，因管理方法會
影響授權的特性與內容，可以說著作權集體管理亦是行使著作權的方法之一。

第一款 典型的著作權集體管理
著作權集體管理條例第三條第一款規定：「著作權集體管理業務：指為多數著作財產

權人管理著作財產權，訂定統一之使用報酬率及使用報酬分配方法，據以收取及分配使用報
酬，並以管理人之名義與利用人訂定授權契約之業務。」著作權集體管理的典型態樣為：就
集體管理下之所有或部分著作權授權，並就各種授權方式設定使用報酬率。而集體管理團體
收取使用報酬後，須依照報酬分配方法分配使用報酬。

使用報酬之收取又可分為兩種形態：

一、使用報酬與著作使用數量無直接關係。利用人支付使用報酬後，可使用集體管理
之全部或部分著作，而使用報酬固定，不因實際使用著作之數量而變動。

二、使用報酬與著作使用數量有關係，但無須辨別個別著作使用之情形。利用人於取
得授權後，須定期將著作使用清單及其他計算使用報酬之必要資訊提供予著作權集體管理團
體，著作權集體管理團體再依計算結果向利用人收取使用報酬。

從上述可歸納出著作權集體管理之三項特性：

一、使用個別著作無須事前得到著作人之授權。

二、使用報酬率統一適用於相同著作利用方式。

三、使用報酬率與公眾利益相關。

WIPO 一九九〇年關於著作權與臨接權的集體管理研究報告中亦曾將集體管理定義為
「著作財產權人委託集體管理團體管理其權利，由集體管理團體監視著作之使用、與欲使用
著作之利用人協商，於適當條件下，利用人支付適當的使用報酬後取得著作利用之授權，集
體管理團體向利用人收取使用報酬後，再依比例分配給著作財產權人。」3

11

2 日本著作權等管理事業法第六條第一項第一款。

3 WIPO, Collective Administration of Copyright and Neighboring Rights (Study on, and advise for the establishment and operation of 
collective administration organizations), p6 (1990).



第二款 私人重製之「非自願性授權」亦屬著作權集體管理之範圍
WIPO 於上述研究報告另提出「非自願性授權（non-voluntary license）」，在私人重

製之情形，亦屬集體管理之範圍。此時著作財產權人無法享有完整的著作權，無法就他人使
用著作行使排他權利，其著作權法上之請求權弱化為債法上之「報酬請求權」4，利用人只
要支付該報酬即可使用著作，並無授權行為之發生。此時集體管理團體僅收取使用報酬、分
配與著作財產權人，而無典型著作集體管理中，對利用人之授權行為5。

「非自願性授權」之出現，係因科技的進步，如影印機、錄音機、錄影機之發明，使
著作之重製更為普及、快速，且重製物之品質亦日益提高。此類產品的出現，使利用人得到
便利與滿足，但對著作人之權益造成重大影響。且囿於使用此類產品之重製行為，現實上有
監視之困難，故在制度上另作規劃，利用人支付使用報酬，無須取得授權，即可使用著作。

第三項 小結
綜合上述，相對於個別管理，「著作權集體管理」之核心概念係由著作權集體管理團

體管理並行使著作財產權人之權利。而管理之方法，原則上係依據事前以確定之使用報酬收
受及分配方法，在統一的條件下管理多數的著作權。至於集體管理團體是否與利用人訂定授
權契約（如於私人重製之「非自願性授權」，管理團體與利用人並無締結授權契約）、集體
管理團體接受著作財產權人委託行使權利之法律關係及集體管理團體執行管理業務之具體內
容，則可能依據不同型態的集體管理團體而有不同。

12

4 WIPO, Collective Administration of Copyright and Neighboring Rights (Study on, and advise for the establishment and operation of 
collective administration organizations), p7 (1990).

5 蔡明誠、陳柏如，國際著作權仲介團體之研究，經濟部智慧財產局研究報告，2003 年 6 月，頁 6。



第二節 著作權集體管理團體之制度類型
在著作權集體管理團體之實務運作上，多數國家一著作種類只由一個著作權集體管理

團體進行著作權集體管理業務，即所謂單一制。這些團體之獨占地位，有時是由該國立法所
賦予（如義大利），或是由該國之行政管制措施造成（如日本於著作權仲介義務法時期之 
JASRAC）；但大多數則是自然形成事實上之獨占地位；而少數國家（如美國），在特定之
著作權領域，有多數之團體進行著作權集體管理業務，形成多元制。

第一項 單一制之優點6

一、著作權集體管理團體所處理之事務繁雜，具有相當規模之著作權集體管理團體方
能有效率進行著作權集體管理業務。

二、規模愈大的團體，其所能收取之使用報酬越多，而各著作財產權人平均所需分攤
之管理費用則愈低，而有助於保護著作財產權人之權益。

三、在特定種類著作有多數著作權集體管理團體時，利用人必須先確認其所欲利用之
著作究係屬何團體管理，分別為利用之申請，而各個團體又會將行政成本轉嫁於使用報酬率
中，勢必增加利用人之經濟負擔；故僅有單一著作權集體管理團體時，利用人取得利用授權
較便利且經濟。

第二項 多元制之優點7

一、透過市場自由競爭增進著作權集體管理團體之效率，促使使用報酬降低，並刺
激、鼓勵著作權集體管理團體提供利用人更好之服務與管理。

二、單一制之著作權集體管理團體，有可能會濫用其獨占之地位，必須藉由公權力監
督防範團體濫用其獨占之地位；惟，公權力之行使結果可能曠日費時，多元制則可藉由自由
競爭，使權利人有機會能夠選擇對其權利保護最周全之著作權集體管理團體，並促進著作權
集體管理業務之發展。

第三項 小結
採用單一制或多元制各有其利弊得失，制度之形成往往牽涉一國之政治、文化、社

會、經濟、法制等複雜因素，並無絕對之優劣可言。目前我國著作權集體管理團體條例係採
取多元制。

6 葉文博，著作權集體管理及其立法之研究，東海大學法律系碩士論文，1994 年 6 月，頁 12-18。

7 葉文博，著作權集體管理及其立法之研究，東海大學法律系碩士論文，1994 年 6 月，頁 12-18。



第三節 日本著作權集體管理法制之發展簡介
第一項 立法緣起

日本的著作權集體管理法制始於一九三九年，日本政府公布「著作權仲介業務法」。
該法制定的直接原因係為因應當時的「Plage 旋風」，而非日本政府已認識到有必要扶植著
作權集體管理團體，以促進著作之利用。「Plage 旋風」，指於一九三一年前後，當時日本
國內對於著作權之保護並不重視，國民亦缺乏對著作權之認識。德國人 Wilhelm Plage 彼時
為 BIEM 等歐洲主要著作權集體管理團體之代理人，在日本執行業務8。Plage 氏對於外國
音樂著作播放之權利行使態度十分強悍，動輒請求高額使用報酬，並對未經授權之利用人提
起民、刑事訴訟9，引發重大社會問題。而日本政府之應對策略便是將得於日本國內受著作
財產權人委託授權或行使權利之集體管理團體法制化，限制得代理他人行使著作財產權之當
事人資格，以此封鎖 Plage 氏，另其無法繼續在日本國內代理外國著作權集體管理團體，行
使權利10。

第二項 著作權仲介業務法
在此背景之下，日本政府於制定著作權集體管理團體規範時，乃參考當時荷蘭、德國

等國所採取之立法方式，以一特別法律，對著作權集體管理團體的成立及業務運作嚴加管制
11。其內容簡介如下：

一、仲介業務之定義

本法所稱著作權仲介業務，係指就著作物之出版、翻譯、演出、播送、電影化、錄音
及其他利用方法等相關契約，為著作財產權人從事代理或間接代理之業務12；此外，依特定
目的接受他人讓與著作財產權，並為其管理著作物之行為，亦屬之13。

二、規制的對象

8 1908 年於柏林召開之伯恩公約國際會議將創設時條約中「僅限於封面或內文前明示禁止公開演奏該樂譜者，著作權始及之」，於修正
公約第十一條廢止，但日本於會後就此修正提出保留宣言，應係為於日本推廣西洋音樂，促進未經著作權人允許之音樂著作物演出機會。
然於 1931 年為配合羅馬公約通過修正日本國內著作權法時，放棄伯恩公約第十一條之保留。此結果使日本之音樂著作權與歐美諸國相
同，為錄音之音樂演出、公開演出及公開播送皆為著作權所及，也因此導致英、法、德、義、澳認為有必要於日本設置著作權管理團體之
代理人，而最終選任者即 Wilhelm Plage。

9 Plage 氏經常依新聞記載將進行之演出活動至現場蒐證，當時日本有判例認為應給付著作權使用報酬者係實際進行演出之人，故 Plage 
氏進行民、刑事告訴時，小林千代子、奧田良三等日本當時之歌手、演奏家皆因刑事告訴而被約談。

10 Plage 氏亦成立「大日本音樂作家出版者協會」於國外管理日本之音樂著作權。著作權仲介業務法施行後，「大日本音樂作家出版者
協會」依法申請許可，惟未獲許可。1940 年二次世界大戰開始，1941 年大東亞戰爭開始，Plage 氏返回德國，近 10 年之「Plage 旋
風」告終。

11 有別於荷蘭、德國之立法例，當時英國、美國、法國則不制定正式的法律制度，由各團體以自律、自主的方式成立、運作。

12 日本著作權仲介業務法第一條第一項。

13 日本著作權仲介業務法第一條第二項。



著作物之範圍，另以命令定之。日本政府之命令14規定受規範之著作指：(1) 小說15；
(2) 劇本；(3) 樂曲；(4) 歌詞。

三、對仲介業務之實施採許可制

關於從事著作權仲介業務者，其業務範圍、業務執行方法之規定，應受文化廳廳長之
許可；有關業務範圍、業務執行方法之變更，亦同16。未受許可從事仲介業務者、執行業務
超過許可之範圍者，或未遵守業務執行方法之仲介人，處二萬円以下之罰金17。

四、有關使用報酬之規定

受許可實施仲介業務者，其訂定之使用報酬率，應經文化廳廳長認可；使用報酬率變
更時，亦同18。於仲介團體提出使用報酬率認可之申請後，文化廳廳長應將其要點刊登於政
府公報並公告之。出版者團體、表演者團體、電影製作者團體、唱片製作者團體、播送事業
者與其他利用者團體，得於公告之日起一個月內將意見向文化廳廳長呈報19。再者，文化廳
廳長於公告日起經過一個月後，應諮詢著作權審議會，並將利用者團體呈報之意見向審議會
提出20。如未依經認可之使用報酬率執行業務，處二萬円以下之罰金21。

五、對於仲介業務之監督

（一）仲介人有提出業務報告書及會計報告書之義務22。

（二）文化廳廳長為監督仲介人，有下列之權限：

1. 命仲介人提出有關業務之報告或帳簿文件23。

2. 對仲介人之事務所或其他場所進行臨檢，及檢查其業務之財務狀況24。

15

14 昭和十四年十二月十三日勅令第八百三十五号。

15 1939 年「大日本文藝著作權保護同盟」取得小說類著作權管理團體之設立許可。該社團法人於戰後，1968 年重新開始業務,至 2003 
年解散，其業務由「日本文藝家協會」及特定非營利活動法人日本文藝著作權中心接續。

16 日本著作權仲介業務法第二條及第四條。

17 日本著作權仲介業務法第十條至第十二條。

18 日本著作權仲介業務法第三條第一項。

19 日本著作權仲介業務法第三條第二項及第三項。

20 日本著作權仲介業務法第三條第四項。

21 日本著作權仲介業務法第十二條。

22 日本著作權仲介業務法第五條。

23 日本著作權仲介業務法第六條。

24 日本著作權仲介業務法第七條。



3. 對仲介人之業務及財務狀況認有必要時，得命其變更業務執行之方法或其他必
要之命令25。

4. 仲介人如有違反本法或基於本法所發布之命令、處分，或其執行業務行為有害
於公益者，得撤銷其執行業務許可或停止、限制其業務26。

（三）違反下列監督規定之情形，處二萬円以下之罰金：

1. 違反執行業務之停止或限制者27。

2. 不提出業務報告書或會計報告書，或為虛偽之記載者28。

3. 不提出關於業務之報告或為虛偽之報告，或不提出帳簿文件者29。

4. 違反業務執行方法之變更命令或其他必要命令者30。

5. 拒絕、妨害或規避臨檢檢查者31。

自著作權仲介業務法公布施行後，隨著社會、經濟與科技之發展，有全面檢討該法內
容之必要。該法之缺失與改善方向整理如下32：

（一）因應利用方式的多樣化

著作權仲介業務法之適用對象限於小說、劇本、樂曲、歌詞已不符現實之利用需求，
隨著科技之進步，著作之利用方式將更趨多樣，為適切的保護著作財產權人與利用人，發揮
著作權集體管理制度的功能，其適用範圍有放寬之必要。

（二）確保著作財產權人之選擇自由

著作財產權人應有基於自己之意思，選擇著作財產權管理方法或著作權集體管理團體
之自由。而著作權仲介業務法強烈的管制色彩，以許可制嚴格限制著作權集體管理團體之設
立，間接限制了著作財產權人之選擇自由，有修正之必要。

（三）使用報酬率許可制與紛爭解決機制之檢討

16

25 日本著作權仲介業務法第八條。

26 日本著作權仲介業務法第九條。

27 日本著作權仲介業務法第十一條第二款。

28 日本著作權仲介業務法第十二條第三款。

29 日本著作權仲介業務法第十二條第四款。

30 日本著作權仲介業務法第十二條第五款。

31 日本著作權仲介業務法第十三條。

32 著作権審議会権利の集中管理小委員会報告書，http://www.mext.go.jp/b_menu/shingi/12/chosaku/toushin/000101.htm，2001 年 1 
月。

http://www.mext.go.jp/b_menu/shingi/12/chosaku/toushin/000101.htm
http://www.mext.go.jp/b_menu/shingi/12/chosaku/toushin/000101.htm


緩和對著作權集體管理團體之規制，使用報酬率是否仍採許可制，亦有檢討之必要。
同時，若著作權集體管理團體與利用人就使用報酬率有爭議，便有建立簡易、迅速之紛爭解
決機制之必要。

（四）著作權集體管理團體運作透明性之確保

著作權仲介業務法對於確保著作權集體管理團體及其管理事業之透明性欠缺相關規
定，為確保著作財產權人之權益，有修正之必要。

（五）主管機關之裁量權

著作權仲介業務法中，主管機關擁有廣泛之裁量權限，為符合當前確保行政程序透明
性之要求，亦有檢討之必要。

第三項 著作權等管理事業法
第一款 修正之背景

基於上述著作權仲介業務法之缺失，加上著作利用方式數位化、網際網路之發展，為
保障著作財產權人與利用人之權益，日本政府在一九九四年於著作權審議會下設立權利集中
管理小組委員會，召集相關學者專家，對著作權仲介業務法進行全面檢討，並匯集著作權集
體管理團體、著作人團體及利用人團體等約五十個團體之意見，於二〇〇〇年十一月二十九
日公布，二〇〇一年十月一日施行「著作權等管理事業法」，其修法重點如下：

一、管理事業法律型態的自由化：該法得成為著作權管理事業者，不再限於公益法
人，亦可利用一般的公司型態，設立管理事業。

二、設立登記制的採行：廢除以往「著作權仲介業務法」之設立許可制，改採登記
制，對著作權管理事業設立之限制，就同一類著作，將可期待有二以上管理事業存在。

三、管理方式的多樣化：除了委託人自己管理之情形外，其他管理方式均包含在該法
所稱「著作權等管理事業」的範圍內。

四、適用範圍的擴大：適用範圍不再限定於少數幾類著作，除了部分特殊著作的情形
外，一般著作權及著作鄰接權，都可適用。

五、管理事業資訊之公開：為促進著作權管理事業運作之透明化，以增進著作財產權
人及利用人對其之信賴，該法規定管理事業須將管理委託契約之定型化條款及使用報酬率呈
報主管機關，並對外公告之，為變更時，亦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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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使用報酬率協商機制之建立：為促進私法自治，廢除使用報酬率之認可制，該法
規定使用報酬率之決定，應由管理事業與利用人或其代表團體協商為之，僅在協商無法達成
時，主管機關始得介入，以裁定的方式，解決爭議。

第二款 著作權等管理事業法之簡介
著作權等管理事業法取代著作權仲介業務法33，成為著作權集體管理的特別法規，其立

法目的於該法第一條便明白闡述，係為確保著作權及著作鄰接權等管理事業，就登記制度之
實施、管理委託契約約款及使用報酬率之提出與公示義務等業務之順利運行，並透過保護委
託管理著作財產權及著作鄰接權之著作人、促進著作物、實際演出、唱片、播送及有限播送
等之利用，以增進文化之發展。以下介紹著作權等管理事業法之規制內容。

一、管理委託契約與著作權等管理事業之定義

本法所稱管理委託契約，係指受託者就著作物、實際演出、唱片、播送或有線播送
（以下簡稱「著作物等」）為利用的授權時已與委託人決定使用報酬率以外之下列契約：

（一）委託人讓與其著作權或著作鄰接權（以下簡稱「著作權等」）予受託人，以從
事著作物等利用之授權或其他有關著作權管理為目的之信託契約34。

（二）委託人使受託人得間接代理或代理其為著作物等利用之授權，並以從事該間接
代理或代理伴隨之著作權等管理為目地之委任契約35。

著作權等管理事業係指基於管理委託契約從事著作物等利用之授權及其他著作權等之
管理行為，並以此為業者36。

二、著作權等管理事業設立之登記制度

（一）受有登記業務者

凡從事著作權等管理事業者，均須向文化廳廳長登記。

（二）登記之實施方法

除得拒絕登記之情形外，須將申請登記者之事業概要登載於著作權等管理事業登記
簿，登記簿並提供公眾任意觀覽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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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 日本著作權等管理事業法之附則第二條。

34 日本著作權等管理事業法第二條第一項第一款。

35 日本著作權等管理事業法第二條第一項第二款。

36 日本著作權等管理事業法第三條。

37 日本著作權等管理事業法第四條及第五條。



（三）拒絕登記之要件

著作權等管理事業具下列要件之一者，得拒絕受理其登記之申請38：

1. 非法人者，但以下不具法人格之團體，仍等同法人處理之：
非以營業為目的。
設有代表人。
成員基於管理委託契約，以從事著作權等管理事業為目的。

2. 與其他著作權等管理事業者名稱相同或名稱易於混淆之法人。

3. 因違反本法第廿一條第一項或第二項規定被撤銷登記未滿五年之法人。

4. 因違反本法或日本著作權法（昭和四十五年法律第四十八号）而受罰金之刑之
處罰，其刑之執行終了或自受刑之執行之日起未滿五年之法人。

5. 法人之負責人符合下列情形之一者：
成年之被監護人或被保證人。
破產而未復權者。
依本法第廿一條第一項或第二項規定撤銷登記之情形，或撤銷之日前卅日內為該著作
權等管理事業者之負責人，而自撤銷之日起未滿五年者。
受禁錮以上之刑之處罰，該刑之執行終了或自受刑之執行之日起未滿五年者。
違反本法、著作權法、電腦程式著作物登記特例法（昭和六十一年法律第六十五
号）、暴力團員不當行為防止法（平成三年法律第七十七号）或刑法（明治四十年法
律第四十五号）有關暴力行為處罰之規定，被處以罰金之刑，該刑之執行終了或受刑
之執行之日起未滿五年者。

6. 不具備文部科學省認定執行著作權等管理事業之適當財產基準之法人

三、著作權等管理事業者之業務內容與義務

（一）管理委託契約約款之申報與變更通知義務

著作權等管理事業者事前訂定管理委託契約約款後，應申報文化廳廳長備查；其變更
者，亦同39。著作權等管理事業者於申報備查管理委託契約約款變更時，應將申報備查之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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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8 日本著作權等管理事業法第六條第一項第一款至第六款。

39 日本著作權等管理事業法第十一條第一項。



款內容通知委託人，不得延宕40。著作權等管理事業者未依照第一項規定申報備查管理委託
契約約款者，不得締結管理委託契約41。

（二）管理委託契約約款之說明義務

著作權等管理事業者，於締結管理委託契約時，應對委託者說明管理委託契約約款42。

（三）使用報酬率之申報與公布義務

著作權等管理事業者於訂定使用報酬率時，應依著作物等之利用分類（依著作物等類
型與利用方法之不同區分，其分類基準由文部科學省以命令定之。）使用報酬率、實施日期
及其他文部科學省以命令訂定之事項，須申報文化廳廳長備查；於變更時，亦同43。

著作權等管理事業訂定或變更使用報酬率前，應事前聽取利用人或其代表團體之意見
44。使用報酬率申報備查時，應將其概要公布，不得延宕45。

（四）使用報酬率禁止實施之期間

著作權等管理事業者於禁止實施之期間（文化廳廳長受理備查申報之日起卅日內），
不得實施該使用報酬率46。若文化廳廳長認定申報之使用報酬率對於著作物等之利用有妨害
之虞者，得將禁止實施期間延長至三個月47。於「指定著作權等管理事業者」申報備查使用
報酬率時，文化廳廳長自受理備查申報之日起卅日內收到利用人代表請求與指定事業者協議
之通知要旨者，得將禁止實施之期間延長至六個月48。前述延長禁止實施期間之情形，文化
廳廳長如於延長期間屆滿前收到指定著作權等管理事業者之協議，通知其使用報酬率無變更
之必要者，得將禁止實施之期間縮短；另經文化廳廳長裁定該使用報酬率無變更之必要者，
亦同49。

（五）管理委託契約及使用報酬率之公示義務

20

40 日本著作權等管理事業法第十一條第二項。

41 日本著作權等管理事業法第十一條第三項。

42 日本著作權等管理事業法第十二條。

43 日本著作權等管理事業法第十三條第一項。

44 日本著作權等管理事業法第十三條第二項。

45 日本著作權等管理事業法第十三條第三項。

46 日本著作權等管理事業法第十四條第一項。

47 日本著作權等管理事業法第十四條第二項。

48 日本著作權等管理事業法第十四條第三項。

49 日本著作權等管理事業法第十四條第四項。



著作權等管理事業者依文部科學省命令，應將管理委託契約約款及使用報酬率予以公
示50。

（六）利用之授權義務

著作權等管理事業者，非有正當理由，不得拒絕為著作物等利用之授權51。

（七）資訊之提供義務

著作物等管理事業者應提供著作物等之標題、名稱、利用方法或其他使用著作物等之
相關資訊與利用人52。

（八）財務等報表之備置與提供閱覽義務

著作權等管理事業者於每事業年度終了後三個月內，應作成該事業年度之財務等報
表，並置於事務所五年。委託人於著作權等管理事業者之營業時間內，得隨時請求閱覽或謄
寫53。

四、主管機關之監督

（一）聽取報告與進入檢查

文化廳廳長於本法施行之必要限度內，得命著作權等管理事業者就其業務或財務狀況
提出相關報告，並得進入其事務所檢查其業務狀況、帳簿、文件或其他物件，並得訊問相關
人員54。

（二）業務改善命令

文化廳廳長如認著作權等管理事業者有關業務之營運有侵害委託人或利用人之事實，
在保護委託人或利用人利益之必要限度內，得命其變更管理委託契約約款或使用報酬率，或
為其他改善業務營運之必要措施55。

（三）撤銷登記

著作權等管理事業者有下列情形者，文化廳廳長得撤銷其登記，或定六個月以內之期
間命其停止全部或一部之著作權等管理業務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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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0 日本著作權等管理事業法第十五條。

51 日本著作權等管理事業法第十六條。

52 日本著作權等管理事業法第十七條。

53 日本著作權等管理事業法第十八條。

54 日本著作權等管理事業法第十九條。

55 日本著作權等管理事業法第廿條。

56 日本著作權等管理事業法第廿一條第一項第一款至第三款。



1. 違反本法或基於本法所為之命令或處分者。

2. 以不正當手段為登記者。

3. 有本法第六條第一項第一、二、四、五款等情形者。

五、使用報酬率之協議與裁定

（一）協議

著作權等管理事業者對其訂定之使用報酬率之各利用分類下（文化廳廳長考量該利用
分類下著作利用之情況，而認定進一步區分該分類再為本項指定較為合理者，以區分後之分
類為準），其收受之使用報酬金占全體著作權等管理事業者所收受之使用報酬總額相當之比
例，且有下列情形之一者，文化廳廳長得指定該著作權等管理事業者為該利用分類之指定著
作權等管理事業者57：

1. 該利用分類所收受使用報酬之總額，占全部著作權等管理事業者收受使用報酬
總額相當之比例。

2. 除上述情形外，該著作權等管理事業者之使用報酬率已成為該利用分類之使用
報酬率基準而被廣泛使用，且文化廳廳長認定該利用分類係為促進著作利用而有特別
必要者。

若利用分類之利用人代表（指於單一利用分類中，藉由直接或間接成員之利用人數占
利用人總數之比例、直接或間接成員支付使用報酬金占全體利用人支付使用報酬總額之比
例、或其他情事，得認定於該利用分類中足以代表利用人利益之團體或個人。）依本法第十
三條第一項規定，就使用報酬率（以該利用分類相關之部分為限）向指定著作權等管理事業
者請求進行協議時，指定著作權等管理事業者應予回覆58。於協議中，該利用人代表應致力
聽取該利用分類下利用人（該利用代表人係由直接或間接成員組成之利用人團體者，屬於團
體成員之利用人除外）之意見59。

若利用人代表與指定著作權等管理事業者之協議請求未受回覆，或協議不成立，利用
人代表向文化廳廳長異議後，文化廳廳長得命指定著作權等管理事業者進行或再開協議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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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7 日本著作權等管理事業法第廿三條第一項。

58 日本著作權等管理事業法第廿三條第二項。著作權集體管理團體與利用人團體進行「價格協議」本有日本獨占禁止法上聯合行為之問
題；但基於著作權等管理事業法，著作權集體管理團體與利用人團體之協議，並未違反日本獨占禁止法，原因係：(1) 著作權集體管理團
體有回覆協議請求之義務；(2) 利用人可與著作權集體管理團體個別交涉；(3) 著作利用之授權，其性質上，對一人為之，他人依然可再得
許可。參照 2000 年 11 月 17 日日本公正取引委員會事務總局經濟取引局長於眾議院文教委員會之答辯。

59 日本著作權等管理事業法第廿三條第三項。

60 日本著作權等管理事業法第廿三條第四項。



指定著作權等管理事業者於協議成立後（無須變更使用報酬率之情形除外），應依協
議結果變更使用報酬率61。

使用報酬率實施之日（依本法第十四條第三項規定延長禁止實施期間之情形，以延長
之日為準）前成立協議者，就有必要變更使用報酬率之部分，仍應依本法第十三第一項申報
文化廳廳長備查62。

（二）主管機關之裁定

於命進行協議或再開協議而協議不成立者，當事人得就使用報酬率項文化廳廳長申請
裁定63。文化廳廳長於收受該裁定之申請時，應將申請之要旨通知他造當事人，並指定相當
之期間予以陳述意見之機會64。而指定著作權等管理事業者於使用報酬率實施之日前申請裁
定或受他造申請裁定之通知者，於使用報酬率禁止實施期間經過後、裁定之日前，仍不得實
施該使用報酬率65。

文化廳廳長於裁定前應諮詢文化審議會；為裁定後，應將裁定之要旨通知當事人66。使
用報酬率依裁定之意旨有變更之必要者，該使用報酬率應依裁定之內容予以變更67。

第四項 其他相關法制
第一款 私人錄音錄影補償金制度
第一目 制度簡介

日本從一九七七年開始對私人重製、私人錄音錄影報酬請求權制度進行探討，並於一
九九二年時修正著作權法，將此制度引進日本。此十數年間，重製技術、記錄媒介物有大幅
度的進展，數位化的錄音技術亦日益普及。至於錄影技術，因當時記錄媒介物容量之因素，
數位化方式的錄影重製普及尚須一段時日。而日本於此種情形下引進報酬請求權制度（補償
金制度）。首先，以行政命令訂出作為私人利用目的之數位化方式之錄音錄影機器與錄音錄
影記錄媒介物，而利用前開錄音錄影機器與錄音錄影記錄媒介物為錄音錄影者，必須對著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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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1 日本著作權等管理事業法第廿三條第五項。

62 日本著作權等管理事業法第廿三條第六項。

63 日本著作權等管理事業法第廿四條第一項。

64 日本著作權等管理事業法第廿四條第二項。

65 日本著作權等管理事業法第廿四條第三項。

66 日本著作權等管理事業法第廿四條第四項及第五項。

67 日本著作權等管理事業法第廿四條第六項。



權人支付相當金額之補償金68，並由代表權利人之指定團體直接受領補償金、統一行使關於
報酬請求權之權利69。

日本著作權法第三十條第一項、第一〇二條第一項規定，基於個人利用、家庭內或在
其他類似限制範圍內利用之目的，得就有著作權之著作及作為著作鄰接權保護客體之表演、
錄音物、廣播及有線播送加以重製。但若以數位化方式對著作、表演、錄音物加以錄音錄影
者，錄音、錄影之人須對著作權人、表演人及錄音物製作人支付相當金額之補償金。故日本
著作權法並不要求基於私人利用目的就著作、表演、錄音物等類比式的重製者須獲得著作權
人授權，亦不要求利用人支付使用報酬；然而對於同樣是基於私人利用目的，以數位化方式
重製著作、表演、錄音物者，雖然仍不要求須取得著作權人授權，卻要求利用人須支付著作
權人一定之使用報酬。此與歐洲各國之報酬請求權制度有所不同，日本著作權法之報酬請求
之對象係限定以數位化方式之錄音錄影，排除類比式方式之錄音錄影。限定數位化方式之原
因，應係因此方式所為之錄音錄影重製，其內容品質並不會劣於據以重製之著作，且若以重
製物再行重製，亦不生內容品質劣化之問題，對著作權人之利益影響甚大。排除在家庭已十
分普及之類比式錄音錄影機器或記錄媒介物，亦係考量於採用此制度初期，不至於影響一般
家庭過鉅。

就音樂方面，隨著數位化技術的大幅度進步，在市面上也開始販售數位化方式錄音機
器與錄音媒介物，所以法律上將報酬請求權對象限於數位化方式錄音尚可理解；然就影像而
言，因為錄製動畫、影像之大容量的記錄媒介物尚未普及，就報酬請求權僅限數位化方式錄
影即引來批判。而實際上數位錄影機器、錄影媒體係從一九九九年才開始普及。因此，日本
的制度係針對數位化方式錄音、錄影機器與記錄媒介物收取補償金；然就以廣播業務等特殊
專門目的而非用來作為私人利用目的之機器，及錄音錄影重製功能係附隨機器主要功能之機
器，如具有錄音功能的電話，亦排除於補償金收取的對象之外70。另，日本著作權法施行細
則未指定之機器及記錄媒體即不適用此補償金制度，故僅能針對日本著作權法施行細則所定
之特定錄音錄影機器、記錄媒介物請求補償金。就錄音機器有：DAT、DCC、MD、CD-
R、CD-RW；錄音記錄媒介物則是適用於上開機器之錄音帶或光碟片。錄影機器則有：
DVCR、D-VHS、MVdisc、DVD-R、DVD-RW、DVD-RAM、Blu-Ray；錄影記錄媒介物則
是適用於上開機器之錄影帶或光碟片71。

24

68 日本著作權法第三十條第二項。

69 日本著作權法第一百〇四條之二以下。

70 日本著作權法第三十條第二項之括弧。

71 日本著作權法施行細則第一條。



第二目 補償金之支付義務人
日本著作權法將負補償金支付義務者，區分為原則規定與特別規定兩種情形。於日本

著作權法第三十條第二項規定從事錄音、錄影重製之人負有支付補償金義務之原則，然而，
要掌握個別從事錄音、錄影重製者，有現實上之困難；故於著作權法第一〇四條之三規定，
購買錄音、錄影機器或記錄媒介物者，於購買時須統一支付補償金予指定管理團體。若已就
法律所規定之特定機器或特定記錄媒介物支付私人錄音錄影補償金者，則著作權法第三十條
第二項之個別錄音、錄影重製行為之補償金支付義務即消滅。

第三目 受領補償金之指定管理團體
日本著作權法第一〇四條之一第一項規定，只有文化廳指定之管理團體才有補償金之

請求權，且指定管理團體須依錄音、錄影再行區分。目前之指定管理團體，錄音有「私人錄
音補償金管理協會（SARAH）」；錄影有「私人錄影補償金管理協會（SARVH72）」。該
指定管理團體，得為著作權人以協會之名義為關於受領補償金權利之訴訟內及訴訟外行為。

第四目 錄音錄影機器或記錄媒介物製造、輸入者之協力義務
當指定管理團體請求補償金時，錄音錄影機器及記錄媒介物之製造或輸入業者，對指

定管理團體於請求或受領補償金負有協力義務73。與其他國家不同，日本著作權法並未課予
錄音錄影機器或記錄媒介物製造、輸入者固有之補償金支付義務，而僅使其負協力義務，購
買錄音錄影機器或記錄媒介物之人所支付之補償金係由錄音錄影機器、記錄媒介物製造、輸
入之業者統一計算、收取，故錄音錄影機器及記錄媒介物係以附加上補償金之價格販售，之
後再將補償金部分交付予指定管理團體，而該等製造、輸入業者關係團體74得對補償金額表
達意見75。依前述日本錄音錄影機器、記錄媒介物製造、輸入者之協力義務，製造、輸入者
亦負有向指定管理團體支付補償金之責任。自此結果觀之，在實際運作上與其他國家規定支
付補償金義務者係製造、輸入者並無二致。

第五目 補償金額之決定
補償金額先由指定管理團體訂定後，再由文化廳廳長認可76。認可時應就法律允許私人

重製及購買錄音錄影機器、記錄媒介物者支付補償金等規定之旨趣及一般錄音、錄影或其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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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2 私人錄影補償金管理協會因民生用錄影技術普及較遲，故至一九九九年三月始設置此協會。自同年七月一日起開始收取補償金。參
見，斎藤博，著作権法，2007 年，頁 233，註 7。

73 日本著作權法第一〇四條之五。

74 如社團法人日本電子機械工業會（JEITA）與社團法人日本記錄媒體工業會（JRIA）。

75 日本著作權法第一〇四條之六第三項。

76 日本著作權法第一〇四條之六第一項。



情形之使用報酬率等事項加以考量77。相較於一般的使用報酬，私人利用目的所為之錄音錄
影所得收取之使用報酬金額較低。

補償金數額係以錄音錄影機器及記錄媒介物之基準價格為基礎所算出，所謂基準價格
是指製造者、輸入者在國內最初流通供應的價格，具體而言，就是以廠商型錄上之價格的一
定比例作為基準價格。此一定比例，錄音錄影機器時為標準價格的百分之六十五，記錄媒介
物為百分之五十。補償金額之計算如下：

一、錄音

1. 機器：基準價格的百分之二，但僅一錄音機能之機器上限為 1,000 円、有二錄
音機能之機器上限為 1,500 円。

2. 記錄媒介物：基準價格的百分之三。

二、錄影

1. 機器：基準價格的百分之一，但僅一錄音機能之機器上限為 1,000 円。

2. 記錄媒介物：基準價格的百分之一。

第六目 補償金之分配
一、對相關權利人之分配

統一收取之補償金總額78扣除應退還之補償金、管理手續費、共同基金提撥額後，應分
配予著作權人。權利人間分配率，錄音者，著作權人團體如：JASRAC 為百分之三十六、
表演人團體如日本藝能表演人團體協議會為百分之三十二、錄音物製作人如日本唱片協會為
百分之三十二。錄影者，著作權人團體如私人錄影著作權人協會分得百分之六十八、表演人
團體如日本藝能表演人團體協議會為百分之二十九、錄音物製作人如日本唱片協會為百分之
三。其後各團體再依各自之規章分配予權利人。

第七目 補償金之退還
購買錄音錄影機器或記錄媒介物而支付補償金之人，若能證明其並非利用該錄音錄影

機器或記錄媒介物從事私人錄音錄影利用，得請求指定管理團體退還補償金7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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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7 日本著作權法第一〇四條之六第四項。

78 錄音之補償金總額，自 2000 年之高峰後減少，依 SARAH 2006 年之決算，錄音機器約 12 億円，錄音媒介物約 6 億円，合共約 18 億
円。

79 日本著作權法第一〇四條之四第三項。



第八目 未來發展
自日本引進私人錄音錄影補償金制度近二十年，期間錄音錄影機器、尤其是記錄媒介

物仍不斷演進。於二〇〇六年日本文化審議會著作權分科會就此制度提出之檢討報告中，便
提及補償金收取之對象應考慮擴及「內藏式硬碟錄音機器」、及「電腦內藏或外接之硬碟」
80，然因尚有反對意見，故尚未定案。另一方面，製造、輸入業者關係團體81則認為現今技
術環境已與當初引進此制度時相差甚多，如數位著作權管理技術（Digital Rights 
Management）之發展，透過科技與契約之結合，個別利用人直接向著作權人支付使用報酬
成為可能，則私人錄音錄影補償金制度是否仍有繼續存在之必要，本身即有檢討之必要。私
人錄音錄影補償金制度之未來發展受科技發展影響極大，是否擴大收取補償金之對象、或是
廢止此制度，目前尚無定論。

第二款 商業用唱片二次使用及出租之使用報酬收取
日本著作權法第九十五條第一項規定，表演人對於合法錄製之商業用唱片之公開播

送，有二次使用之使用報酬請求權。表演人表演時，便已收取報酬，並透過反覆表演，收取
報酬以維生計；然若認公開播送業者得自由地將固著有表演人表演之唱片公開播送，則表演
人將喪失表演之機會，造成原經表演人同意製作之商業用唱片，反成為表演人自身的競爭
者，使表演人遭受經濟之損失。為補償表演人演出機會之減少，故有此得請求二次使用之使
用報酬規範。但該二次使用之使用報酬請求權，非由個別表演人單獨行使，而係由文化廳廳
長指定符合一定要件之權利人團體行使。此係考量權利人人數眾多，由個別權利人行使權
利，對利用人而言，其事務處理將十分繁雜，故限定僅有受指定之管理團體方得行使二次使
用之使用報酬請求權。而此指定管理團體所需符合之要件為 (1) 該團體非以營利為目的；(2) 
該團體之會員得自由加入或退出該團體；(3) 團體之會員享有平等之選舉權及被選舉權；(4)
該團體有足夠能力代表其會員行使二次使用之使用報酬請求權及處理相關業務82。目前日本
係以「日本藝能表演人團體協議會」作為對於公開播送業者請求二次使用之使用報酬之指定
管理團體。二次使用之使用報酬的費率由該指定管理團體與各公開播送業者或業者所組成之
團體每年以協議定之83；若無法協議定出費率，當事人得請求文化廳裁決之84。

此外，唱片之製作人亦有商業用唱片二次使用之使用報酬請求權85。而得行使此權利
者，亦非個別唱片製作人，而係由文化廳廳長所指定之指定管理團體行使之。目前係以「日

27

80 參照文化審議会著作権分科会報告書，http://www.mext.go.jp/b_menu/shingi/bunka/toushin/06012705.htm， 2006 年 1 月。

81 參照社團法人日本電子機械工業會對私人錄音錄影補償金制度之見解，http://www.jeita.or.jp/file/080530.pdf， 2008年 5 月。

82 日本著作權法第九十五條第六項。

83 日本著作權法第九十五條第十項。

84 日本著作權法第九十五條第十一項。

85 日本著作權法第九十七條第一項。

http://www.mext.go.jp/b_menu/shingi/bunka/toushin/06012705.htm
http://www.mext.go.jp/b_menu/shingi/bunka/toushin/06012705.htm
http://www.jeita.or.jp/file/080530.pdf
http://www.jeita.or.jp/file/080530.pdf


本錄音物協會」為指定管理團體，其費率由該團體與 NHK、日本民間放送連盟、日本有線
放送連盟、全國有線音樂放送協會、空中大學等團體協議定之。

另，日本著作權法上，表演人與唱片製作人就商業用唱片享有出租之權利86。表演人與
唱片製作人因而對出租唱片業者有請求相當報酬之權利87。此出租報酬請求權之行使，準用
前述之二次使用之使用報酬請求權之規定，限於文化廳廳長指定之權利人團體方得行使。目
前係以「日本藝能表演人團體協議會」作為表演人請求商業用唱片出租報酬之指定管理團
體，以「日本錄音物協會」作為唱片製作人請求商業用唱片出租報酬之指定管理團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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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6 日本著作權法第九十五條之三第一項。

87 日本著作權法第九十五條之三第三項。



第四節 社團法人日本音樂著作權協會（JASRAC）
第一項 JASRAC 簡介

一九三九年著作權仲介業務法施行後，就音樂著作而成立之著作權集體管理團體為
「社團法人大日本音樂著作權協會」，係一公益社團法人，歷經演變而為現今之「社團法人
日本音樂著作權協會（Japanese Society for Rights of Authors, Composers and 
Publishers）」，英文簡稱 JASRAC。在二〇〇一年著作權仲介業務法廢止前，是日本唯一
管理音樂著作權之著作權集體管理團體。因著作權仲介業務法強烈的管制色彩，JASRAC 
的章程、著作權管理委託契約約款、使用報酬率、使用報酬分配方法、管理手續費費率等之
修改，皆須取得文化廳廳長之認可。二〇〇一年著作權等管理事業法取代著作權仲介業務法
後，儘管 JASRAC 不再是管理音樂著作權唯一的著作權集體管理團體，但 JASRAC 因其長
其於音樂著作權之管理有獨占地位，其仍著作權等管理事業法上之「指定管理事業88」，若 
JASRAC 訂出過高的使用報酬率，利用人團體得請求進行協商，且協商不成立時，主管機
關更可介入就使用報酬率進行裁定；因此 JASRAC 仍較一般著作權集體管理團體受到較多
管制，此係為避免 JASRAC 濫用其高度的市場力量的制度設計。

JASRAC 於一九九八年修訂章程後，對會員開始收取會費，並以會費推動著作權觀念
推廣及音樂文化提振等供公益活動。JASRAC 於二〇一〇年收取之使用報酬總額達
106,564,384,941円，會員總數達 15,515 人89。

JASRAC 之會員組成，分為正會員與準會員。正會員與準會員之差別在於，只有正會
員才能在總會享有表決權，並有選舉及被選舉為評議員、會長及監察人之資格90。與 
JASRAC 簽訂著作權信託契約之歌詞、樂曲著作人、音樂出版人及其他音樂著作權人或繼
承著作權管理委託契約之人，即取得 JASRAC 準會員之資格。準會員符合 JASRAC 所定之
若干要件（如所受分配之使用報酬金額達一定數目）後，得經理事會承認後成為正會員，準
會員得自由決定是否接受理事會之決定晉升為正會員91。

88 JASRAC 僅在利用分類「電影中之錄音著作」一項非「指定管理事業」。

89 參見 http://www.jasrac.or.jp/profile/outline/index.html，最後造訪 2011 年 6 月 5 日。

90 JASRAC 章程第十二條。

91 JASRAC 章程第七條。

http://www.jasrac.or.jp/profile/outline/index.html
http://www.jasrac.or.jp/profile/outline/index.html


第二項 JASRAC 與會員間之法律關係
日本著作權等管理事業第二條規定，著作權人等委託著作權等管理事業管理其著作權

等，有三種方式，其一為締結「信託契約92」；其二為締結「委任契約」，以「間接代理」
的方式為之；其三為締結「委任契約」，以「代理」的方式為之。JASRAC 採取締結「信
任契約」的方式。此種方式下，著作權人等須讓與其著作財產權予 JASRAC，而 JASRAC 
係以自己之名義為利用著作授權之同意。使用報酬請求權人亦歸屬於 JASRAC。

以締結「信託契約」之方式委託 JASRAC 管理著作財產權有下述三項優點：

一、著作權利的行使得以更為適時與適切。與以「間接代理」或「代理」方式委託管
理不同，委託人須讓與其著作財產權予 JASRAC，於著作權侵害之救濟時，JASRAC 得即
時為請求，而毋待委託人自行為之，尤其在發生重大的著作權侵害時，著作權集體管理團體
之迅速判斷、採取必要之法律措施，對於委託人之權利保護即為重要。此外，「間接代理」
與「代理」方式的委託管理，只能在著作權人原先已允許之範圍內發揮作用，而「信託契
約」方式的委託管理，則更能針對現實狀況應對。

二、信託財產之安全性。一方面係信託財產之獨立性，著作財產權已讓與受託人，不
再係委託人之財產，自不受其債權人影響。而即便信託財產名義上係受託人所有，其仍獨立
於受託人之固有財產之外，同樣不受受託人之債權人影響。即使受託人破產之情形，信託財
產亦不會淪為破產財團之一部93。因信託而由委託人讓與受託人之財產，作為信託財產，隔
離委託人之債權人及受託人之債權人影響，便係信託財產的獨立性94。另一方面，因信託關
係，係以信賴關係為基礎之法律關係，信託法就信託關係有諸多權利義務之規定，如受託人
之忠實義務、善良管理人之注意義務、公平義務、分別管理義務等。可防止受託人濫用其權
限。

三、符合著作特性之彈性處理。依信託方式進行的著作權管理，可配合音樂著作之特
性及商業實務上之慣行，彈性調整管理之方式。以歌曲而言，一歌曲涉及樂曲之著作權與歌
詞之著作權，且各著作人間之關係可能十分複雜，其權利關係恐非著作權法上之規定可簡單
切割、劃分。同時，歌曲之利用並不限於國內，可能流通至國外，而他國之著作權法規定亦
未必都相同。如此一來，音樂著作在著作權法上對於相關權利人之規劃，可能發生與權利人
之認知、商業實務慣行割裂的問題。在音樂著作權的管理上，實不能忽略音樂著作的特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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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2 日本信託業法第三條規定「信託業，未受內閣總理大臣許可，不得營業。」惟日本著作權等管理事業法第二十六條規定「信託業法第
三條之規定，於依本法第二條第一項第一款所揭之契約接受著作權等信託為業者，不適用之。」由此規定可知，著作權等管理事業法係信
託業法之特別法，而以「信託」方式為著作權集體管理，毋須內閣總理大臣的許可。

93 日本信託法第二條第二項第九款、第二十一條、第二十三條及破產法第二條第十四項。

94 此種信託設定之效果，亦稱為「信託的破產隔離功能」。惟於 JASRAC 之情形，因原則上，自委託人受讓之著作財產權，省略了依信
託而為著作權讓與之登記及信託之登記，故信託財產之隔離效果恐難徹底貫徹。



性。而依信託方式進行的著作權管理，因著作權集體管理團體自身係著作權人，利用人只須
與著作權集體管理團體建立法律關係；利用授權契約之效果係於著作權集體管理團體與利用
人間發生，使用報酬請求權係歸屬於著作權集體管理團體。亦即委託人與利用人間不生法律
關係。對於利用人而言，委託人與著作權集體管理團體間信託契約之內容為何，係其雙方之
內部關係，與其締結之利用授權契約無直接關係。就委託人而言，著作權集體管理團體對其
分配使用報酬金之相關事務，係依雙方之信託契約，而與著作權集體管理團體與利用人間之
利用授權契約無直接關係，從而，成為分立之兩個法律關係，因此簡化了處理上之複雜度。
於對外關係,，利用人可便利地向 JASRAC 一次取得歌曲的利用授權，而內部關係，因著作
財產權皆已讓與 JASRAC，其可依其規定之比例分配所得使用報酬金予委託人。關於「信
託」、「間接代理」、「代理」三種委託管理之差異可參考下表：

【表一】

著作權之
歸屬

利用授權之
名義人

使用報酬請求權
之歸屬

法律效果
之歸屬

信託

代理

間接代理

受託人 受託人 受託人 依信託契約

委託人
委託人
（顯名）

本人 直接歸屬本人

委託人 受託人 受託人
歸屬本人
（間接）

JASRAC 為執行音樂著作權之管理，依著作權等管理事業法第二條第一項訂定「管理
委託契約之定型化契約」，其中包括下列十項次契約或辦法：(1) 信託契約之定型化契約
95；(2) 著作使用報酬分配規章96；(3) 收支差額金分配規章97；(4) 私人錄音補償金分配規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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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5 依著作權等管理事業法第二條第一項第一款定之，目的係約定著作權信託契約之內容。

96 依著作權等管理事業法第十一條第一項第三款定之，目的係定使用報酬分配方法。

97 依著作權等管理事業法第十一條第一項第三款定之，目的係定收支差額金分配方法。信託契約約款第十七條第四項規定「受託者一事
業年度收取之管理手續費等收入總額超過該事業年度施行業務所需之支出時，該當金額（即收支差額金）應返還信託財產。」同條第五項
規定「返還信託財產之收支差額金，應依另定之收支差額金分配規章分配予受益人。」



98；(5) 私人錄影補償金分配規章99；(6) 管理手續費規章100；(7) 信託契約申請費規章101；
(8) 私人錄音補償金管理手續費規章102；(9) 私人錄影補償金管理費手續費103；(10) 信託契
約期間之處理基準104。

第一款 信託契約之締結
信託契約第一條，「委託人」係指「歌詞、樂曲著作人、音樂出版人及其他音樂著作

權人」，而於「著作權信託契約締結手續及繼承申報手續規章」中，又將申請締結信託契約
區分為三，分別為「歌詞、樂曲著作人」、「音樂出版人105」、「前述二者以外之音樂著作
權人」。此區分之實益在於歌詞、樂曲著作人直接與 JASRAC 簽訂著作權信託契約，及其
先授權音樂出版人利用106，音樂出版人再與 JASRAC 簽訂著作權信託契約之情形，有分別
處理之必要。

在此簡要整理日本實務就音樂出版人為著作權管理時，是否應為著作權集體管理相關
法律規制對象之看法。亦即音樂出版人所為之著作權管理與著作權等管理事業間之關係為何
之問題。一九六一年，著作權制度調查會委員就音樂出版人將受讓之著作財產權，委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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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8 依著作權法第一百零四條之二第一項，JASRAC 為社團法人私人錄音補償金管理協會（SARAH）之成員，受領補償金。本規章規定該
補償金分配方法。

99 依著作權法第一百零四條之二第一項，JASRAC 為社團法人私人錄影補償金管理協會（SARVH）之會員，受領補償金。本規章規定該
補償金分配方法。

100 依著作權等管理事業法第十一條第一項第四款定之，目的係定管理手續費之計算方法。

101 依信託契約約款第二條第二項規定「受託者以另定之信託契約申請費規章規定之信託契約申請費繳納為條件，為信託契約之承諾。」
定之。

102 定分配私人錄音補償金時之管理手續費。

103 定分配私人錄影補償金時之管理手續費。

104 信託契約期間，原則係三年。依信託契約約款第九條第一項，滿足一定基準時，契約以同一條件自動更新。此處理基準為自動更新認
定時之基準。

105 JASRAC 章程第七條，所謂「音樂出版人」係指，以著作財產權人身分，以出版、錄製唱片母片或其他方式使用音樂著作，目的係開
發音樂著作之利用，並以此為業者。由此可知「音樂出版人」之業務係 (1) 音樂著作權之管理、(2) 開發音樂著作權之利用（含宣傳活動
等）(3) CD 等母片製作。音樂著作由著作人完成後，該著作於世間流傳而被利用之過程中，著作人自身對於著作利用之開發有其極限；
因此，逐步發展出由音樂出版人進行著作利用之開發，讓著作人得以專心進行創作活動之體制。音樂著作的利用早期係以現場演出為主，
為了便於演出及排練，而有樂譜的出版之必要，音樂出版人對於音樂著作的利用開發便是由此開始；隨著留聲機、錄音機、CD 等以機器
利用音樂著作方式的面世，音樂出版人的業務不再僅是樂譜的出版，自著作人受讓著作財產權之目的，亦演變為配合唱片發行、電影使
用、公開播送等利用方式，製作 CD 等母片，以促進利用人之使用。從此歷史進程觀之，音樂出版人之主要業務，確係開發音樂著作權之
利用、管理音樂著作權及製作 CD 等母片。

106 音樂出版人與歌詞、樂曲著作人間之著作財產權讓與，係依雙方締結之「著作權契約書」。音樂出版人再將受讓之著作財產權，委託 
JASRAC 等著作權等管理事業管理，而由著作權等管理事業收受使用報酬金之分配；之後再依「著作權契約書」之約定，將使用報酬金
乘以一定比率再分配予歌詞、樂曲著作人。依「著作權契約書」為之的著作財產權讓與，其性質與依一般的買賣契約讓與著作財產權不
同。因即使音樂出版人成為著作財產權人，著作人讓與著作財產權，係以音樂出版人為著作權管理為目的，並自該目的延伸出著作人之使
用報酬分配請求權及對第三人讓與著作財產權之同意權等權利，著作人仍可謂係潛在的權利人。一般的著作財產權讓與，屬於讓與人之權
利係終局地讓與受讓人，爾後，讓與人對於該些權利不再有置喙的餘地。然而，依「著作權契約書」為之的著作財產權讓與：(1) 讓與之
對價非一次性給付，係以著作權使用 報酬之形式於契約期間中繼續性給付；(2) 音樂出版人若有違反契約之情事，著作人催告後，一定期
間內音樂出版人不更正時，著作人可解除契約，並要求返還讓與的權利；(3) 音樂出版人若欲讓與著作權財產權予第三人時，須經著作人
之同意；有以上三點之特性，因而在法律上之處理亦須考慮此些特性才為妥適。



JASRAC 管理時，是否牴觸著作權仲介業務法，詢問文部省。文部省回文中認為音樂出版
人委託 JASRAC 管理時，保留之權利限於自行出版、發行錄音物等音樂出版人直接使用該
著作財產權，關於其他利用人利用之契約等一概由 JASRAC 行使時，音樂出版人之委託行
為於著作權仲介業務法上，並不視為仲介業務。易言之，若音樂出版人就以管理目的受讓之
著作財產權，對他人為利用授權時，便會符合著作權仲介業務法第一條第二項「依特定目的
接受他人讓與著作財產權，並為其管理著作物之行為」而為該法所規制之對象。在此之後的
「著作権審議会　権利の集中管理小委員会報告書」中，則就音樂出版人的委託管理持以下
之看法：「一般著作人與音樂出版人間之契約，係以音樂出版人對著作人之給付、分配、對
第三人讓與著作財產權時須取得著作人同意、違反契約時之契約解除、權利返還，著作人將
其所有的著作財產權讓與音樂出版人等為內容。若以此為前提，受讓著作財產權的音樂著作
人所為之著作權管理行為，係著作權人之『個別管理』，而非著作權等管理事業法規制的對
象。」

依信託契約第二條第一項「欲為著作權管理之委託人，須依契約申請書填入必要之資
料，向受託人提出申請書。」同條第二項「受託人對於前項申請，若認為接受著作權信託為
適當時，以繳納信託契約申請費為條件，對前項委託為承諾。」依 JASRAC 訂定信託契約
申請費規章，委託人係著作人時，信託契約申請費為二萬五千円，係音樂出版人時，為七萬
五千円。於申請時須提出之必要資料與文件為「著作權信託契約申請書」、「作品公開發表
申報書107」及下列文件：

一、申請人為著作人：自然人時，(1) 戶籍謄本；(2) 印鑑證明書；(3) 本人照片。法人
時，(1) 法人登記簿謄本；(2) 章程；(3) 法人印鑑之證明書。非法人之社團或財團時，(1) 章
程；(2) 代表人資格之證明；(3) 代表人個人之印鑑證明書。

二、申請人為音樂出版人：(1) 法人登記謄本；(2) 章程；(3) 法人印鑑之證明書；(4) 
業務內容說明書；(5) 與著作權人間著作權讓與相關契約之副本。

音樂出版人通常具法人資格，若係無權利能力之社團、公會等組織型態，原則上不能
以音樂出版人方式申請信託契約。且音樂出版人提出之法人登記簿中，法人之目的須載有 

33

107 著作權信託契約施行細則第一號第五條：「於申請著作權信託契約時，申請人所有之各音樂著作物，原則上於申請之日前一年中，於
日本國內有依別表所定之利用方法使用的實際成果，可認為該申請相關之著作權信託契約之締結為適當。」因此若欲與 JASRAC 締結著
作權信託契約，公開發表之利用成果係必要之條件。此公開發表之利用成果之判斷基準如：(1) 錄音利用成果。以營業販銷售售為目的製
造一千片以上之錄音物或錄影物（申請人負擔全部或一部製作費用者除外）。若係由與 JASRAC 定有錄音利用授權契約之利用人製造
時，則不問製作片數。(2) 出版利用成果。無論樂譜或雜誌之形式，以營業販數為目的出版之出版物（申請人負擔全部或一部出版費用者
除外）中被使用。(3) 演出利用成果。於有入場費之活動（以餐廳作為會場者除外）中被使用（容納人數五百名以下之會場時，須三次以
上）。(4) 播送利用成果。於日本放送協會、一般放送業者或空中大學學員之放送（有線播送、網際網路播送、迷你 FM 及社區播送者除
外）中被使用。(5) 營業用線上卡拉 OK 利用成果。於營業用線上卡拉 OK 上被使用。(6) 互動傳輸利用成果。於商用傳輸網站（使用者自
行投稿型之網路服務除外）上被使用。



(1) 音樂著作權之管理；(2) 音樂著作之利用開發；並就「CD、影片等母片之企劃、製
作」、「樂譜之出版」二項亦至少須列有一項。

第二款 管理委託範圍之選擇
第一目 管理委託範圍的原則

信託契約第三條第一項「委託人就其現有之全部著作權及將來取得之全部著作權，於
契約期間，讓與受託人為信託財產；受託人則為委託人管理該些著作權，並將管理著作權所
得之使用報酬等，分配予受益人。」JASRAC 設立以來，係以委託人將其所有之全部著作
財產權信託予 JASRAC 行著作權管理為原則。即便現已引入管理委託範圍選擇制，於信託
契約中仍重申上述原則。之所以以信託所有之全部著作財產權為原則，係為了避免 
JASRAC 行著作權管理時，發生漏洞，以求對著作權人權利之全面性保護。同時，亦可促
進 JASRAC 的管理效率。JASRAC 的管理強調效率化，並非僅利於 JASRAC 自身；對於
委託人而言，JASRAC 本身營運成本的降低，便可使管理手續費降低，其結果，著作使用
報酬金之分配也會增加，對於委託人亦係有利之結果。JASRAC 之組織龐大，委託人將其
所有之全部著作財產權讓與 JASRAC，一方面可由 JASRAC 透過其組織之運作，得以監視
原本不易監視之著作使用行為；如社交場所演出之音樂，委託人以一己之力，難以監視著作
被使用之情形，也難以收取使用報酬，但透過 JASRAC 於日本各地之分部，則可更積極的
主動探知、監視有無著作使用行為。另一方面，著作權法上著作財產權又可分為各種不同的
權利類型，但隨著科技發展，實務上著作利用之方式，可能涉及多種著作財產權，而 
JASRAC 可迅速依現實之需要，設計該種利用方式之使用報酬率。

第二目 管理委託範圍的選擇方法
依日本著作權法第六十一條第一項，讓與部分著作財產權，若係依法律具體規定之各

種著作財產權，其讓與當然是可能的；然而，因實務著作利用方式而出現的區分方式，雖有
其實務上處理時之必要性，但以此種區分為著作財產權讓與，是否皆可肯認則難以一概而
論。關於著作財產權於讓與時，可為之區分方式，日本判例108認為，著作權法第六十一條第
一項中「部分」著作財產權的判斷，須以著作之特性為前提，考量該區分之實務必要性及肯
認該種區分時所造成的權利關係不明確、複雜化等社會經濟上之不利益，綜合判斷之。

JASRAC 在前述管理委託範圍係以「委託人現有之全部著作權及將來取得之全部著作
權」為原則之下，引進管理委託範圍選擇制，於一定範圍內緩和該原則，此不僅係自著作權
仲介業務法以來法制沿革之結果，更含有應對未來法律修正時，JASRAC 之管理不生漏
洞，完善委託人著作權保護之考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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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託契約第四條「委託人得依別表所揭著作財產權各種權利及利用方式之區分，將部
分著作財產權排除於管理委託範圍。此時，被排除之區分的相關著作財產權，不適用前條第
一項之規定讓與受託人。」

信託契約第五條「委託人依前條排除於管理委託範圍之外的著作財產權各種權利，得
依下列各款之著作財產權各種權利區分，僅就國外區域劃分中之著作財產權，排除於管理委
託範圍。此時，被除外之權利區分相關之著作財產權，不適用第三條第一項之規定讓與受託
人。」

由上述契約約款可知，管理委託範圍的選擇制，係由委託人依信託契約中明定的「著
作財產權各種權利或利用方式區分」選擇管理委託範圍的制度，但不得就個別著作分別選擇
管理委託範圍。因此若委託人選擇管理委託範圍，排除特定之著作權財產權，則委託人所有
著作中，該權利皆被排除於 JASRAC 的管理範圍之外。

JASRAC 不接受以個別著作之管理委託範圍選擇，係因音樂著作權管理之國際慣例。
音樂著作權在國際間之管理，係以各國之著作權集體管理團體間的相互管理契約為基礎，各
著作權集體管理團體以提供管理著作的目錄進行合作。一著作之權利人係屬於何處之著作權
集體管理團體，則其著作便在該著作權集體管理團體管理著作的目錄中。換言之，若與該權
利人所屬之著作權集體管理團體間有相互管理契約，原則上，便能就該權利人所有之著作進
行管理。此乃 CISAC（The International Confederation of Authors and Composers 
Societies）的基本規定，若 JASRAC 允許委託人以個別著作為單位選擇管理委託範圍，則
將違反此基本規定，而對依相互管理契約為國際間的著作權管理造成重大影響。且對於管理
著作數量龐大的著作權集體管理團體而言，接受個別著作之委託，對管理效率有不良影響，
對於利用人而言，無法確認個別著作之著作財產權所在，而難以取得利用授權，亦嚴重阻礙
著作之圓滑利用。基於以上原因，JASRAC 不接受以個別著作為單位的管理委託。

第三目 得排除於管理委託範圍之「著作財產權各種權利」與「利用方式之區分」
JASRAC 將著作權財產權下各種權利，依其特性概分為四項，並配合實務上利用方

式，另作了七種利用方式區分，以下詳述之。

一、著作財產權各種權利

1. 演出權、上演權、上映權、公開播送權、傳達權及口述權（以下簡稱演出權
等）。

2. 錄音權、散布權及錄音物相關之散布權（以下簡稱錄音權等）。

3. 出租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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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出版權及出版物相關之散布權（以下簡稱出版權等）。

著作財產權各種權利之四項分類，可各自排除於管理委託範圍，經排除之著作財產權
各種權利，係就 JASRAC 所有管理之區域皆排除於管理委託範圍，即只要排除於日本國內
之管理委託範圍之外，國外區域亦被排除。但國外區域之出租權係包含於錄音權中，由錄音
權集體管理團體管理，若不委託管理於國外之錄音權，而僅委託管理出租權者，有實際上之
困難。且錄音權與出租權之市場規模有異，無論是否於日本國內委託管理錄音權，因未委託
管理出租權，於國外區域不受委託管理錄音權，此對委託人反而不利。故信託契約附則第四
條第一項規定「委託人依第四條排除出租權之管理委託、而未排除錄音權等時，於國外區
域，兩者皆仍包含於管理委託範圍內；若排除錄音權等之管理委託、即使未排除出租權之管
理委託，於國外區域，兩者皆排除於管理委託範圍之外。」

二、利用方式之區分

1. 電影中之錄音：指目的係於電影院或其他場所公開上映，而於電影底片等記錄
媒介物上與連續影像一同固著之音樂著作物，該固著媒介物之增製及散布。

2. 影像之錄音：指於錄影帶、影像光碟等記錄媒介物上與連續影像一同固著之音
樂著作物，該固著媒介物之增製及散布。但 1. 與 3. 之情況除外。

3. 遊戲軟體之錄音：以供遊戲使用為目的，與電視遊戲機等影像一併固著於遊戲
機用記錄媒介物之音樂著作物，該固著媒介物之增製及散布。

4. 廣告播送用之錄音：播送、有線放送或互動傳輸時，以廣告播送為使用目的，
於記錄媒介物固著之音樂著作物，該固著媒介物之增製及散布。

5. 播送及有線播送：音樂著作物為播送或有線播送及其傳達、為播送而重製及其
他伴隨播送而生之著作利用。

6. 互動傳輸：音樂著作物以播送或有線播送以外之方式公開傳輸及其傳達、伴隨
公開傳輸之重製及其他伴隨公開傳輸而生之著作利用。但該當 7. 之情形除外。

7. 營業用線上卡拉 OK：音樂著作物為於卡拉 OK 設施或社交場所等營業場所被演
唱，而固著於卡拉 OK 用之資料庫，向設置於該當營業場所之終端機器公開傳輸及固
著於該當終端機器。

利用區分中，前四項係屬於錄音權等之利用方式，之所以自錄音權等中特為區分，係
因改等利用方式係與影像同步之音樂著作利用，於實務上須考量到委託人之人格利益，因此
特為區分，並再細分為四項，使委託人得衡量其自身得失後，決定是否委託 JASRAC 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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該些利用方式。而因此四項係屬於錄音權等之利用方式，故若排除「錄音權等」之管理委
託，則此四項亦同時排除於管理委託範圍之外。

而後三項係因該些利用方式同時涉及多種著作財產權，在社會認知上已脫離著作權財
產權各種權利之區分，係獨立之利用方式。故 JASRAC 於此類利用方式之管理上，亦不採
取授權各相關著作財產權之方式，而係就相關之著作財產權統合管理之，固有此三項可排除
於管理委託範圍之設計。此三項利用方式，原則上係獨立決定是否排除於管理委託範圍，惟
若著作財產權管理中主要的部份「演出權等」及「錄音權等」皆排除時，此三項亦當然排除
於管理委託範圍之外。

此七項利用方式之區分，係限定日本國內權利之選擇區分，該些利用方式即使排除於
管理委託範圍，國外區域仍由 JASRAC 管理。

第三目 音樂出版人之複數信託契約
依信託契約第六條，音樂出版人為委託人時，事前得到 JASRAC 之同意，得以其事業

部為單位，與 JASRAC 簽訂複數之信託契約。此約款之目的，係因音樂出版人與著作人間
之「著作權契約書」，其因著作人不同，而有不同的著作權管理約定。其結果，導致音樂出
版人的著作權管理有多種模式。但若認定一音樂出版人僅能與 JASRAC 成立一信託契約，
則事實上將導致音樂出版人無法行使其管理委託範圍之選擇權。為了解決此問題，JASRAC 
乃引進所謂「事業部制」，音樂著作人便得以其事業部為單位，與 JASRAC 締結複數信託
契約，在於不同契約關係中，選擇不同之管理委託範圍。「事業部制」有下列之適用基準：

1. 此制所有的委託人皆為音樂出版人。

2. 各事業部須具備適正管理著作權及使用報酬之必要事務處理能力。

3. 有公開發表實際成果或有確定公開發表之著作。

4. 所有締結之信託契約其管理委託範圍不可同一。

5. 事業部的名稱字數不得超過 JASRAC 資料庫的容許上限，避免造成著作權集體
管理業務之障礙。

第四目國外區域之管理委託範圍選擇

以國外為創作活動據點的著作權人也不在少數，可預期未來著作權人的活動將越來越
國際化。因此，對特定國之著作權集體管理團體委託管理，如前述，於一定條件下，亦可為
管理委託範圍之選擇。然而，因國外區域之管理，JASRAC 係以與諸國的著作權集體管理
團體締結相互管理契約為基礎，委託他國之著作權集體管理團體管理。因此，國外區域之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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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委託範圍選擇，須以相互管理契約優先，以不造成相互管理之障礙為前提。故於國外區域
之管理委託範圍選擇，僅有兩種區分：

1. 演出權、上映權、公開播送權、傳達權及口述權。

2. 錄音權、散布權、出租權、出版權。

第三款 JASRAC 著作權管理之例外
如前所述，依 JASRAC 信託契約第三條，其著作權集體管理係以委託人將其現有之全

部著作權及將來取得之全部著作權，於契約期間，讓與 JASRAC 作為信託財產，信託契約
第四條及第五條則係管理委託範圍選擇制，亦即，就委託者非排除於管理委託範圍之著作財
產權，JASRAC 以信託財產的方式受委託管理。

然而，著作財產權作為財產權，係經濟社會中交易的客體，委託人於一定範圍內，讓
與著作財產權 JASRAC 予以外之人、著作權管理之保留與限制等，仍有現實上之需求。以
下就幾種 JASRAC 著作權管理之例外說明。

第一目著作權讓與之例外

信託契約第三條中之例外，於下列四種情形，委託人得讓與著作財產權予 JASRAC 以
外之人。須注意者，這四種情形下，委託人於讓與前皆須事前取得 JASRAC 同意。此係依
信託契約讓與著作財產權予 JASRAC 為原則導致之必然結果，JASRAC 的同意，亦係防止
違反信託契約目的之讓與發生的例外成立要件。四種情形如下：

1. 委託人讓與因特別之請託創作社歌、校歌時著作之著作權，予請託人109。
此種情況之利用機會不多，而未必有管理之必要性，且社歌、校歌於非商業之利用
時，多會該當日本著作權法第三十八條，即使同意讓與，對於著作權保護及圓滑利用
並無違背。

2. 委託人目的為促進著作利用開發之管理，讓與著作權予音樂出版人110（此音樂
出版人限於與 JASRAC 有信託關係，並已將所有著作權之全部或一部信託者。）
音樂出版人於著作利用開發之歷史發展已如前述，此規定係為將此種關係明文化。得
讓與之音樂出版人，限於已將所有著作權之全部或一部信託予 JASRAC 者，係考量
若該音樂出版人之所有著作權皆未信託予 JASRAC，則 JASRAC 難以掌握著作人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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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9 信託契約第十條第一款。

110 信託契約第十條第二款。



音樂出版人間之權利移轉，就未受管理委託之權利，可能發生無權利卻為利用授權之
危險111。

3. 委託人讓與因受請託創作之廣告用著作之播送權（係指公開播送終與播送相關
之權利），予請託創作之廣告主112。
此例外與下述第四種例外是否仍有存在之必要，於一九八〇年修正契約約款時有爭
議。反對其存在者，認為此項例外只須透過著作權管理之保留或限制即可達成類似效
果，認可此項例外於利用者或著作人皆無好處。爭議之結果，將此項例外之適用對象
限於 (1) 受請託創作之著作；(2) 請託者之利用目的限於公開播送；(3) 創作之著作種
類限於廣告音樂；(4) 以受讓人限於該當著作之請託人為讓與條件，肯認其係作為過
渡性措施的讓與。

4. 委託人讓與受請託創作節目播送用之主題音樂或背景音樂之播送權（係指公開
播送終與播送相關之權利）、或依同一請託創作之劇場用電影之主題音樂或背景音樂
之上映權，予各請託者（節目製作人或電影製作人）113。
此項例外如第三項例外，適用對象限於 (1) 受請託創作之著作；(2) 請託者之利用目
的限於公開播送，若係電影，則限於上映；(3) 創作之著作種類限於節目播送、劇場
用電影之主題音樂、背景音樂；(4) 以受讓人限於該當著作之請託人為讓與條件，肯
認其係作為過渡性措施的讓與。

第二目 著作權管理之保留或限制
即使係信託 JASRAC 之著作，仍可就特定之利用方式，由委託人自行管理（著作權管

理之保留），或是對 JASRAC 所行之管理附以一定之條件（著作權管理之限制）。具體規
定為信託契約第十一條，委託人事先取得 JASRAC 之同意，即可為著作權管理之保留或限
制。此時，委託人保留之權利，於該範圍內，因係由委託人自行許可利用人之利用申請、徵
收使用報酬，故 JASRAC 無管理責任。委託人對著作權管理附有限制者，JASRAC 應遵從
限制內容為著作權管理。

一、委託人為音樂出版人以外之著作權財產權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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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1 歌詞著作人、樂曲著作人與 JASRAC 成立關係之方式有兩種：(1) 著作人自己與 JASRAC 締結信託契約，成為委託人；(2) 著作人自
己不締結信託契約，而將著作財產權讓與音樂出版人，由該音樂出版人與 JASRAC 締結信託契約。JASRAC 實務上稱前者為會員，後者
為非會員（NM）。兩者就結果而言，著作人之著作財產權皆信託 JASRAC 管理，對著作人而言有何差異？除了法律關係所存之當事人不
同，在使用報酬分配上亦有差異。非會員的情況，使用報酬全額係由 JASRAC 分配予音樂出版人。會員的情況，透過音樂出版人委託管
理時，依 CISAC 黃金規定「演出、播送、有線播送、上映等無形利用之使用報酬，音樂出版人不得分得超過 50%。」著作人直接自 
JASRAC 分得者，為上述使用報酬之 50 %。

112 「著作權之信託及管理相關過渡性措施」第一條第一款。

113 「著作權之信託及管理相關過渡性措施」第一條第二款。



1. 委託人，取得著作相關權利人（如：歌詞著作人、樂曲著作人、編曲人、歌詞
翻譯人、上述諸權利人之繼承人或音樂出版人）全員之同意，為著作之利用開發，於
日本國內，得自已使用著作114。惟，委託人因著作之提示取得對價者，不適用之
115。
為著作人之委託者，以著作之利用開發為目的，若無入場費等對價而使用著作時，以
事先得到 JASRAC 及相關權利人之書面同意為條件，得於日本國內，不向 JASRAC 
支付使用報酬使用自己之著作。此係考量著作人自費出版自己的著作、以自己的著作
舉辦演奏會等著作利用，僅為零碎的利用，尊重委託人此類需求，故於上述條件下，
承認著作權管理之保留。JASRAC 另定有「委託人自己利用之認定基準」：(1) 以著
作之利用開發為目的而使用；(2) 於日本國內使用；(3) 每次使用前，向負責單位提出
規定之書面形式；(4) 提出該著作之相關權利人之同意書，同意書須符合書面形式之
規定；(5) 發行人或主辦人須為委託人本人；(6) 提示著作物，不可獲取對價。惟，散
布重製物時，製作費等必要費用之相當對價，或舉辦演奏會時，場地費等必要費用之
相當對價，不視為獲取對價。且，互動傳輸時，委託者就傳輸有收費時，非自己使
用，應構成自己管理，而不適用本基準；(7) 於同一之使用過程中，使用自己的著作
以外著作時，就該著作之使用，應另取得 JASRAC 之利用授權。

2. 委託人與著作之利用人締結獨占利用著作之獨家契約，依該契約創作之著作，
於契約期間，僅肯認該利用人之錄音利用（電影錄音除外）。惟，適用日本著作權法
第六十九條之商業用唱片之錄音，該唱片限於日本國內首次發售日起三年內，適用此
規定116。
獨家契約係指，著作人同意特定唱片公司獨占其著作 CD、DVD 等錄音權利，與唱片
公司締結之契約。亦稱為專屬創作人契約。成為獨家契約客體之樂曲，稱為獨家樂
曲。獨家契約於 JASRAC 設立前便已存在。而一九七一年施行的日本著作權法第六
十九條，係為排除此種專屬作家制度，促進音樂之流通，提昇音樂文化。故規定商業
用唱片於國內首次發售日起經過三年，無法取得著作權人之許可時，得依文化廳廳長
之裁定，支付文化廳廳長指定之補償金後，就該唱片收錄之歌詞、樂曲著作，錄製其
他商業用唱片，並得散布之117。然而一九七〇年十二月三十一日前於日本國內銷售之
商業用唱片，非日本著作權法第六十九條裁定之適用對象，因此上述著作權管理保留
的但書，亦不適用於一九七〇年十二月三十一日前於日本國內銷售之商業用唱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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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4 依信託契約第十條第二款，此時之著作包含讓與予音樂出版人者。

115 信託契約第十一條第一項第一款。

116 信託契約第十一條第一項第二款。

117 加戸守行，著作権法逐条講義，著作権情報センター，2007 年 6 月，頁 405。



3. 委託人就尚未於日本國內以錄音物銷售之著作，指定行使錄音利用（電影錄音
除外）之人。惟，此項指定之效力，限於該錄音物首次發售日起一年內118。
此規定係例示「將來的獨家契約」的一種形式。

4. 委託人因特別之請託創作社歌、校歌，就創作之著作，依請託之目的，同意請
託人於一定範圍之利用119。
此規定肯認非商業之音樂著作物，得為著作權管理之保留。

5. 委託人指定著作出版之受任人120。

6. 委託人受請託而為廣告目的創作之著作，依請託之目的，同意請託之廣告主於
一定範圍之利用121。
此規定係請託者依請託目的，就著作為有效利用，於一定期間內，肯任其有獨占利用
之必要。惟，同意之範圍，限於該著作之創作目的。另，若依前述著作權讓與之例
外，其範圍限定於「播送權」，若依此規定，則係「一定之範圍」，較讓與時來得廣
泛；從而，決定此「一定之範圍」時，可能含「播送權」以外之利用方式。

7. 委託人受請託而為節目播送之主題音樂或背景音樂、劇場用電影之主題音樂或
背景音樂創作之著作，依請託之目的，同意請託之節目製作人或電影製作人於一定範
圍之利用122。

二、委託人為音樂出版人

1. 委託人，自行出版著作123。
音樂出版人就原自有著作權之著作，作為利用開發之一環出版該著作，此自己管理係
可能的。此種情形，可謂無 JASRAC 管理之必要而同意其著作權管理之保留或限
制。

2. 委託人得到著作相關權利人全員之同意，為著作利用之開發，於日本國內，採
取防止違法重製之技術保護手段後，自行為著作之互動傳輸。惟，委託人，因著作之
提示取得對價者，不適用之。
音樂出版人為開發著作之使用，於網際網路上公開傳輸，因音樂出版人可使用母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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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8 信託契約第十一條第一項第三款。

119 信託契約第十一條第一項第四款。

120 信託契約第十一條第一項第五款。

121 「著作權之信託及管理相關過渡性措施」第二條第一款。

122 「著作權之信託及管理相關過渡性措施」第二條第二款。

123 信託契約第十一條第二項第一款



若已採取技術保護手段，可認為與著作人自己利用係同一條件之著作權管理保留。此
款係於二〇〇一年時修正契約約款時引進。

3. 委託人就尚未於日本國內以錄音物銷售之著作，指定行使錄音利用（電影錄音
除外）之人。惟，此項指定之效力，限於該錄音物首次發售日起三個內。
此規定係因音樂出版人為行著作利用開發業務有必要而存在。雖文字用語上與委託人
為著作人時相似，但因其規範旨趣不同，期間於著作人時係一年，此處僅為三個月。

4. 委託人就與譯詞或新歌詞一同錄音之著作，指定譯詞或新歌詞。
此規定係因著作以錄音物形式銷售時，譯詞為重要之要素，故音樂出版人有指定應被
使用之譯詞之權利；且替換原歌詞以新歌詞重新銷售時，如譯詞之情形，新歌詞亦為
重要之要素，故音樂出版人有指定之權利。

三、所有委託人共通之保留或限制事項

委託人受廣告主或電影製作人請託創作時，於一定條件下，得為「著作權管理之保留
或限制」已如前述。但除了受廣告主或電影製作人請託創作的著作以外，於所謂的新著作
時，若能配合發售時期的廣告或電影被使用，應可期待有促進銷售的效果。因此，對於廣告
或電影中之使用，亦得為「著作權管理之保留或限制」的需求日益強烈。二〇〇九年修正
「著作權之信託及管理相關過渡性措施」時，為回應此種需求，便就「著作權管理之保留或
限制」新設相關規定如下124：

1. 委託人將銷售用唱片、銷售用影像等銷售用錄音物或以商用互動傳輸首次被使
用之著作，提供特定商品或服務之廣告中使用，以促進該著作之銷售時，廣告播送用
錄音、該當錄音相關之廣告放送、廣告用影像中之錄音（限以店內、街頭、航空器、
活動會場或劇場中上映為目的）、該當影像之上映，得為著作權管理之保留或限制。
惟以下列三項為要件：(1) 得著作相關權利人全員之同意；(2) 該當著作的作品通知書
上記載 JASRAC 指定之事項；(3) 同一著作，於提供廣告利用時，特定商品或服務之
數量不得超過三種；於提供劇場用電影利用時，電影數量不得超過三部。
得為「著作權管理之保留或限制」之期間，以收錄該當著作之銷售用錄音物銷售開始
之日或該當著作以商用傳輸銷售開始之日兩者較早者起算，三個月得為之。惟著作相
關權利人全員達成合意時，最多可延長至發售日起一年內。

2. 委託人將銷售用唱片、銷售用影像等銷售用錄音物或以商用互動傳輸首次被使
用之著作，提供劇場用電影中使用，以促進該著作之銷售時，劇場用電影（含預告
片）之主題音樂錄音及該當劇場用電影上映，得為著作權管理之保留或限制。惟以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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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4 「著作權之信託及管理相關過渡性措施」第三條



列三項為要件：(1) 得著作相關權利人全員之同意；(2) 該當著作的作品通知書上記載 
JASRAC 指定之事項；(3) 同一著作，於提供廣告利用時，特定商品或服務之數量不
得超過三種；於提供劇場用電影利用時，電影數量不得超過三部。
得為「著作權管理之保留或限制」之期間，以收錄該當著作之銷售用錄音物銷售開始
之日或該當著作以商用傳輸銷售開始之日兩者較早者起算，三個月得為之。惟，除劇
場用電影之錄音（不含製作預告片時之錄音）外，著作相關權利人全員達成合意時，
最多可延長至發售日起一年內。

第三目 得指定使用報酬之利用方式
信託契約第十六條第二項規定，於下列五種情形,委託人可以自行指定其著作之使用報

酬率：

一、外國作品中之電影錄音

二、外國作品中之影像錄音

三、遊戲軟體中之錄音

四、廣告傳送用錄音

五、外國作品之出版。

重製權中，將音樂著作與劇場用電影、電視電影等影像同步進行錄音之權利，其與單
純將音樂著作固著媒介物不同，與音樂著作同步之影像對於音樂著作之形象可能產生重大影
響。於國外，將此種同步錄音相關之權利獨立，不委託著作權集體管理團體管理，由著作人
或音樂出版人個別管理者有之。而上述五項中第一、二、五項便係尊重各國外著作權管理之
實務及委託人之人格利益，讓委託人可自行指定其著作之使用報酬率。
第三項則因遊戲軟體開發過程中，若須使用著作，通常著作權人於開發過程中即已參與，由
其自行指定使用報酬率更為便利。惟須注意者，此時得自行指定者係當影像與音樂同步錄音
時之「基本使用報酬」，至於遊戲軟體增製時「複製使用報酬」則非可指定範圍。
第四項則因廣告之使用，對著作人之著作人格權及音樂著作之形象可能發生影響，若由著作
權集體管理團體事前決定之使用報酬率，進行定型化的利用授權，恐有不適當之處；有就個
別委託人確認其意向，是否願為利用授權、使用報酬多寡等之必要，故亦得自行指定。附帶
一提，若係音樂出版人委託管理之樂曲欲於廣告中利用時，此時可指定使用報酬率者係作為
委託人的音樂出版人，此時音樂出版人須確認著作人意向，並以該意向為前提決定使用報酬
率。1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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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5 依日本著作權法第五十九條，著作人格權原即為著作人一身專屬之權利，其非 JASRAC 管理之範圍。得指定使用報酬費率之制度設
計，係透過使用報酬費率之指定，對 JASRAC 管理著作財產權所為之利用授權，反映著作人自身之意向。



由委託人自行指定著作之使用報酬率之情形，非日本著作權等管理事業法規制之對象
126。因儘管委託人委託他人管理其著作財產權，但就個別利用授權利用授權仍可自行決定使
用報酬率時，就經濟效果而言，可視同著作財產權人個別管理著作權，並無以著作權等管理
事業法規制之必要。也因此，就此類之利用方式，非屬 JASRAC 於著作權等管理事業法上
之著作權管理業務（即利用授權、使用報酬之徵收及分配等），則 JASRAC 亦無該法課予
著作權集體管理團體之義務，如利用之授權義務、資訊之提供義務等。

第四目 分配之保留、利用授權之停止及信託之除外
JASRAC 作為信託契約之受託人，就受託之著作財產權，負有為委託人管理，並就管

理所得之著作使用報酬等分配予受益人之義務。但於下列之情形，符合一定要件時，
JASRAC 不負上述之義務。且，附有歌詞之樂曲，即一般之結合著作，因實務上係以結合
後之狀態為使用，故即使僅任一方之著作權發生問題，作品整體亦成為下述措施之對象。

一、分配之保留

JASRAC 於下列情形，得就該當著作相關之著作使用報酬等分配，於必要之範圍及期
間內，保留之127。

1. 相關權利人，應適用何種分配率等向他受益人進行分配之必要事項無法確定
時。

2. 著作財產權存否或歸屬發生疑義時。

3. 就有無侵害他著作之著作權發生告訴、遭提起訴訟或受侵害之當事人通知 
JASRAC 時。

二、利用授權之停止

JASRAC 因「著作財產權存否或歸屬發生疑義時」而為分配之保留時，認為該疑義之
解消有困難時，就該當著作相關之利用授權及著作使用報酬等徵收，於必要之範圍及期間
內，得停止之128。

三、信託之除外

JASRAC 於下列之情形，就該當著作之著作財產權，於必要之範圍內，得將之除外於
信託財產1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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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6 日本著作權等管理事業法第二條第一項但書及同條第二項。

127 信託契約第二十條第一項。

128 信託契約第二十條第二項。

129 信託契約第二十條第三項。



1. 於利用授權停止時，經過相當期間，關於著作財產權存否或歸屬之疑義仍未解
消，得認為已使信託契約第三條第一項之信託目的難以達成時。

2. 因「就有無侵害他著作之著作權發生告訴、遭提起訴訟或受侵害之當事人通知 
JASRAC 時」而為分配之保留時，該侵害之事實經判決、其他司法判斷確定或侵害
的事實明確時。

第四款 信託契約期間與契約之更新
第一目 信託契約期間

原則上，信託契約期間為三年。但第一次的信託期間為契約締結之日起經過兩年，其
後第一次之三月三十一日止130。於二〇〇五年修改前，JASRAC 之信託契約期間為五年，
修改理由係因 JASRAC 於著作權等管理事業法施行後，仍維持極高市場占有率，若 
JASRAC 規定過長之契約期間，期間又不可進行管理委託範圍之變更，則可能發生日本獨
占禁止法上問題。儘管五年之期間，未必可認定係「過長之契約期間」，但衡諸國外之案
例，契約期間為三年者為多數，而原先因信託契約期間縮短，恐對利用人利用授權之安定性
及管理之效率發生影響之顧慮亦漸漸淡化，故於二〇〇五年修改此約款，將信託契約期間改
為三年。

第二目 自動更新
信託契約，若無下列所定之事由，或於信託期間屆滿前三個月以書面通知 JASRAC 不

再更新者，信託契約依同一條件自動更新131。

一、著作使用報酬金等之分配成果未達「信託契約之期間相關處理基準」所定之金
額。

二、為著作權侵害行為等造成信託契約繼續發生困難時。

第三目 管理委託範圍之變更
委託人就既定之管理委託範圍，於契約更新時，得變更之132。須變更時，應於信託契

約期間屆滿前，以書面通知 JASRAC。易言之，於信託契約的三年期間中，不得為管理委
託範圍之變更。因短期間內變更管理範圍，易造成利用人之混亂，且著作權集體管理的利用
授權、使用報酬徵收、分配循環須一定期間始能作用；為了整合管理實務之需要，此三年的
契約期間可認為係合理之期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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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0 信託契約第八條。

131 信託契約第九條第一項。

132 信託契約第九條第二項。



第五款 著作財產權信託契約之終止
第一目 委託人之信託契約終止

委託人於信託契約期間內，得以書面通知 JASRAC，終止契約。此時，信託契約於該
通知到達之日起經過三個月，其後第一個三月三十一日終止133。另，委託人終止信託契約
者，若再與 JASRAC 締結信託契約，得再次委託著作財產權的管理。以往的信託契約中，
曾規定提出信託契約終止申請者，於終止之原契約期間屆滿前，不得再與 JASRAC 締結信
託契約。此項對於終止信託契約委託人再委託之限制，恐生日本獨占禁止法上之問題，故該
部分約款已刪除。

第二目 JASRAC 之信託契約終止
一、JASRAC 於 (1) 委託人喪失其信託之全部著作財產權；(2) 委託人為音樂出版人，

受破產宣告開始清算程序或解散，得不經催告終止信託契約134。

二、JASRAC 於 (1) 將信託之著作財產權二度讓與，或違反著作權之保證義務；(2) 委
託人為音樂出版人時，以向其提出申請時所在之住所為催告之通知，連續三次以上無法到達
為由，JASRAC 為相當之調查後，仍無法判定委託人之所在；(3) 委託人不履行信託契約所
定之義務；(4) 委託人有對 JASRAC 事業營運造成重大障礙之行為，以書面催告，並予兩週
以上猶豫期間後，JASRAC 得解除信託契約。

第三目 因契約終止之著作權移轉
一、信託契約終止後，剩餘財產歸屬於委託人。惟，委託人得 JASRAC 同意，指定第

三人惟權利歸屬人時，剩餘財產歸屬於該第三人。135

二、委託人為音樂出版人時，(1) 委託人受破產宣告開始清算程序或解散而終止信託契
約；(2) JASRAC 以向委託人提出申請時所在之住所為催告之通知，連續三次以上無法到達
為由，並為相當之調查後，仍無法判定委託人之所在之信託契約終止，屬信託財產之著作財
產權，歸屬該當著作財產權相關著作之著作人或其繼承人（音樂出版人除外）。日本信託法
上，「歸屬權利人」（剩餘財產之歸屬人）得於信託行為時指定136。未於信託行為時定歸屬
權利人時，係以為信託行為之委託人或其一般繼承人為歸屬權利人137。究信託法規定之規範
意旨，可知信託行為之原則係以委託人為歸屬權利人，而 JASRAC 的信託契約於此原則
上，當歸屬權利人為音樂出版人因破產等理由，移轉無體之著作財產權已不可能或顯有困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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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3 信託契約第二十二條。

134 信託契約第二十三條第一項。

135 信託契約第二十四條第一項。

136 日本信託法第一百八十二條第一項第二款。

137 日本信託法第一百八十二條第二項。



時，規定以曾為著作財產權所有人之著作人或其繼承人為歸屬權利人，其目的係為保護著作
人。

第六款 信託契約間當事人的義務
第一目 委託人之義務

一、通知義務

信託契約第三十一條規定委託人之通知義務。其中包括：(1) 申請用印鑑之遺失；(2) 
匯款人等之變更；(3) 改名、更換印鑑或申請時住所之變更；(4) 法人與其他團體合併、公司
分割、解散或其組織、名稱等變更；(5) 代表人、代理人或著作使用報酬等代理受領人之異
動；(6) 委託人創作完成新著作或受讓著作財產權；(7) 信託著作財產權管理範圍的保留或限
制事由消滅；上述任一事由該當時，應儘速通知受託人，且須採取規定之手續138。此通知義
務之目的，係委託人怠於履行其通知義務時，JASRAC 就因之所生之損害不負賠償責任
139。

上述事項中至為重要者，係「委託人創作完成新著作或受讓著作財產權」時之通知義
務。著作權集體管理之基礎，是關於著作相關權利關係的資訊。因而一方面課予委託人通知
義務，委託人尚有提出「作品通知書」之義務。信託契約第二十九條第二項並規定，作品通
知書中，委託人對未委託受託人管理之著作財產權各種權利及利用方式之相關資訊須一併報
告。JASRAC 透過作品通知書、編曲、譯詞及補作時之編曲通知書、譯詞通知書及補作通
知書、國際票等權利資訊之整理，進行管理業務。當作品通知書係由音樂出版人提出時，
JASRAC 會將該當作品通知書通知會員中歌詞著作人、樂曲著作人等相關權利人，以確認
其內容之正確性。此種設計又被稱為作品通知書系統，採用此種系統，可對著作人與音樂出
版人間之著作權契約之相關問題防範於未然。若確認之結果，創作人之認識與音樂出版人作
品通知書之內容有不一致，則有對兩者間權利關係再行確認之必要。儘管此本為創作人與音
樂出版人間應解決之問題，但為了促進協議、調整之達成，由 JASRAC 將爭議要旨通知音
樂出版人。若仍無法達成協議時，JASRAC 將依信託契約第二十條採取分配保留之措施。
目前 JASRAC 也將此類資訊建立電子資料庫方便查詢、管理，分別為：權利人資料庫、著
作資料庫、利用物資料庫、利用之資料庫，且 JASRAC 並於其官方首頁上提供「著作資料
庫檢索服務（J-WID）140」將其管理狀況更加公開透明化。

二、保證義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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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8 信託契約第三十一條第一項。

139 信託契約第三十一條第四項。

140 參見 http://www2.jasrac.or.jp/eJwid/，最後造訪 2011 年 6 月 14 日。

http://www2.jasrac.or.jp/eJwid/
http://www2.jasrac.or.jp/eJwid/


信託契約第七條，規定委託人之保證義務。易言之，委託人就委託 JASRAC 管理之全
部著作，其著作財產權之所有及未侵害他人之著作權為保證。JASRAC 關於此項保證，於
必要時，得要求委託人提出資料證明，對於此要求，委託人應儘速提出。

JASRAC 受理日益龐大關於國內著作及外國著作之作品通知書，於其受理之時，對該
作品是否得為著作權法上之著作而有著作權、或是否侵害他著作之著作權等，不可能一一為
審查。反之，若強求對作品一一審查，則將導致鉅額之成本，則合理與效率的著作集體管理
將難以達成。因此，JASRAC 於信託契約中令委託人負擔保證義務，擔保其委託管理著作
財產權之適法性。易言之，委託人對 JASRAC 提出作品報告書時，有義務保證其著作財產
權之所有及未侵害他人著作權，若違反此保證義務，將成為信託契約之解除事由，更可能成
為損害賠償之請求對象。

JASRAC 就委託人提出之作品，以其係委託人履行保證義務之適法著作為前提，開始
著作權集體管理業務（JASRAC 對作品報告書中個別作品無個別調查之義務），此保證義
務與作品報告書之提出義務，併為 JASRAC 著作權集體管理業務之基礎。若發生上述前提
不能適用之具體情事，著作權存否或歸屬發生疑義時，JASRAC 可採取保留分配、停止利
用授權、將之除外於信託等措施。

第二目 受託人之義務
JASRAC 作為受託人，根據信託法、著作權等管理事業法及信託契約，負擔下述義

務：

一、執行信託事務之義務

JASRAC 應依信託之本旨，處理信託事務141。信託契約第三條第一項亦明定，受託人
應為委託人管理著作財產權，並將管理所得之著作使用報酬等分配予受益人。

二、善良管理人之注意義務

JASRAC 處理信託事務時，應盡善良管理人之注意義務142。

三、忠實義務

JASRAC 應為受益人忠實處理信託事務及其他相關行為。基於此忠實義務，典型受限
者如：「利益衝突行為」或「競合行為」143。

四、公平義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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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1 日本信託法第二十九條第一項。

142 日本信託法第二十九條第二項。

143 日本信託法第三十一條及第三十二條。



JASRAC 負有對複數受益人公平對待之義務。

公平義務易發生問題之情況為，一委託人之著作可能侵害他委託人之著作權時，作為
受託者的 JASRAC 應採取何種措施。日本實務上之案例，自甲曲之歌詞著作人與樂曲著作
人受讓著作權等之音樂出版人，對於 JASRAC 繼續為侵害甲曲編曲權之乙曲對第三人為利
用授權，認係為不法行為或構成債務不履行，請求損害賠償（甲曲、乙曲皆為 JASRAC 管
理之著作）。對此案，東京高等裁判所認為對有侵害著作權疑義之音樂著作採取停止利用授
權，對恐受著作權侵害者，可謂係相對優厚之保護手段。一方面，對被停止利用授權之音樂
著作而言，此未經利用人之判斷，而僅因 JASRAC 之判斷便禁止該音樂著作之利用，將引
起重大之後果，且之後判斷並無侵害時，對被停止利用授權一方之損害回復亦有困難。另一
方面，JASRAC 保留使用報酬分配之措施，在無特殊情況下，較停止利用授權穩妥且合
理。基於此見解，於後判決確定乙曲構成著作權侵害，但 JASRAC 採取之措施並不須負不
法行為責任或著作權信託契約上之債務不履行責任，法院乃駁回上述音樂出版人之請求144。
此判決是否係討論信託契約上受託人之公平義務，雖仍有討論空間，惟至少可作為討論著作
權集體管理團體之公平義務時之參考。

五、分別管理義務

JASRAC 負有對屬於信託財產之財產與固有財產及屬於其他信託財產之財產，依財產
之區分、各財產所定之方法，分別管理之義務。信託法一方面規定此分別管理義務，另一方
面，關於分別管理之方法，容許於信託行為時，另為特別之約定145。惟，得為信託登記或登
錄之財產，應為信託之登記或登錄，此信託登記或登錄之義務不得免除。

著作權之讓與，係可登錄的146。若形式地依上述信託法之規定，則 JASRAC 應登錄其
管理之全部音樂著作。然而，因貫徹上述信託登記或登錄之義務，維持不得免除此義務之原
則，當受託人陷入經濟之困境時，僅於毫無遲誤地課予其信託登記與登錄之義務時，肯認信
託財產的破產隔離功能，此時，登記或登錄之義務應容許一時性的猶豫期間，但此並非分別
管理義務之免除。

而信託契約第十四條第二項規定，受託人依信託著作財產權相關著作之相關權利人相
關資訊記錄之方法，分別管理信託著作財產權。同條第三項另規定，受託人得省略信託著作
財產權相關之登錄。同條第四項又規定，於 (1) 受委託人或受益人請求；(2) 因第三人對信
託著作財產權主張權利，致受託之著作權集體管理團體之適正執行業務發生障礙成為具體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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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4 參照見東京高判平・17・2・27 及東京地判平 15・12・26 判時 1847 号，頁 70。

145 日本信託法第三十四條第一項。

146 日本著作權法第七十七條及日本著作權法施行細則第三十五條第一項。



險；(3) 信託著作財產權屬於信託財產之事實於對抗第三人有具體之必要，該當三者之一
時，受託人應為登錄。此些規定係為確保與信託法規定之分別管理義務間的整合。

六、利用之授權義務

著作權等管理事業法規定，管理事業若無正當理由，不得就其管理之著作拒絕為利用
之授權147。違反此義務時，構成與利用人關係間之不法行為148。

須注意者，於委託人指定使用報酬率時，JASRAC 依該指定報酬費率管理著作時，因
不受著作權等管理事業法規制，故無利用之授權義務。

第三項 JASRAC 之著作權集體管理方式
JASRAC 之著作權集體管理，有三大特徵，其一如上述，與其會員間，依信託的方式

為其會員管理著作財產權；其二係周密的管理方式。此特徵有二個面向，一方面係演出權的
管理，在演奏會或社交場所之演出，因 (1) 在日本全國各地發生；(2) 個別之利用行為規模
雖不大，但利用次數卻甚為可觀；(3) 利用人的經濟基礎未必穩固；(4) 演奏係無形的利用方
式，於事後要追蹤、掌握利用行為極為困難；(5) 利用人對於著作權之認識未必充分，難以
期待渠等事前為利用授權之申請等諸理由，可謂是著作權管理中最困難之領域。而著作權集
體管理制度之發軔149，便是為了解決此管理之困難。易言之，於演奏會或社交場所之演出，
事後未留利用之痕跡，且儘管大量利用著作，為個別利用之經濟規模又難謂鉅大。故著作人
現實上難以對該些個別利用行為行使其著作權利。而著作權集體管理團體之所設，便是為了
對演奏權此類著作無形的利用加以管理。而 JASRAC 的目的也是為了充實此領域之著作權
管理，於保護著作權的同時，促進音樂著作之利用。而 JASRAC 為了此目的，不只是被動
地期待利用人事先申請利用授權，更採取各式各樣調查手段，主動探知利用行為，再寄送文
書通知、派遣職員向利用人說明取得個別利用授權之必要，取得利用人理解後，與其締結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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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7 著作權等管理事業法第十六條。

148 參見大阪高判昭 46・3・22。

149 法國於一八五一年成立音樂著作權集體管理團體 Société des Auteurs Compositeurs et Editeurs de Musique（簡稱 SACEM），
SACEM 創立係由下述之故事所引起。一八四七年時，法國歌詞創作人 Bourget、樂曲創作人 Henrion 與其友人 Parizot 某日逗留於巴黎
一家名為「Ambassadeurs」之音樂餐廳吃晚餐，該餐廳樂隊演奏數曲 Bourget 之音樂作品。當侍者送來帳單請求 Bourget 付帳時，他拒
絕支付，並對領班先生說:「我們並非想吃霸王餐，只是貴店與我們的債權債務正好抵銷；我們固然享用了一頓珍饈，但是方才你們餐廳
也演奏了我們的音樂給客人欣賞，大家可以抵銷債務，互相扯平。」領班於是找來餐廳主人，餐廳主人對其賴帳十分憤怒，回應道:「即
使本店利用你們的音樂演唱、演奏，也是讓你們的作品更流行、更廣為流傳，你們不懷感恩的心便罷，今天還要我們餐廳付費，這算哪門
子的主張？」但 Parizot 回應：「現在樂團演奏的曲子是我創作的，再看看席上客人無不陶醉於音樂中，固然貴店烹煮珍饈，提供美酒吸
引食客上門，但音樂卻可招睞未嘗過美食滋味的新顧客進門，更能使老主顧為重溫此氣氛而再度光臨，我們幫貴店製造無數商機，智慧的
結晶難道換不了一頓小小的晚餐？」Henrion 更接著說：「法國著作權法承認音樂家有向公眾於公開場所表達、傳播詞曲著作的權利，貴
餐廳未獲得我及我的朋友的授權，就逕自使用來賺錢獲利，我們認為要利益均霑，所以不但不付餐費，還要向貴店收取音樂利用的權利
金。」後來 Bourget 對餐廳主人未得授權擅自演奏樂曲提出訴訟，並在一八四九年由法院判決其勝訴，餐廳主人對於 Bourget 應負損害賠
償責任。不久之後法國就成立第一個音樂著作權集體管理團體，自一八五〇年五月首次向巴黎之音樂利用人收費。相關資料參見程明仁，
〈著作權仲介團體史之回顧系列（1）〉天下沒有白聽的音樂─追記音樂著作權集體管理（仲介）團體之濫觴，植根雜誌，十四卷六期，
1998 年 6 月，頁 236-239。



用授權契約。且於利用授權契約締結前，有未得授權擅自利用之情形，為了管理公平起見，
過去之未得授權擅自利用之事後處理亦有必要。因此 JASRAC 為了充實於演奏會及社交場
所中演出的管理，於全國主要都市設置分部，投入專任人員，進行極細密的著作權管理。
JASRAC 作為日本仲介業務法時代唯一的音樂著作權集體音樂著作權集體管理團體，耗費
長年累積與構築演出權的管理體制及技術，新進的著作權集體管理團體難以在短時間內追趕
上 JASRAC 於此領域的成果。

另一方面 JASRAC 受委託管理之著作財產權係以委託人所有之全部著作財產權為原則
已如前述。而因 JASRAC 所管理者包含著作財產權各種權利，故於利用授權時，得不受限
於著作財產權各種權利之區分，依實務上的利用方式，為利用授權。此點隨著科技發展，著
作利用方式多樣化，更具實益。舉例而言，於網際網路傳輸音樂之服務，將音樂檔案上傳存
放於網路服務提供者伺服器之行為涉及日本著作權法第二十一條之重製權及同法第二十三條
第一項括弧之傳輸可能化150。若該音樂檔案透過網際網路被下載至服務使用者的電腦時，則
涉及同法第二十一條之重製權及同法第二十三條第一項之公開傳輸。此類在社會經濟活動上
可視作單一行為，但於著作權法上則涉及複數之著作財產權各種權利；對利用人而言，自希
望能就此行為涉及之各種權利一次取得利用授權。此類跨複數著作財產權各種權利之著作利
用行為，於可預見的未來將更多、更普遍，而對於此類複雜之著作利用行為，為了著作利用
的圓滑，一次取得所涉及各種權利之利用授權的需求亦將更加強烈。JASRAC 因其著作權
集體管理方式之特性，未來對應此需求，重要性將有增無減。

JASRAC 著作權集體管理之第三特徵係，JASRAC 乃著作權等管理事業法上指定管理
事業。著作權等管理事業法將著作權管理事業之設立改為登記制，希冀於同一領域之著作權
管理引進複數之著作權集體管理團體，在著作權集體管理市場引進競爭機制；同時著作之使
用報酬率亦改為申報制，即原則上，各著作權集體管理團體得就其管理之著作，自由決定使
用報酬率。然而某些音樂著作利用分類之著作權集體管理，單一團體享有高市場占有率時，
若該著作權集體管理團體定出明顯偏高之使用報酬率時，將導致此分類之著作利用發生實際
上之困難，有違著作權等管理事業法促進著作圓滑利用之目的。因此著作權等管理事業法乃
有指定管理事業之設計。而 JASRAC 既為指定管理事業，其於使用報酬率之制定、修改
上，不能僅追求著作權人之最大利益，並須反映利用人之意見，以求公正。而利用人意見之
反映，係透過程序之正當來加以確保。因此著作權等管理事業法規定指定管理事業對於利用

51

150 傳輸可能化係指下術之情形之一，使互動傳輸得以被作成者：(1) 將資料記錄於已與供公眾使用之電訊傳播網路連結之具有執行互動
式傳輸機能之裝置（互動式傳輸裝置指已與電訊傳播網路連結以供公眾使用之公開傳輸之伺服器記憶體)；或增加該互動式傳輸伺服器記
憶體之記憶資訊；或將已記載資訊但原非供公開傳輸之記憶體變換為互動式傳輸裝置之記憶體；或持續將資訊輸入該互動式傳輸記憶體但
未儲存者。(2) 將供公眾使用之電訊傳播網路，與已在公開傳輸記憶體上之記錄資訊之互動式傳輸裝置互為連結，或與僅輸入資訊但未儲
存之互動式傳輸裝置互為連結者。在此項連結係經由一連串行為始能完成之情形，例如配線、互動式傳輸伺服器之啟動、使傳輸或接受資
訊之程式進行操作，該最後之行為應被認為連結。」參見羅明通，著作權法論，第三版，頁 510。



人之協議申請有回覆之義務。同時，JASRAC 之使用報酬率不僅作為 JASRAC 為著作權管
理時利用授權對價之基準，於對著作權侵害請求損害賠償時，更作為日本著作權法第一百一
十四條第三項「行使著作權時應受領之金額」的基準，亦即成為利用音樂著作時，一般認為
之相當對價。

JASRAC 著作權集體管理執行的流程，係自利用授權開始、使用報酬之徵收，最後為
使用報酬之分配。以下將逐一流程中各個階段及其分類。

第一款 利用授權及其分類
第一目 利用授權

日本著作權法第六十三條第一項規定，著作權人，得授權他人利用其著作。條文之
「利用151」係指著作權人授權可為之行為，具體而言，便是日本著作權法第二章第三節第三
款等著作財產權各種權利所涉之行為。被授權人，於該授權相關利用方式、條件範圍內，得
利用該授權相關之著作152。惟須注意者，因著作之經濟價值實因人而異，故基於授權之利用
權，未得著作權人之同意，不得讓與第三人。

利用授權契約只須當事人合意即成立之諾成契約。但因若僅口頭合意，對於利用之條
件有不明確之虞，故 JASRAC 之利用授權必以書面為之。且與不特定多數利用人間大量之
利用授權，JASRAC 為了管理之公平性，預先依利用授權之對象、利用行為之種類訂定統
一利用授權契約約款，對同一態樣之利用人，便適用同一契約條件，為利用之授權。

又如同前述，被授權人，應依授權之利用方式、條件，利用被授權之著作。亦即當利
用人有超出授權範圍之著作利用行為時，構成侵害著作權之行為。然而，違反利用授權契約
所定之條件時，並非即為侵害著作權之行為。舉例言之，使用報酬之給付，係利用授權契約
中利用人最重要之義務，但違反該義務，不給付使用報酬，原則上僅負債務不履行責任，其
利用行為並不直接構成侵害著作權之行為。簡言之，究竟何種契約違反之情形，係構成侵害
著作權之行為，乃契約解釋之問題。

第二目 利用授權之分類：曲別授權及概括授權
曲別授權係利用人事前就特定著作提出利用申請，而其利用授權僅及於該特定著作，

此種利用授權多用於古典演奏會、獨立品牌之 CD 錄音、出版等。

與上述相對，利用人不特定欲取得利用授權之音樂著作，而就 JASRAC 管理之所有著
作取得利用授權者，稱為概括授權。此種方式可節省利用人就個別著作一一取得利用授權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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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1 日本著作權法條文中「利用」與「使用」之用語，有學者謂前者係指涉及著作財產權等各種權利之行為，後者係指上述以外之行為。
參見斎藤博，著作権法，有斐閣，2007年，頁 55。但亦有學者認為著作權法條文對於該二用語並未嚴格區分其使用。

152 日本著作權法第六十三條第二項。



手續，只要於利用授權契約條件內，即可自由利用 JASRAC 管理之著作。概括授權減輕利
用人之程序負擔、促進著作之圓滑利用，不僅管理更加有效率，對著作權人亦有利，於經常
性大量利用音樂著作，難以事前特定利用音樂著作或特定過於繁雜而成本過高者，如社交場
所之演出、唱片出租、電視、廣播公開播送等，較常運用。

第三目 不得為利用授權之情形
著作權等管理事業法第十六條規定著作權集體管理團體利用之授權義務，故若無正當

理由，著作權集體管理團體對其管理之著作不得拒為利用之授權。對委託人而言，著作權集
體管理團體應盡量多為利用授權，以期徵收更多使用報酬。且因著作之替代性低，若著作權
集體管理團體可恣意拒絕利用人之利用授權申請，則有害於著作之圓滑利用。因此著作權等
管理事業法乃有此「許可義務」之規定。然而，於下列之情形，JASRAC 不得為利用授
權：

一、委託人為指定時。如上述，原則上委託人委託著作權集體管理團體管理其著作，
係期待著作權集體管理團體盡量多為利用授權，徵收更多的使用報酬；但若委託人於委託時
特為限制時，著作權集體管理團體便應遵從該限制，拒為利用授權。而委託人之限制便構成
拒為利用授權之正當理由。然而，JASRAC 之著作權管理係以維護著作權人之權利及促進
音樂著作之圓滑利用為目的，委託人之限制若僅係出於個人之嗜好或信念，則不被肯認。關
於委託人於委託時得為著作權管理之保留與限制，請參考本節第一項。

二、停止利用授權時。JASRAC 對受讓於委託人之著作，其著作權之存否、著作權是
否真為委託人所有發生疑義時，若認為該疑義難以解決，卻仍繼續為該著作之利用授權，將
造成音樂著作利用人之混亂，造成著作圓滑利用之障礙。

三、有侵害其他權利之可能時。JASRAC 之利用授權，僅合法化該利用授權著作之利
用，至於 JASRAC 管理以外之其他權利或利用授權以外之其他著作權相關之利用則不能因
而合法化。該當著作之利用，有其他權利人存在時，未得該權利人之授權而為著作利用，則
構成違法。JASRAC 之利用授權，不能正當化對著作人所有之著作人格權及其他著作鄰接
權等權利之侵害行為。然而，JASRAC 之利用授權，事實上，對於利用人之利用行為有相
當大的影響。因此，JASRAC 就管理之著作權為利用授權時，應就該利用授權對其他權利
人之權利不生侵害負注意義務153，且 JASRAC 於基於某利用授權之著作利用行為，將侵害
其他委託人之著作財產權、著作人格權時，不得為利用授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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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3 實務上之案例為 JASRAC 雖對委託人提出之作品報告書記載之著作人有疑義，仍依作品報告書之記載對利用人為利用授權，導致利
用人於利用著作時，侵害著作人之姓名表示權。此時 JASRAC 對此侵害著作權之結果，對真正之著作人亦須負責。參照東京高判平 5・

3・16 判時1457号，頁 59。



四、過去侵害行為之清償未完成時。若利用授權之申請人，過去曾未經授權利用 
JASRAC 管理之著作，構成著作權侵害行為時，給付該未經授權利用之相當使用報酬，清
算該侵害行為，可為 JASRAC 為利用授權之條件。利用人拒為過去或今後使用報酬給付
時，著作權集體管理團體之拒為利用授權，並不違反著作權等管理事業法上其利用之授權義
務。過去之裁判例154亦肯定此見解。

惟，若著作權集體管理團體採取利用人不清償過去著作權侵害行為之損害賠償責任，
便一概不對其為利用授權之態度，利用人將可能因財力狀況導致事實上無法利用著作，更進
一步影響利用人營運。JASRAC 對於此種情況，從促進著作之圓滑利用的觀點，只要利用
人承認過去未經授權利用之損害賠償義務，並承諾以分期給付等方式清償時，JASRAC 於
考量利用人現實之資力後，採取以利用人真摯履行其義務為條件，就利用人未來之利用，與
其締結利用授權契約等彈性之處置。

第二款 使用報酬之徵收及其分類：
第一目 使用報酬之徵收

著作權等管理事業法第十三條第一項規定，著作權集體管理團體應訂定使用報酬率，
規定各種利用分類之使用報酬，並向文化廳廳長申報。另如前述，JASRAC 作為著作權等
管理事業法上之指定管理事業，其使用報酬率經由程序保障，反映利用人之意見。而使用報
酬率規定之「使用報酬」，係 JASRAC 許可利用其管理著作之對價，而非利用著作之對
價；因而，取得利用授權後，利用人因自己之原因，無法利用該著作，原則上不生返還使用
報酬之問題。而同法第十三條第四項，著作權集體管理團體不得對利用人請求超出其申報之
使用報酬率之使用報酬；若違反此項規定，同法第三十一條第二款設有罰則，應認為此項規
定為強行規定，故即便是基於與利用人之合意，亦為無效。

JASRAC 為了因應科技之進步、經濟社會之改變，音樂利用型態之演變、多樣化，於
其使用報酬率規定「第十五節 其他」，作為概括規定，以補既存使用報酬率中難以計算使
用報酬之新型態音樂利用方式出現時，得以對應。於新型態音樂利用方式出現時，若僅依固
有使用報酬率徵收使用報酬，對於著作權人之保護將有欠缺，且造成利用人開發音樂商務之
障礙，對於著作之流通亦有不良影響。而透過概括規定，JASRAC 於新型態音樂利用方式
出現時，即可依該規定與利用人協議，決定使用報酬，並立即得對新型態之著作利用為利用
授權。

附帶一提，當委託人自行指定使用報酬率之情形，利用授權之主體仍係受管理委託的 
JASRA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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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4 參照最判昭 47・2・4 著判 1・5・27 〈東海觀光事件〉。



第二目 使用報酬之分類：曲別使用報酬及概括使用報酬
曲別使用報酬係利用人經由上述曲別授權方式取得利用授權時，特定著作之使用報

酬。該使用報酬於利用人申請利用時，特定之著作及其權利人即已確定。

相對於此，概括使用報酬則於利用人申請利用時，未確定利用哪些著作，因而之後受
報酬分配之權利人亦未確定。概括使用報酬常依利用行為規模定月費或年費，或依利用人之
收入比例計算。惟，須注意並非採概括授權方式取得利用授權者，皆會以概括使用報酬方式
計算使用報酬，利用人可取得概括授權，再依實際使用情形，以曲別使用報酬方式計算。155

第三款 使用報酬之分配及分配方法
第一目 使用報酬之分配

JASRAC 為了將已徵收之使用報酬分配予權利人（委託人、受益人）須經下列步驟：

一、確定該當使用報酬分配之對象作品。JASRAC 決定分配對象作品係依據「分配資
料」。「分配資料」由利用人提出之利用樂曲報告書、自外國著作權集體管理團體受領之分
配明細書等記載被利用著作之資料，其中亦包含 JASRAC 自行調查著作利用狀況之資料
156。

利用人提出之利用樂曲報告書係利用人提出之著作資料中最重要者157。利用人對於其
利用之著作本即係最能正確特定之一方，因此利用人提出之利用樂曲報告書於確定分配之對
象作品至為重要。故 JASRAC 於利用授權時，於大多數利用分類都以利用樂曲之報告為條
件。特別是以曲別授權方式為利用授權時，依利用樂曲報告，於該當利用人特定利用授權對
象的同時，基於該當利用授權徵收之使用報酬，其分配對象作品亦直接確定。

二、確定對象作品之相關權利人

作品之相關權利人，包含樂曲著作人、歌詞著作人、編曲人、譯詞人及音樂出版人
158。而相關權利人之確定，係依「著作資料」之記載。「著作資料」係指記載著作相關權利
人、分配率等資料之作品報告書、編曲報告書、譯詞報告書、補作報告書、國際票等159。亦
即依分配資料確定分配之對象作品，再以作品為單位，依著作資料記載之相關權利人進行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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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5 基於曲別授權徵收曲別使用報酬與基於概括授權徵收曲別使用報酬，於利用申請有缺漏時，會生法律效果之不同。前者若利用未申請
之著作，則構成著作權侵害行為；後者則至多構成契約違反問題。

156 JASRAC 著作使用報酬分配規章第二條第三款。

157 JASRAC 為了提昇分配事務之效率，近年來推動分配資料的 EDI（Electronic Data Interchange）化，於多種利用分類中，直接以數
位資料之方式受領，可直接由電腦處理。特別是互動傳輸的部份，建構了名為 J-NOTES 利用報告受領、請求之系統。依利用人提供之數
位資料，自使用報酬之請求至分配計算，全部自動化處理。

158 JASRAC 著作使用報酬分配規章第二條第一款。

159 JASRAC 著作使用報酬分配規章第二條第二款。



配。於日本國內之作品，主要以作品通知書、編曲通知書之記載為主，外國作品則係由與外
國著作權集體管理團體交換之「國際票」之記載為主確定相關權利人。作品通知書、編曲通
知書等之提出，作為信託契約之義務，由委託人於創作新著作或受讓著作財產權時，向 
JASRAC 提出。而 JASRAC 便依該些資料建立作品資料庫，當分配對象作品確定後，便可
依該資料庫之資料確定應受分配之相關權利人。

三、確定對各相關權利人受分配之金額

各相關權利人受分配之金額，須依「使用報酬分配率」確定之。JASRAC 考量音樂著
作之特性及與國際之著作權管理接軌，管理著作係以作品為單位進行著作權管理。若某作品
確定為分配對象，即便僅利用樂曲或歌詞，仍依使用報酬分配率對相關權利人分配。惟，原
僅有樂曲，得樂曲著作人許可附上歌詞利用作品時，僅限於有利用該當歌詞時，該當歌詞之
權利人始受分配160；編曲人與譯詞人亦限於該當編曲或譯詞被利用時，始受分配161。

JASRAC 之著作使用報酬分配規章中定有三種使用報酬分配率：(1) 演出、播送等音樂
無形利用之使用報酬相關之分配率；(2) 戲劇演出之音樂著作等使用報酬相關之分配率；(3) 
錄音、出版、電影、影像等重製使用報酬相關之分配率。其中就各種相關權利人之組合，訂
定各相關權利人之分配比率，於經由音樂出版人委託 JASRAC 管理之著作，有複數之分配
率任相關權利人選擇適用。

第二目 使用報酬之分配方法：曲別分配、完整分配及抽樣分配
曲別使用報酬在分配計算上最為容易，於利用人申請利用時，即與特定作品相應而

生，故分配時無須再次連結使用報酬與權利人間之關聯，得自動將被利用著作之曲別使用報
酬分配予相關權利人，JASRAC 稱此為曲別分配。

相對於此，概括使用報酬於申請利用時，該報酬並未與特定作品連結，因而有必要建
立概括使用報酬分配對象與使用報酬間之關聯，該作業 JASRAC 稱之為「包裹計算」，其
計算方法因適用之資料種類不同，而有「完整分配」與「抽樣分配」兩種。

「完整分配」係針對被利用著作之資料能被完整蒐集時採用之分配計算方法。利用人
取得概括授權時，並不能免除其利用何種著作之報告義務；而在由音源提供事業提供予利用
人利用之情形，則非由利用人，而係由音源提供事業提出利用著作之報告。「完整分配」即
基於該些資料進行計算。實際計算上，會依據著作之使用報酬、利用時間、利用方式、利用
次數等相應配與點數，再將所收取的總使用報酬除以總點數量，計算出單一點數代表之金
額，最後再依各相關權利人所得點數計算其受分配之金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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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0 JASRAC 著作使用報酬分配規章第三條第二項。

161 JASRAC 著作使用報酬分配規章第三條第三項。



與上述相對者，係「抽樣分配」。於持續且大量利用音樂著作，無法統計個別著作利
用資料時採用。舉例而言，以三個月為單位，於全國現場演出的簽約店家抽樣二百家，以該
店一日中全部利用之著作為樣本資料。之後再以該樣本資料與其他三季之資料統整，作為分
配之計算基礎。抽樣調查在統計學上有百分之九十五以上之準確率，係目前無法取得完整著
作利用資料時，最合理之分配方法。但隨著音樂利用數位化及聲音辨識技術的改善，
JASRAC 未來應會走向分配更正確、公平的「完整分配」計算方式。

第三目 使用報酬分配結果通知與匯款
JASRAC 一年進行四次使用報酬分配，但以世界的趨勢而言，未來可能漸漸會依不同

利用分類的使用報酬分別決定分配期，而非全部利用方式都定為三個月分配一次。每次分配
期之前，會有相關權利人之「確定基準日」，此確定基準日之設計，係為避免相關權利人因
著作財產權讓與、著作人與音樂出版人間之著作權契約期間屆滿等權利變動，影響分配之計
算結果。故 JASRAC 於著作使用報酬分配規章第四條規定，確定基準日為各分配期之分配
對象使用報酬期間之最終日。舉例而言，六月分配期之分配對象使用報酬期間係一月至三
月，則確定基準日為三月三十一日。JASRAC 於六月分配期為使用報酬分配時，相關權利
人之確定係依三月三十一日於著作資料之記載。

使用報酬分配之結果，每一分配期會以「使用報酬支付計算表」及「使用報酬分配明
細表」通知委託人。若委託人係透過音樂出版人委託 JASRAC 管理著作，則委託人就關於
自己之著作，音樂出版人所受之使用報酬分配，得請求 JASRAC 公開之。

分配計算後各相關權利人之使用報酬分配，於扣除管理手續費、預繳所得稅後，於各
分配期匯款予各相關權利人。

第四項 JASRAC 的使用報酬率
第一款 利用方式之分類

如前所述，因 JASRAC 著作權管理係以委託人將其所有之全部著作財產權讓與 
JASRAC，因而 JASRAC 於利用授權時，得不受限於著作權法上各種權利之區分，可依實
務上利用方式，視需要規劃使用報酬率，對之為利用授權。因此 JASRAC 的使用報酬率
中，並不單以著作權法上的著作財產權各種權利為其訂定基礎，更輔以實務上音樂著作之利
用方式來分類。若將使用報酬率中所規範之各種利用方式與型態抽離出來，則可得出以下各
種利用方式與型態。

一、利用方式：演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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演出類下利用型態又分為「戲劇型態之演出」、「演奏會中的演出」、「演奏會以外
活動中的演出」、「卡拉 OK 營業場所中之演出」、「舞蹈教室中演出」、「社交場合中演
出」、「影像之上映」，各型態收費基準如下：

1. 「戲劇型態之演出162」：先區分以戲劇公開演出次數或曲別演出次數計算。使
用報酬以入場費之比例計算，並定有最低金額。無入場費時，以參加人數或場地容納
人數計算之。

2. 「演奏會中之演出」：與「戲劇型態之演出」基準類似，但費用較低。

3. 「演奏會以外活動中之演出」：此項再依活動性質細分如下：

(1)  以舞蹈、演技、服飾等其他內容為主要要素之活動：先區分以活動次數或
曲別演出次數計算；再以場地容納人數及入場費區分計算之。

(2)  短劇、相聲、魔術等其他娛樂活動：先區分以活動次數或曲別演出次數計
算；再以場地容納人數及入場費區分計算之。

(3)  樂器行、唱片行、百貨公司、超市等宣傳活動：先區分以場地數量或曲別
演出次數計算；再依有無入場費，以一日或一月內時數計算計算。

(4)  博覽會、展示會、動物園、遊樂園設施中活動：先區分以設施、活動數量
或曲別演出次數計算；再以設施入場費之有無計算。

(5)  運動活動：先區分以活動次數或曲別演出次數計算；再依有無入場費計
算。

(6)  交通工具中之演出：於上述 (1) 之範圍內，依具體情狀定之。 

(7)  提供飲食，以短劇、舞蹈、歌曲等娛樂為主要目的設施中之演出：先區分
以活動次數或曲別演出次數計算；再依座位數與基本消費額區分計算之。單純播
放雷射唱片之情形，另有規定。

(8)  以跳舞為主要目的之活動：先區分以活動次數或曲別演出次數計算；再以
場地面積與基本消費額區分計算之。單純播放雷射唱片之情形，另有規定。

(9)  其他活動中之演出：於上述 (1) 之範圍內，依具體情狀定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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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2 戲劇型態的音樂著作表演包括歌劇、音樂劇及芭蕾舞劇等型態之音樂著作利用。參見 JASRAC 之「著作物使用料規程」第二章第二
節。



4. 「卡拉 OK 營業場所中之演出163」：以設置伴唱機設備進行演出之一房間為單
位，先區分以月收費或曲別收費，再依容納人數與基本消費金額區分計算之。若卡拉 
OK 純為伴奏進行歌唱演出，於締結有整年概括利用授權契約時，區分以影像卡拉 
OK 或純音樂卡拉 OK，再依場所容納人數定之。

5. 「舞蹈教室中演出」：以教授舞蹈為主之場所，設置設備使人跳舞為營業，以
一場所為單位，先區分以月收費或曲別收費，再區分教授社交舞或其他舞蹈，前者以
教師數量與三十分鐘教學費區分計算之；後者以場地面積與三十分鐘教學費區分計算
之。

6. 「社交場合中演出」：此利用型態之收費方式先區分有無締結概括利用授權契
約；再依場所性質，以一場所為單位定之。依場所性質區分如下。

(1)以不特定消費者為對象：

(a)  讓消費者聆聽為主要目的，利用音樂著作者，依座位數與基本消費金額
區分計算之。卡拉 OK 純作為伴奏歌唱演出時，依「座位數與基本消費金額」
或「面積」區分計算之。

(b)  讓消費者觀賞表演，或使其跳舞，但僅在演出時段利用前置音樂者，依
座位數與基本消費金額區分計算之。卡拉 OK 純作為伴奏歌唱演出時，依「座
位數與基本消費金額」或「面積」區分計算之。

(c)  讓消費者跳舞為主要目的，營業時間中皆利用音樂著作者，依面積與基
本消費金額區分計算之。

(d)  前三者以外，如酒吧、餐廳，利用音樂著作者，依座位數與基本消費金
額區分計算之。卡拉 OK 純作為伴奏歌唱演出時，依「座位數與基本消費金
額」或「面積」區分計算之。

(2)以特定消費者，如團體客、受招待之客人為對象：結婚會場等以宴會為主要
目的者，以面積與基本消費金額區分計算之。卡拉 OK 純作為伴奏歌唱演出時，
依「座位數與基本消費金額」或「面積」區分計算之。

(3)以住宿客為對象：旅館、賓館等住宿設施者，以住宿容納人數及住宿費用區
分計算之。卡拉 OK 純作為伴奏歌唱演出時，以住宿容量及是否為宴會場之設施
區分計算之。若係於宴會場以外設施，設置自動演奏機能之鋼琴、點唱機，依住
宿容納人數及住宿費用區分計算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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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3 卡拉 OK 營業場所係指設置有伴唱機設備以提供消費者歌唱為業之卡拉 OK 包廂、房間、卡拉 OK 教室等場所。



7. 影像164之上映：

(1)  使用電子通訊設備上映時：依住宿設施前一年度營業收入計算之；若無法
依前一年度營業收入計算者，依電視機數量計算之。百貨公司、博覽會場等非住
宿設施者，依電視機數量計算之。

(2)其他上映時，依後述電影上映之規定。

二、利用方式：播送

播送類先區分有無締結年度概括利用授權契約，並將空中大學除外規定，其另以協議
方式定之。再區分日本播送協會、地上波播送之一般播送事業、衛星播送之一般播送事業，
以其前一年度播送事業收入之比例計算之。衛星播送之一般播送事業以節目內容再區分「以
音樂為主」、「綜合」、「新聞、體育」定不同比例，並各自設有最低使用報酬。

三、利用方式：電影

1. 同步錄音165：先區分一般電影或電視電影。電視電影之費用為一般電影之百分
之二十。

(1)  主題曲及插入音樂時，將影片區別為「新聞短片」、「文化電影」、「劇
情電影」分別定之。

(2)  背景音樂（專為電影創作者）時，將影片區別為「新聞短片」、「文化電
影」、「劇情電影」分別定之。

2. 上映：先區分是否締結整月概括利用授權契約，再依容納人數與入場費，將影
片區別為「新聞短片」、「文化電影」、「劇情電影」分別定之。

四、利用方式：出版

以印刷、攝影、複寫等視覺方式重製時之使用報酬，先區分為「書籍」、「雜誌與報
紙」、「其他出版物」。

1. 書籍：內容以歌詞及音樂為主時，以書籍定價之百分之十乘以發行數量。非以
歌詞及音樂為主者，以曲別與發行數量定之。

2. 雜誌與報紙：以曲別與發行數量定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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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4 指固著連續影像之錄影帶、影碟等媒介物，但不含電影。

165 同步錄音係指音樂用於影片、錄影帶，為與影像畫面相配合所為之重製，亦即為使音樂與影像畫面配合，而將音樂錄製於電影及視聽
著作中之錄音重製。



3. 其他出版物：其主要內容為歌詞及音樂者，以出版物定價之百分之十乘以發行
數量定之。主要內容非歌詞及音樂者，以曲別與發行數量定之。惟，辭碑、鑲板、海
報等向公眾展示或公開為主要目的者，無論製作數量，曲別使用報酬皆為 18,000 
円。

五、利用方式：聲音錄音（含 CD、LP 唱片、錄音帶、MD、磁片、硬碟、快閃記憶
體、IC 記憶卡、CD-ROM 等錄音物。先依製作目的區分為「買賣用」、「作為背景音樂被
租用」或「其他」。

1. 買賣用：明示定價者，以曲別收取定價的百分之六除以著作數量，並定有最低
使用報酬。未明示定價者，以最低使用報酬計算之。

2. 作為背景音樂被租用：於締有年度契約時，不論錄音次數及製作份數，年費為 
1,200 円以內。

3. 其他：非上述 1. 及 2. 之情形，以著作每一曲 400 円除以重製數量定之，並定
有最低使用報酬。

六、利用方式：自動演出樂器

以該當機械出庫價格（不含消費稅額）之百分之七，加計消費稅定之。特殊自動演出
樂器，指伴隨電子裝置之自動演出樂器或報時音樂鐘，則為出庫價格之百分之十，加計消費
稅定之。

七、利用方式：影像

先區分為「買賣用」或「其他」。

1. 買賣用：有基本使用報酬與複製使用報酬，若委託人指定基本使用報酬，則僅
有複製使用報酬。

(1)  基本使用報酬：依著作使用時間長度計算。 

(2)  複製使用報酬：依計算公式，影像零售價格乘以百分之四點五除以總播放
時間再乘以著作合計使用時間除以著作累計使用時間，並定有最低使用報酬。

2. 其他：有基本使用報酬與複製使用報酬，若委託人指定基本使用報酬，則只有
複製使用報酬。

(1)  基本使用報酬：不論影像個數，依著作使用時間長度計算。

(2)複製使用報酬：以五十個影像為界，依著作使用時間長度計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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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利用方式：有線播送

先區分有線廣播播送及有線電視播送。再區分有無締結年度概括利用授權契約。

1. 有線廣播播送：

(1)  締有年度概括利用授權契約時，以前一年度事業收入，區分「僅以音樂編
成之頻道」、「主要為音樂節目之頻道」、「綜合編成之頻道」、「新聞、體育
頻道」，乘以不同費率計算之。

(2)無締結年度概括利用授權契約時，以曲別依受信家數計算 之。另有複製使
用報酬。

2. 有線電視播送：

(1)  締有年度概括利用授權契約時，以前一年度事業收入之百分之一定之。另
依受信家數，定有最低使用報酬。事業無收入時，依最低使用報酬定之。

(2)  無締結年度概括利用授權契約時，以曲別依受信家數計算之。另有複製使
用報酬。

九、利用方式：租賃

區分 LP、單曲、CD、錄音帶，以唱片一張租賃一回計，定有不同使用報酬，CD 的費
用最高，單曲費用最低。若締有年度概括利用授權契約時，以一店鋪為單位，依出租回數，
定有每月使用費。

十、利用方式：營業用線上卡拉 OK

此部份之使用報酬包含重製及向公眾傳輸各種行為之費用。

1. 基本使用報酬：

(1)  締有年度概括利用授權契約時，以存取權碼166設定個數計算之。

(2)  無締結年度概括利用授權契約時，依伴唱機設備及社交場所等事業可使用
之著作數量計算之。

2. 單位使用報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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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6 「存取權碼」原文為 access code，是用來取得「存取（access）電腦資料的代碼（code）」，在網路等多人使用系統中，使用者要
進入電腦系統，必須輸入使用者名稱、密碼等資料，作業系統在確認該使用者為合法的系統使用者後，始允許其進入系統。使用者所鍵入
的使用者名稱和密碼合稱為存取權碼。



(1)  締有年度概括利用授權契約時，依受信裝置台數，課以資訊傳輸費的百分
之十或 950 円。若資訊傳輸費之 百分之十四低於 950 円時，以其額或 650 円定
之。

(2)無締結年度概括使用授權契約時，依其提供演出次數，依曲別計算之。

十一、利用方式：互動傳輸

先區分是否締有概括利用授權契約，再區分為商用傳輸或非商用傳輸。

1. 商用傳輸，以利用音樂著作為主要目的：

(1)  下載形式167：

(a)  依有無播放期間限制、資訊傳輸費有無、廣告費收入有無區分計算之，
並定有最低使用報酬。

(b)  來電鈴聲專用資料，依資訊傳輸費有無、廣告費收入有無區分計算之，
並定有最低使用報酬。

(c)  談話節目，依有無播放期間限制、資訊傳輸費有無、廣告費收入有無區
分計算之，並定有最低使用報酬。

(d)  訂閱服務時，區分解除服務後是否立即不能利用音樂著作，以每月資訊
傳輸費及廣告收入之比例乘以每月加入訂閱總人數計算之，並定有最低使用報
酬。

(2)串流形式168：服務內容區分「主要以音樂組成」、「一般娛樂」、「運動、
新聞等音樂利用比率低者」，以不同比例乘以每月資訊傳輸費用及廣告費收入計
算之，並定有最低使用報酬。

2. 商用傳輸，將歌詞或音樂以文字、樂譜等可視方式利用：

(1)  下載形式：

(a)  下載或可於受信端之印表機列印者，依資訊傳輸費有無、廣告費有無區
分計算之，並定有最低使用報酬。

(b)  不能於受信端之印表機列印之訂閱服務，以每月資訊傳輸費及廣告費收
入之比例乘以每月加入訂閱總人數計算之，並有最低使用報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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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7 「下載形式」係指接收傳輸者欲達成在接收傳輸裝置上離線重現著作之目的所為之利用方式。

16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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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式，僅以畫面呈現之歌詞、樂譜亦屬
之。



(2)不可於受信端印表機列印之串流形式：與上述 (1) 之 (b) 同。

3. 商用傳輸，以音樂利用以外為主要目的：

(1)  下載形式：

(a)  依有無播放期間限制、資訊傳輸費有無、廣告費收入有無區分計算之，
並定有最低使用報酬。

(b)  訂閱服務時，區分解除服務後是否立即不能利用音樂，以每月資訊傳輸
費及廣告收入之比例乘以每月加入訂閱總人數計算之，並定有最低使用報酬。

(2)串流形式：服務內容區分「主要以音樂組成」、「一般娛樂」、「運動、新
聞等使用音樂比率低者」，以不同比例乘以每月資訊傳輸費及廣告費收入計算
之，並有最低使用報酬。

4. 非商用傳輸:：

(1)  下載形式：依「一般」、「個人無營利目的使用」、「無營利目的教育機
關使用」區分訂定費用。

(2)  串流形式：依「一般」、「個人無營利目的使用」、「無營利目的教育機
關使用」區分訂定費用。

無概括利用授權契約時，以曲別資訊傳輸費之百分之二十或 20 円為上限，依具體情狀
定之。

十二、利用方式：BGM

將依有線播送等向公衆播送之著作使用受信裝置向公眾演出，或透過演出適法錄音之
錄音物，將音樂著作作為背景音樂（BGM）使用。

1. 以設施為單位，區分為一般店鋪或住宿設施，前者以店鋪面積，後者以住宿容
納人數，計算使用報酬。

2. 音源提供事業訂有概括利用授權契約時之使用報酬，以該事業前一年度營業收
入之百分之一計之。

十三、利用方式：CD 圖像 

指樂曲與歌詞或樂譜儲存於 CD、磁片、硬碟、快閃記憶體等媒介物，利用時共同顯示
螢幕之著作利用型態。

1. 買賣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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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明示定價者，以定價之百分之六除以所含著作數量，與 11 円高者定之。

(2)  無明示定價者，以曲別 11 円計之。

2. 其他：以曲別 600 円除以重製份數，與 11 円高者定之。

十四、利用方式：卡拉 OK 用 IC 記憶卡

與卡拉 OK 合一麥克風專用、聲音與歌詞儲存於 IC 記憶卡，利用時共同顯示於螢幕之
著作利用型態。

1. 買賣用：

(1)  明示定價者，以定價之百分之六除以所含著作數量，與 11 円高者定之。

(2)  無明示定價者，以曲別 11 円計之。

2. 其他：以曲別 600 円除以重製份數，與 11 円高者定之。

十五、其他

不能適用上述一至十四各種利用方式者，得依著作利用目的及型態、其他情形，於與
利用人協議之上，定其使用報酬之金額或費率。

第二款 JASRAC 訂定使用報酬之具體流程
JASRAC 於使用報酬率中對應實務的利用方式，不受限於日本著作權法上著作財產權

各種權利區分，而利用人於利用申請時，得以就所需之相關著作財產權一次獲得授權，對於
促進著作之圓滑利用，頗具實益。然而，使用報酬率之另一關鍵問題，使用報酬之訂定，對
於利用人是否願意且現實上可能為利用取得授權、支付使用報酬，是更為重要的因素。如同
前文曾提及，得著作利用之價值，因人而異，利用授權之價值難謂有一固定或可靠之計算公
式可資運用。理論上，就各種音樂著作之利用方式，於訂定使用報酬時，應考量下列因素：
利用人因著作利用所得之利益、該當音樂著作對於利用人事業活動之貢獻程度或重要性、利
用人的負擔能力、其他類似的利用方式之使用報酬率、國外使用報酬率水準、著作權集體管
理團體受託管理之音樂著作於全體音樂著作所佔之比例、數量或品質、整體社會經濟狀況等
等169。然而此些變數，於具體事例中之間關係複雜且多樣，對於使用報酬之訂定，無法提供
一明確之基準。

著作權集體管理團體之國際組織 CISAC 或許係鑑於此困境，曾決議要求所有著作之使
用報酬率，應一律以利用人盈餘的百分之十為基礎。然而，如此硬性要求一律以百分之十為
使用報酬之計算，顯然又忽略了各種著作利用方式對於著作之需求度不同、利用人之負擔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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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9 黃銘傑，日本 JASRAC 收費項目之研究，經濟部智慧財產局研究報告，2010 年 9 月，頁 39。



力、著作權集體管理團體本身所管理之著作數量、品質等因素，現實上不可能依此決議實
行。事實上，縱另有該項決議存在，現今各國著作權集體管理團體亦少有完全依該決議訂定
使用報酬率者。於此情況下，日本著作權主管機關乃認為，能夠確保著作權集體管理團體所
訂定之使用報酬率維持其合理性者，係該當使用報酬率之訂定過程，有讓著作權集體管理團
體、利用人代表或利用人團體得以充分表達其意見之機會，亦即該當使用報酬率之合理性，
係透過雙方協商的過程獲得維持。此理念反應於著作權集體管理法制上，便是前文曾介紹的
日本著作權等管理事業法第二十三條規定及其施行細則中，對於參與使用報酬率協議之主
體、客體、方式、流程等之詳細規範，希冀透過制度與程序之建立，確保協議得出之使用報
酬率之合理性170。

JASRAC 欲為使用報酬率訂定與修改時，其具體流程始於，JASRAC 成立一調查團
隊，針對所欲變更或訂定之使用報酬率利用方式、型態，調查歐美各國之使用報酬率水準或
類似於該利用方式、型態之使用報酬率水準，之後便依調查之結果設定使用報酬率。接著 
JASRAC 便須找出該利用方式、型態有關之利用人代表或團體，進行協議。就 JASRAC 實
務運作而言，如何找出此一代表人或團體，係最關鍵且困難之事。於傳統的利用方式、型
態，由於實務運作已久，其代表人或代表團體多以成型或固定，如於廣播電視之播送，自二
次世界大戰後，皆由社團法人日本民間放送連盟代表所有廣播及電視業者，與 JASRAC 進
行協議。然而，於新興之音樂著作利用方式、型態，如音樂著作於網際網路之利用等公開傳
輸利用方式，則因欠缺此類代表團體之存在，因而於使用報酬率之訂定初期，遭受相當之困
難。其後，係經由相關部門及業界的推動，方成立相關代表人團體，並以此代表人團體為窗
口，與 JASRAC 進行協議，最終達成關於公開傳輸利用方式的使用報酬率。

於與代表人或代表團體進入協議前，JASRAC 必須先行提出一定的使用報酬費率，以
作為協商之基礎，即上述依調查結果設定之使用報酬率。對於 JASRAC 而言，預先設定使
用報酬率時，最重要的參考對象或標準，是外國相關團體就同樣或類似利用方式及型態所訂
定之使用報酬率水準，以及 JASRAC 現行使用報酬率中，與所欲訂訂或變更之利用方式類
似者之使用報酬率水準。如，二〇〇五年與社團法人日本民間放送連盟就廣播電視機構播送
行為的使用報酬率進行協議時，JASRAC 廣泛調查歐美相關利用方式及型態的收費水準，
發現當時 JASRAC 對於播送行為的使用報酬率不及歐美平均水準的二分之一，並將此資料
提示給社團法人日本民間放送連盟，要求提高使用報酬率；後者雖然不贊同將使用報酬率提
升至與歐美國家相同水準，但亦不得不同意現行使用報酬率偏低，因而接受一定程度的使用
報酬率提高。此外，於新興的音樂著作於網際網路之利用等公開傳輸行為，JASRAC 自始
的基本立場即主張，在其關於音樂著作重製行為之使用報酬率為百分之六的情況下，鑑於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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開傳輸行為對於音樂著作著作財產權人的影響可能比傳統重製行為更大，因此其使用報酬費
率應不得低於百分之六；從而於協議開始時，JASRAC 所提示之使用報酬率為百分之十，
其後經反覆折衝，降至現行的百分之七點七之使用報酬率。另須注意者，JASRAC 使用報
酬率上所訂之使用報酬，係該 JASRAC 於徵收使用報酬時之上限，並非謂其對所有利用人
皆一律徵收此使用報酬率。例如,在前述二〇〇五年與社團法人日本民間放送連盟就廣播電
視播送行為所達成之使用報酬率變更的協議中，JASRAC 並非一次就將其對各播送事業所
收取之使用報酬率提高至變更後使用報酬率之水準；而是逐年調升。另一方面，於具體徵收
的運作上，JASRAC 亦會斟酌利用人利用數量、徵收之事務成本、配合狀況、利用方式的
性質與目的、經濟變動等因素，給予利用人一定的折扣171。

依據前款介紹之著作利用方式或型態之分類，JASRAC 與利用人團體反覆的磋商，並
考量其他國家使用報酬率水準、音樂著作的利用方式、音樂著作利用對利用人所得之直接或
間接效果、基於該當利用方式所利用之音樂著作於 JASRAC 所管理之著作中所佔之比例等
因素，而定出 JASRAC 的使用報酬率。此際，如同前述，由於 JASRAC 係著作權等管理事
業法上之「指定管理事業」，因此倘若利用人團體對於 JASRAC 所提之使用報酬率不滿意
且協商未果者，得請求主管機關介入就使用報酬為裁定。此制度施行迄今為止，不論是現行
著作權等管理事業法制定前後，似未聞利用人團體曾因無法與 JASRAC 達成協議，而請求
主管機關介入，要求主管機關作出裁定者。從而，可知對於 JASRAC 而言，如何提出合理
之使用報酬率，與利用人進行協商，並達成協議，乃是其為著作權集體管理業務時最為重要
的課題。

第五項 JASRAC 就著作權侵害之對應方式
著作權侵害行為有以下特徵：(1) 密室性。，舉例言之，如卡拉 OK 包廂中發生的著作

權侵害行為。於卡拉 OK 包廂中，最可能侵害的係日本著作權法上的演出權與上映權。若卡
拉 OK 包廂經營者未取得 JASRAC 之利用授權，進行營業，消費者進入包廂，操作卡拉 
OK 裝置，於伴奏音樂演奏開始時，便為侵害著作權行為之起始時點，此侵害行為將持續至
卡拉 OK 包廂經營者與 JASRAC 就其所管理之著作締結利用授權契約為止。而此侵害行為
因係於密室中發生，對於著作權人而言，何著作被利用、利用之時間長短，即便僅求較概括
之利用資料，如 JASRAC 所管理之著作，以單位時間區分之利用量，亦難以確實掌握。這
對於著作權人監視其著作權是否被侵害及事後之舉證，係一大難題。
(2) 匿名性。舉例言之，如網際網路上發生之著作權侵害。此種情形最可能侵害的是日本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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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權法上的重製權與公開傳輸權。於網際網路上之資料傳輸，可以匿名為之。濫用網際網路
環境的匿名性，進行違法的音樂檔案分享，係近年來常見的著作權侵害行為態樣。著作權人
即使欲保護自己之權利，但難以特定為直接著作權侵害行為之行為人，再加上後述第 (3) 項
侵害行為的大量性與零碎性，導致為保障著作權人之權利，須要求就直接侵害行為有一定程
度以上相關或參與之第三人，分擔部分責任。間接侵權責任之發展及以立法方式解決取得特
定直接侵害行為人資訊之困難，可謂係為因應網際網路上之著作權侵害而生。
(3) 大量性、零碎性。此特性於網際網路上之著作權侵害相當明顯。如：國際唱片業協會
（International Federation of the Phonographic Industry，以下簡稱 IFPI）公布之資料172，
於二〇〇五年估計有近二百億首歌曲於網際網路上被非法下載或進行檔案交換。如此龐大數
量之著作權侵害行為，其累計之損害金額亦十分巨大，但若以個別之侵害行為觀之，其規模
又甚小，或也因此導致個別之著作權侵害行為更易發生，因其損害不大，侵害行為人未必意
識到其違法行為之嚴重性。

而就重要私權的保障，立法上常採取的手段：(1) 就侵害該私權者科以刑罰；(2) 使該
權利具排他性，並得請求侵害之妨止與排除。日本著作權法即採用上述方式保障著作權173，
由此可知著作權在其權利體系上之重要性。然而著作權因個別權利未必有極大之經濟價值、
著作權人無力自行監視權利侵害之有無，且耗費過多心力於維護既有著作權，可能反而不利
於之後的創作，為回應此需求而生之著作權集體管理團體，可謂是歷史的必然。JASRAC 
依信託作為受託人為委託人管理著作財產權，依信託契約約款第十五條規定，得對未得利用
授權之利用人告訴、提起訴訟。惟著作權法之立法目的，不僅為保護著作權人，也為促進社
會文化發展174，因此 JASRAC 於其權利行使及義務履行上，皆須以「公正」為宗旨175。

不同於日本企業對訴訟多持盡量避免為之的態度，JASRAC 係以「公正」為出發點，
自主、甚至積極地尋求司法救濟。考量紛爭之性質、數量，而於民事調停、起訴前和解、裁
判、刑事告訴各種不同訴訟策略中，採取最適當之手段。

近五十年來，JASRAC 尋求司法救濟有漸往民事事件之趨勢，其中訴訟事件超過九成
係關於演出權之事件。自一九九九年至二〇〇四年因小面積社交場合（如 KTV）之使用報
酬不再免除，導致該類店鋪未經利用授權之利用人大增，該時期之訴訟事件因而較多，其後

68

172 IFPI, Piracy Report 2006, p.4 (2006).

173 科以刑罰者：日本著作權法第一百一十九條、第一百二十條、第一百二十條之二、第一百二十一條、第一百二十二條、第一百二十二
條之二、第一百二十三條、第一百二十四條。權利排他性參照同法第一百一十二條。

174 日本著作權法第一條。

175 紋谷暢男，JASRAC 概論，日本評論社，2009 年 11 月，頁 152-153。



訴訟事件數量已減少。另一九九九年後，民事調停之運用漸多176，民事調停之好處係以與對
方成立合意為目標。

第六項 JASRAC 之實務案例
本項中將介紹三件 JASRAC 實務上案例，此些案例反映了日本著作權集體管理制度之

部分問題或為法律解釋時之原則。

第一款 著作權集體管理團體的利用授權義務：

東京地決平 19・3・22 判例集未登載（成田有線電視間接強制申立事件）177

著作權等集體管理事業法第十六條規定著作權集體管理團體，若無正當理由，不得就
其管理之著作拒絕為利用之授權，本規定之旨趣，委託人委託受託人（即著作權集體管理團
體）管理其著作財產權，係期待受託人積極為利用之授權，盡可能地收取使用報酬；且若允
許著作權集體管理團體對利用人之利用授權申請得自由拒絕，因著作之替代性低，將造成利
用人之重大不便，且不利於著作之圓滑利用。故為保護委託人及利用人之權益，著作權等集
體管理事業法課予著作權集體管理團體，著作利用之授權義務，僅限於有正當理由時，始可
拒絕為之178。因而該條規定中「正當理由」之判斷至為重要，影響著作權集體管理團體此項
義務之界線。

第一目 案例事實
JASRAC 就其管理之音樂著作，與有線電視業者 X 締結利用授權契約，使 X 得以 

CATV 之方式利用著作。惟 X 嗣後就基於該契約之使用報酬，發生給付遲延之情況，且直至
該利用授權契約期間屆滿，皆未給付。於利用授權契約屆滿後，X 未得 JASRAC 之利用授
權，繼續以 CATV 之方式利用 JASRAC 管理之音樂著作。

基於上述事實，JASRAC 提起訴訟請求 X 支付基於利用授權契約之使用報酬，並請求
排除 X 繼續利用 JASRAC 管理之音樂著作之行為。此訴訟以 JASRAC 請求有理由判決確
定。X 於判決確定後，先給付利用授權契約中給付遲延之使用報酬予 JASRAC，惟 
JASRAC 請求 X 就其於利用授權契約前間屆滿後，未獲利用授權為著作利用，給付與使用
報酬相當之金額，否則便拒為上述利用授權契約期間屆滿後及後續之利用授權。且 
JASRAC 並請求法院就 X 違反前述確定判決，繼續利用著作之行為，為每日兩百萬円之間
接強制決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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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6 紋谷暢男，JASRAC 概論，日本評論社，2009 年 11 月，頁 154-155

177 基本事件：知財高判平　17・8・30。

178 著作権法令研究会編，逐条解說 著作権等管理事業法，有斐閣，2001 年，頁 95。



第二目 爭點
對於因過去著作權侵害，損害賠償尚未清償之 X，後續申請之著作利用授權，作為著

作權集體管理團體的 JASRAC 拒為授權，是否違反著作權等管理事業法第十六條之利用授
權義務。

第三目 法院見解
X 因確定判決應支付損害賠償尚未清償前，JASRAC 拒與之再締結利用授權契約，屬

著作權等管理事業法第十六條之「正當理由」，並違反著作權等管理事業法。

第四目 簡評
著作權等管理事業法第十六條之規範旨趣如前述；於著作權仲介業務法時代，雖未於

法條明文規定此義務，惟解釋上仍可得出著作權集體管理團體負有利用之授權義務179。對利
用授權之申請，其拒絕之「正當理由」主要係「違反委託人之意思」或「有不得不拒絕之情
事」，舉例言之，如締結管理委託契約時，委託人就特定之利用行為態樣，明確表示拒絕該
利用時，此時便係違反委託人之意思。又如利用人過去或未來有不支付使用報酬之情形，可
推知若為利用授權，通常係違反委託人之合理意思。其他如遇天然災害等則為不得不拒絕者
180。

本件中 X 雖主張 JASRAC 就利用授權契約屆滿後，X 之利用行為並未取得何債務名
義，卻以 X 就該段期間之利用行為尚未支付相當於使用報酬之金額，故不為利用之授權，
已逸脫確定判決之債務名義，並假借該執行之名，圖債務名義外之利得，係違反著作權等管
理事業法第十六條。

然而，無論就該段期間 JASRAC 有無債務名義，未得 JASRAC 之利用授權而利用 
JASRAC 所管理之音樂著作，本即為違法之事。未得同意擅自利用之債務未釐清、未清償
前，JASRAC 拒絕 X 之利用授權申請，應肯認係有正當理由181。因此情形應可認定若為利
用授權，通常係違反委託人之合理意思。

另，本件法院就 Y 違反確定判決，未得同意繼續利用 JASRAC 所管理之音樂著作，課
予每日兩百萬円之間接強制金，亦頗具參考價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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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9 參照最判昭 47・2・4 判例集未登載「東海観光事件」。雖著作權仲介業務法未如天然氣事業法等明文規定「無正當理由，該等事業

有締約之義務」，但依著作權仲介業務法第九條禁止仲介人為有害公益行為之立法旨趣，及日本民法第一條明示之權利行使基本原則，應
認為無正當理由，著作權集體管理團體不得拒絕利用人之利用授權申請。

180 著作権法令研究会編，逐条解說 著作権等管理事業法，有斐閣，2001 年，頁 96。

181 另須注意者，若著作權集體管理團體無正當理由拒為利用授權時，著作權集體管理團體因違反其利用授權義務，對申請利用授權之利
用人須負損害賠償責任，然此並非將利用人未得利用授權之著作利用行為合法化。但若著作權集體管理團體無正當理由拒為利用授權，又
對該被拒絕授權之利用行為，請求排除之，可能構成權利之濫用。參照前註之「東海観光事件」。



第二款 著作權集體管理團體對委託人之責任：
東京高判平 17・2・17 判例集未登載（記念樹・JASRAC 事件控訴審判決）

JASRAC 因其與委託人間之信託契約，對複數受益人負有公平義務182。而本件便係涉
及當委託人之一的著作有侵害其他委託人之著作可能性時，JASRAC 作為受託人，應採取
何種措施始不違其公平義務。而為避免有侵害他著作，JASRAC 對該可能侵害他著作之著
作之利用授權義務，又會受上述公平義務多少影響？本件不僅是 JASRAC 為著作權集體管
理之重要案例，更反映出當著作權人權益與著作之被利用利益發生扞格時，其價值判斷與對
應措施選擇。

第一目 案例事實
甲歌曲之歌詞與樂曲著作人 A，將其著作財產權讓與音樂出版人 X，音樂出版人 X 又

委託 JASRAC 管理甲歌曲，並依信託契約移轉著作財產權。著作人格權仍屬 A。

唱片公司B1、音樂出版人 B2 及電視局 B3，提出企劃，擬製作 B3 播送之電視節目之 
CD 專輯，專輯中之一曲委託作曲家 B4 創作，而作曲家 B4 創作完成歌曲「記念樹（以下
稱乙曲）」，並讓與乙歌曲之著作財產權予 B2，B2 又委託 JASRAC 管理乙歌曲，並依信
託契約讓與著作財產權予 JASRAC。

B1 與 B2 完成含乙歌曲之 CD 專輯母片（母片權由 B1 保有）。B1 並製作 CD 專輯於
市面上販售。B3 並自 JASRAC 取得乙歌曲之利用授權，近十年皆於每週一回的電視節目中
作為結尾曲，播送乙歌曲。

A 與 X 對 B4 提起損害賠償請求訴訟，主張乙歌曲係侵害甲歌曲之著作人格權。別件
訴訟中，控訴審判決183認定乙歌曲侵害甲歌曲之編曲權。JASRAC 依別件訴訟之最高裁決
定，控訴審判決確定，而停止為乙歌曲之利用授權。

本件，X 主張 JASRAC 就乙歌曲於一定期間內繼續對著作利用人為利用授權，且因該
利用授權而致利用人得以播送、錄音、演出等利用方式利用著作之行為，依日本著作權第二
十七條及第二十八條，侵害甲歌曲之著作權，係不法行為，並係信託契約之債務不履行，請
求損害賠償。

於原審，X 主張別件訴訟提起後，JASRAC 之利用授權行為始成為問題，於控訴審則
擴張請求，將損害起算之時點提早至 JASRAC 開始為乙歌曲利用授權行為之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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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目 爭點
JASRAC 之利用授權行為是否違反著作權集體管理團體之注意義務。

第三目 法院見解
依 JASRAC 之信託契約，因著作權之侵害爭議，JASRAC 就系爭著作可採取以下措

施：(1) 使用報酬分配之保留；(2) 利用授權之停止。

其中利用授權之停止，係對可能被侵害之著作較優厚之保護手段，但相對的，被停止
利用授權之著作，其未經利用人之判斷，僅因 JASRAC 之判斷便排除該歌曲被表現之機
會，其後果影響極大，且若之後被判斷並無著作權侵害時，被停止利用授權之一方，其損害
難以回復（不若使用報酬分配保留時，被保留之分配金可為實質擔保）。而若採取使用報酬
分配保留之措施，系爭著作之利用授權並不停止，仍可自利用人處徵收使用報酬，僅不分配
該使用報酬，由 JASRAC 保留之。對主張著作權被侵害之一方而言，若該當侵害之損害超
過被保留之使用報酬，此救濟方式確實不若「利用授權停止」完全，惟經保留之系爭著作使
用報酬，可謂係實質上之擔保，若確係著作權侵害，在無不可回復損害發生之情況下，受侵
害一方之損害回復，通常已可得基本之保障。從而，整體而言，使用報酬分配之保留，若無
特殊情事，比起利用授權之停止，係較穩當且合理之措施。

JASRAC 因信託受讓大量的音樂著作之著作財產權，其為著作權集體管理時，對於其
管理之著作是否侵害他著作權，負有一般的注意義務。但著作權侵害之爭議，具體之情況十
分多樣，JASRAC 僅能就具體個案，合理的判斷，選擇適當之對應措施。也因此，其採取
之措施是否構成不法行為責任或債務不履行責任，須依個案中，著作權侵害的明確性、侵害
的性質等具體情狀，個案判斷之。

本件 JASRAC 於 X 提起別件訴訟至該訴訟確定後停止乙歌曲之利用授權，該期間 
JASRAC 僅為乙歌曲使用報酬分配之保留，仍繼續為乙歌曲之利用授權，並無不法行為責
任或債務不履行責任。

第四目 簡評
如同本章前述，JASRAC 於所管理之著作財產權發生爭議時，可採取：(1) 使用報酬分

配之保留；(2) 利用授權之停止；(3) 信託財產之除外。三種措施。而依委託人與 JASRAC 
間之信託契約，委託人最重要之義務，係保證義務，委託人須保證其委託 JASRAC 管理之
所有著作，著作權確係其所有，且未侵害他人之著作權。JASRAC 受委託管理之著作數量
極為龐大，若要求 JASRAC 於受理作品報告書時，主動審查是否有著作權法上之著作權及
是否侵害他著作權，實係過苛，該審查之巨大成本，將導致合理與有效率著作權集體管理成
為不可能。故於信託契約中課予委託人保證義務。而 JASRAC 只於事後當著作財產權發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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爭議時，得採上述三種措施對應。至於 JASRAC 之義務，於本件中較相關者為公平義務及
利用授權之義務。

信託契約之受託人，負有依信託契約規定為信託財產之管理處分之義務。易言之，信
託契約的內容規定受託人之行為，而信託契約亦予受託人一定範圍內之裁量權。只要受託人
於該裁量權範圍內，為判斷選擇，除非該選擇明顯不合理，原則上不生義務違反問題。因
而，該選擇之合理性判斷，係公平義務之重要判準。於著作權信託契約時，委託人對著作權
侵害有無之爭議發生時，定有上述三種措施，而其具體之運用，委由 JASRAC 為裁量。
JASRAC 考量公平義務、利用授權之義務及對委託人之不利益最小化，依 (1) 著作權侵害之
客觀事實明確性；(2) 委託人是否明示要求為管理除外措施等要素判斷，選擇採取何措施對
應爭議。

而本件之具體情形，著作權侵害之有無於判決確定前，並非毫無爭議，明確性不高；
且於判決確定後，JASRAC 確已依委託人之明示為系爭著作之管理除外措施，故法院據其
認定之事實，認為 JASRAC 之判斷係於信託契約予之裁量權限內之合理判斷，未違其公平
義務。

本件判決中，法院另自表現之自由的觀點考察 JASRAC 所採取之措施，亦十分有參考
價值。法院認為被停止利用授權之著作，其未經利用人之判斷，僅因 JASRAC 之判斷便排
除該著作被表現之機會，其後果影響極大，且若之後被判斷並無著作權侵害時，被停止利用
授權之一方，其損害難以回復；自被停止利用授權之著作，該著作人之「表現自由」觀點，
調整可能被侵害著作權之利益，並由此考察 JASRAC 採取措施之合理性。於行政法領域有
所謂「比例原則」，以該當措施有適當性、必要性為前提，且該當措施之目的與手段一須符
合狹義比例原則，易言之，不得為過度之規制。本件判決中，法院似有意運用比例原則之想
法，在表現自由及著作權間為利益的調整，而從觀點看來，JASRAC 所採取之措施亦具妥
適性。

整體而言，本件判決認為於著作權侵害有無尚在司法審判程序中，未確定前，且委託
人並未請求將系爭著作為管理除外時，受託人未自行判斷有無著作權侵害，而採取將徵收之
使用報酬，為分配之保留，俟紛爭解決後，再分配予正當權利人之措施，(1) 符合信託目
的，亦即有助於保護著作權及促進著作之圓滑利用；(2) 未違反作為信託契約受託人應公平
管理多數委託人著作權之義務；(3) 未違反作為著作權集體管理團體對於利用人之利用授權
申請，為利用授權之義務；(4) 考量管理除外措施對委託人之表現自由之影響，尚屬合理範
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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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款 公正取引委員會對 JASRAC 違反獨占禁止法184之行為停止命令

二〇〇九年二月二十七日，日本公正取引委員會，認定 JASRAC 之行為違反日本私人
獨占禁止法第三條禁止私的獨占之規定，依同法第七條第一項，命令 JASRAC 停止其行
為。因著作之替代性低，著作權集體管理團體就其管理之著作財產權可謂處於準獨占之地
位；且其成立、權利管理、權利行使方式本質上亦涉及結合、聯合等行為，故著作權集體管
理制度與競爭法本即有密切之關係。本案尚在進展中，未來之發展值得關注。

第一目 案例事實
於著作權等管理事業法施行前，依著作權仲介業務法，著作權集體管理團體之成立，

須經文化廳廳長之許可。而於著作權仲介業務法時期，JASRAC 乃日本國內唯一關於歌
詞、樂曲之著作權集體管理團體。著作權等管理事業法施行後，著作權仲介業務法廢止，對
於著作權集體管理團體之設立改採登記制，不再需要文化廳廳長之許可，故除了 
JASRAC，關於音樂著作另有新設立之 e-License、Japan Rights Clearance Inc. 等著作權
集體管理團體。

至二〇〇六年九月以前，僅有 JASRAC 就播送等相關著作利用方式為著作權集體管
理。而播送事業與 JASRAC 間皆簽訂就 JASRAC 管理之著作以播送等方式利用之利用授權
契約，並於其播送之節目中使用 JASRAC 管理之著作。

關於播送事業之播送行為，其使用報酬徵收方式如前述，有概括使用報酬及曲別使用
報酬。而各播送事業於一定期間內，於各節目中使用之音樂著作總數，大抵而言變動不大，
採用概括使用報酬方式徵收使用報酬時，使用報酬係依播送事業收入之一定比例計算得出。
而若此種計算方法，並未反映播送事業於節目中使用之著作總數中，JASRAC 管理之著作
所佔之比率時，則播送事業又為播送其他著作權集體管理團體管理之著作支付使用報酬時，
播送事業為播送付出之使用報酬總額，將因此增加。依公正取引委員會於二〇〇三年發表之
「關於數位內容與競爭政策之研究會」報告書，儘管著作權等管理事業法引進著作權集體管
理團體多元制，期望複數著作權集體管理團體加入市場競爭，惟著作權集體管理團體與大量
利用著作之利用人間簽訂概括授權契約，造成無新著作權集體管理團體加入市場，該概括授
權契約是否於該市場造成限制競爭之效果，成為問題。

而 JASRAC 於二〇〇一年著作權等管理事業法施行後，依概括使用報酬的徵收方式，
自全部播送事業徵收之使用報酬，依然未反映播送時之利用比率。且二〇〇五年 JASRAC 
與社團法人日本民間放送連盟（以下稱民放連）因雙方當時之利用授權契約將於二〇〇六年
期間屆滿，展開協議；協議中，雙方係以維持舊有之徵收方式為方針，民放連曾詢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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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ASRAC 是否因有新的著作權集體管理團體加入市場，考慮調降其使用報酬，JASRAC 否
定之。協議之結果，雙方於二〇〇六年至二〇一三年間之利用授權契約，仍採取舊有之徵收
方式。須注意者係，JASRAC 雖亦定有曲別使用報酬之使用報酬率，但播送事業若以曲別
使用報酬方式計算，其應支付之使用報酬總額將明顯增加，故全部之播送事業仍以舊有之徵
收方式與 JASRAC 締結利用授權契約。

e-License 於二〇〇六年增訂關於播送等之使用報酬率，並受 Avex Management 
Service（以下簡稱 Avex）委託管理關於音樂著作權中之播送等利用方式。於同年十月一日
與播送事業簽訂概括利用授權契約，並以曲別使用報酬方式徵收使用報酬。然而播送事業內
部檢討是否於節目中播送 e-License 管理之著作時，認為既已與 JASRAC 簽訂上述利用授
權契約，若於節目中使用 e-License 管理之著作，則又須支付使用報酬予 e-License，產生
「追加負擔」，為播送支付之使用報酬總額將增加。而為避免此「追加負擔」，播送事業於
自行製作之節目中，極少使用 e-License 管理之著作。

其後，Avex 考量播送事業極少使用其著作，為不致播送事業有「追加負擔」，乃限定
於二〇〇六年十月一日起至十二月三十一日止，播送事業播送 Avex 之著作，使用報酬為免
費。於同年十二月下旬，因透過 e-License 得受分配之使用報酬收入狀況未見改善，Avex 
自二〇〇七年一月起，終止其與 e-License 關於著作之播送等利用方式之管理委託契約。

而 e-License 因播送事業不願於節目中使用其管理之著作，導致著作權人不願就播送
等利用方式之委託其管理，其受管理委託之著作數量，難以提昇，就此部分之著作權集體管
理業務無以為繼。

公正取引委員會乃認定 JASRAC 與播送事業簽訂概括授權契約，並採概括使用報酬方
式徵收之行為，係排除其他著作權集體管理團體之事業活動，違反公共利益，對播送事業為
播送等利用方式利用授權之著作權集體管理領域，有限制競爭效果，該當日本獨占禁止法第
二條第五項之私的獨占，違反獨占禁止法第三條之規定。故對 JASRAC 依獨占禁止法第七
條第一項之規定，命令其停止違法行為。

JASRAC 主張公正取引委員會之停止命令應撤銷，並依獨占禁止法第四十九條第六項
請求審判，其理由如下185：

一、未為任何反競爭之指示、要求：JASRAC 主張公正取引委員會亦承認未發現 
JASRAC 為任何反競爭之指示或要求，卻仍認定 JASRAC 於本件中該當私的獨占，係適用
法規錯誤。且播送事業依其視聽者喜好為音樂著作利用，則播送事業不利用某些著作之結果
責任，由 JASRAC 承擔顯無合理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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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公正取引委員會之停止命令中，未明確說明未來該採用何種方法計算播送之使用
報酬：JASRAC 之使用報酬率係與利用人代表協議定出，有其合理性，即使不依公正取引
委員會之要求，依節目中使用之著作總數，JASRAC 所管理之著作比率調整，亦無何種問
題。且若要求依該比率調整使用報酬，則須播送事業之配合，提供完整之使用著作清單，並
非 JASRAC 本身即能完成此調整。該停止命令對於使用報酬徵收方式具體上應如何變更，
並未明確表示。

三、停止命令之內容，須有播送事業之協力，JASRAC 無法獨立實行：依停止命令之
內容，JASRAC 應依其管理之著作占節目中使用之著作總數之比率調整使用報酬，則播送
事業須協力提供完整之使用著作清單。於二〇〇八年四月開始，JASRAC 已要求部分播送
事業提供完整之使用著作清單，但剩下之部分播送事業，仍須取得播送事業之理解與協力始
能達成。

四、支付予 JASRAC 之使用報酬，係 JASRAC 就所管理之著作為利用授權之對價：
播送事業與 JASRAC 簽訂利用授權契約，並依契約內容計算使用報酬，該使用報酬便係 
JASRAC 就其所管理之著作為利用授權之對價；若播送事業欲利用其他著作權集體管理團
體管理之著作，自應另行支付使用報酬予他著作權集體管理團體。

二〇〇九年七月九日東京高等裁判所以 JASRAC 提存保證金一億円為條件，同意 
JASRAC 之執行免除申請。二〇一一年六月一日之第十三回審判，JASRAC 提出其最終意
見後，審判程序終結。東京高等裁判所尚未做出審決。

第二款 簡評
本件法院尚未做出審決，故 JASRAC 與播送事業簽訂概括授權契約，並以概括使用報

酬方式徵收使用報酬之行為，是否係日本獨占禁止法上之私的獨占，尚難有定論。但在此可
補充說明者，係日本公平取引委員會之停止命令，並非否定 JASRAC 或其他著作權集體管
理團體未來與利用人締結概括授權契約，並以概括使用報酬方式徵收使用報酬。易言之，若 
JASRAC 以上述方式徵收使用報酬，再考量其管理之著作占節目使用著作總數之比率，調
整其使用報酬，則 JASRAC 依然得以概括使用報酬方式徵收使用報酬，公平取引委員會停
止命令之目的也能達成。就實務運作而言，要完全不允許以概括使用報酬方式徵收使用報
酬，目前仍有實行之困難。就此而言，公平取引委員會為停止命令之目的，乃係透過為利用
人爭取較低之使用報酬，使新進之著作權集體管理團體有發展之空間，而經由市場競爭之強
化，提供著作權人於委託管理著作財產權時，有更多選擇，最終亦可達保護著作權人之目
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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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項 小結
由本節關於 JASRAC 之介紹可知，JASRAC 就著作權集體管理制度之兩大目的：(1) 

保護著作權人權利；(2) 促進著作之圓滑利用，係透過其整體組織之架構、與著作權人之關
係及其執行著作權集體管理業務之流程，各方面配合達成。對著作之流通與利用影響最直接
者，亦即利用人最為在意者，係 JASRAC 就其管理之著作之利用授權方式及其對價。換言
之，係 JASRAC 訂定之使用報酬率中的收費項目及其金額。而 JASRAC 受惠於其受委託管
理之著作財產權，原則上係委託人所有之全部著作財產權，得彈性因應利用人與利用實務上
之需要，設計其收費項目。此對於利用人取得著作之利用授權甚為便利；而上述 JASRAC 
受管理委託著作權之特性，亦使其於出現新型態之著作利用時，得更快速對應訂定或決定適
用之使用報酬率，此對於促進著作之流通與利用，更有幫助。

在使用報酬率之收費金額方面，因著作利用授權之價值難謂有一客觀之標準，日本之
立法係以保障於該使用報酬率訂定過程中，利用人代表或團體得有充分表達其意見之機會，
以確保該使用報酬率之合理性。此部份最為困難者，係利用人代表或團體之尋找。尤其近年
來之新型態著作利用，常具有分散性、匿名性、零碎性等特性，如何尋找出利用人代表或團
體，與著作權集體管理團體協商，係此制度能否順利運作之關鍵，實有賴相關各界之協力，
而非著作權集體管理團體自身可為。惟 JASRAC 於進行協商時，以與利用人達成協議為目
標，將提出合理且雙方接受之使用報酬率，便於未來依此為著作之利用授權，此種態度十分
重要。

對著作之流通與利用影響較為間接者，係著作權人是否有意願進入著作權集體管理制
度，亦即將其著作財產權委託與著作權集體管理團體管理。此涉及到著作權人對於著作權集
體管理制度之信任度。就此而言，JASRAC 透過信託制度及信託契約約款之規劃，確保委
託人之權益，使其得以安心將其著作財產權委託 JASRAC 管理。而管理範圍選擇制之引
進，更進一步保障著作權人對其著作財產權之控制力，著作權人更可視其需要，決定管理委
託之範圍。而管理委託之例外，亦係考量現實著作其他利用之必要而設。除此之外，
JASRAC 之組織架構亦係保護著作權人權益之一環。JASRAC 於日本國內各地設有分部，
以其龐大之組織進行著作利用之監控，積極地主動探知著作利用情形，此係僅有一己之力 
難以自行監控著作利用的著作權人，進入著作權集體管理制度之最大誘因。

有力而完善之著作權集體管理制度，令著作權人樂於委託其著作財產權予著作權集體
管理團體管理，而此係間接地更促進著作之流通與利用。對著作權集體管理團體而言，為著
作利用之授權，收取使用報酬作為對價，並以使用報酬之一定比例作為其管理手續費，其所
管理之著作數量與質量，會影響其為利用授權之機會與使用報酬之高低。對利用人而言，更
多的著作權人將其著作財產權委託著作權集體管理團體管理，則其須花費於尋找著作財產權

77



人、取得利用授權之交易成本亦降低。通過反覆加強，著作權集體管理制度係著作權法立法
目的實現之重要輔助。JASRAC 作為日本音樂著作方面最大之著作權集體管理團體，觀察
其長久以來之運作，可得知此關於著作權集體管理制度之論述，確係的論。

固然，著作權集體管理制度亦非沒有成本，對著作權人而言，管理手續費便係委託著
作權集體管理團體管理最顯而易見之成本。而著作權集體管理團體因其準獨占享有之優勢地
位，即使經由程序保障利用人於使用報酬率訂定過程中有充分表達意見之機會，仍可能使利
用人付出偏高之使用報酬。此些部份可能涉及競爭法之問題，而日本公平取引委員會對 
JASRAC 之停止命令可視為此問題之縮影。著作權集體管理制度之成本確實可能透過引進
競爭，將之控制於合理範圍，日本著作權等管理事業法就著作權集體管理制度由一元制改為
多元制，便反映此種理念。惟就日本目前實務發展觀之，新進之著作權集體管理團體影響力
仍甚小。因而，日本著作權集體管理制度之未來發展與演變，仍相當具有觀察與研究之價
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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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我國著作權集體管理之現狀
第一節 我國著作權集體管理法制簡介
第一項 著作權仲介團體條例
第一款 立法緣起

權利人協會乃係由權利人等為特定目的，如：保障權利、促進福祉、聯誼性質等所組
成之協會，於我國著作權集體管理團體法制化之前，實務上便存在類似之權利人協會，著作
財產權人藉此與利用人進行協商收取使用報酬，其運作實務對我國之著作權集體管理制度留
有影響。而我國著作權集體管理團體法制化，始於民國七十四年著作權法修正時加入之第二
十一條規定:「音樂著作權人及利用音樂著作之人為保障並調和其利益，得依法共同成立法
人團體，受主管機關監督與輔導，辦理音樂著作之錄製使用及使用報酬之收取與分配等有關
事項。其監督與輔導辦法，由主管機關定之。」但由於該立法不當，引起學者諸多批評186，
除該法僅就音樂著作權集體管理團體作宣示性規範，並未及於其他類別之著作，立法顯有缺
漏外，當時的主管機關並無法對於該等團體制定具體之監督與輔導辦法187，導致當時所謂的
音樂著作權集體管理團體並無法依據著作權法或相關子法順利成立。至於嗣後出現許多事實
上從事著作權集體管理業務者，則大多是依據人民團體法設立188。

第二款 著作權仲介團體條例
鑑於民國七十四年著作權法第二十一條之立法不當，於民國八十一年修法時，即刪除

舊法第二十一條之規定，並於八十一條作如下規定：「著作財產權人為行使權利，收受及分
配使用報酬，經主管機關之許可，得組成著作權仲介團體。前項團體之許可設立、組織、職
權及其監督、輔導，另以法律定之。」由此條規定可看出我國係將著作權集體管理團體定名
為「著作權仲介團體」；且該團體必須由著作財產權人組成之；該團體之目的係為著作財產
權人行使權利，收受及分配使用報酬；該團體之組成必須經主管機關許可，且揭示必須另以

186 如該條規範目的不應限定只有音樂著作權人及利用音樂著作之人才能組織此種團體，立法者顯然未能全面認識到著作權集體管理團體
之必要，只認知到音樂性著作權集體管理團體之重要；另，該條限制只有「法人團體」才能為多數著作權人管理著作權，卻又沒有加以說
明個人為管理著作權之行為有礙於社會秩序或公共利益；而該條把監督與輔導管理團體之規定交由主管機關訂定之，更可能違反法律保留
原則。參見劉孔中，西德著作權及鄰接權受託管理團體法法條翻譯，法學叢刊第一三九期，頁 109。
此外，另有見解認為該條讓處於相對立、有利害衝突之音樂著作權人與利用音樂著作人共組團體，反而易使力量相互抵銷，難期發揮集體
管理效果，事實上恐有滯礙難行之處，且與世界各國音樂著作權集體管理團體係由著作權人組成之通例有違。參見蕭雄淋，新著作權法逐
條釋義(三)，五南圖書出版有限公司，1996 年，頁 16。

187 當時主管機關內政部雖然極欲依法訂定著作權仲介團體之監督與輔導辦法，但由於著作權法第二十一條立法上之缺漏不當，在民國七
十五年五月間，於各界要求下暫停訂定該辦法。參見章忠信，著作權仲介團體條例簡述，月旦法學三十四期，1998 年 3 月，註一。

188 參見葉文博，著作權仲介團體之會員對於授權利用契約之影響‧兼論對著作權仲介團體條例草案之立法建議。資訊法務透析，1997 年 
6 月，頁 20-21。



法律訂定關於設立、管理、監督輔導該等團體之規定。當時之主管機關內政部自七十八年起
即委託學者專家針對著作權集體管理團體進行研究189，並制定立法草案，嗣後經行政機關多
次修稿，終於在八十六年十月九日經立法院完成三讀，於十一月五日經總統公布，正式施
行。該條例共分七章四十六條，以下將就著作權仲介團體條例之重點及特色作介紹。

第一目 著作權仲介團體由同類著作之著作財產權人所組成
依著作權仲介團體條例第三條第一款，著作權仲介團體係指由同類著作之著作財產權

人依照著作權仲介團體條例組織登記成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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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處著作之分類，係依我國著作權法第五條為
之190，故我國仲介團體之會員必為同類著作之著作財產權人，不同類著作之著作財產權人不
得共同組成著作權仲介團體，是以音樂著作之著作財產權人僅得成立音樂著作權仲介團體，
而不能與錄音著作或其他著作之著作財產權人合組著作仲介團體。

第二目 著作權仲介團體之成立採許可制
著作權仲介團體應依著作權仲介團體條例登記成立，如未依照該條例組織登記成立，

不得執行仲介業務或以仲介團體名義為其他法律行為，如有違反者，其所訂之個別授權契約
或概括授權契約無效；因而致他人受損害者，行為人應負賠償責任，且有刑責191。此外，著
作權仲介團體如未依著作權仲介團體條例第八條第一項規定，於許可設立後六個月內辦理法
人登記，經主管機關撤銷許可，或係因主管機關依第四十條第一項規定命令解散時，即同於
未依照著作權仲介團體條例組織登記成立，亦不得執行仲介業務或以著作權仲介團體名義為
其他法律行為。

由於著作權仲介團體管理著作財產權人之著作權，其運作涉及著作財產權人、利用人
及其他社會大眾之利益，故為保障各方權益，我國就著作權仲介團體之設立係採許可制。仲
介團體之設立，應由發起人檢具申請書，連同著作權仲介團體條例第四條規定之書面資料向
主管機關申請設立許可192。若有下列情事之一者193，主管機關對著作權仲介團體設立之申
請應不予許可：

一、名稱與業經許可之仲介團體名稱相同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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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9 內政部於七十八年委託賀德芬教授進行「音樂著作權人團體暨音樂著作強制授權使用報酬率之研究」，賀教授於八十年三月完成「著
作權管理團體條例草案」，可以說是後來的「著作權仲介團體條例」的第一稿，但隨著八十一年著作權法之修正以及後來各方之修正意
見，前後歷經多次修正，最後公布施行之「著作權仲介團體條例」與原先草案已有大幅差異。參見章忠信，著作權仲介團體條例簡述，月
旦法學，第三十四期，1998 年 3 月，頁72。

190 參照著作權仲介團體設立許可申請須知。

191 著作權仲介團體條例第九條。

192 著作權仲介團體條例第四條。

193 著作權仲介團體條例第七條第一項各款。



二、依申請許可之資料顯示不能有效管理仲介業 務者。

三、申請事項有違反法令或虛偽者。

四、不合法定程式經主管機關限期補正而未補正者。

主管機關對申請之准駁，應以書面通知申請人；其許可設立者，並應刊登政府公報
194。

著作權仲介團體應於登記後三十日內，將法人登記證書影本送主管機關備查。並應將
法人登記證書、章程、使用報酬之收受及分配方法、使用報酬率及管理費之費率或金額、個
別授權契約、概括授權契約及管理契約範本公告之。變更時亦同195。

第三目 著作權仲介團體以總會為最高機關
著作權仲介團體條例對於仲介團體之組織結構區分為，由著作權仲介團體之會員、會

員集合而成之總會、總會所選任董事組成之董事會、總會所選任監察人，以及申訴委員會。
其中並以總會為最高機關，總會除第一次會議由發起人召集外，由董事會召集之，每年至少
召集一次。總會之決議除有特別規定外，應經表決權總數過半數之會員之出席，出席表決權
過半數之同意行之。就 (1) 章程之變更；(2) 使用報酬之收受及分配方法之變更；(3) 使用報
酬率之變更及管理費之費率或金額之變更；(4) 個別授權契約、概括授權契約或管理契約範
本之變更，則應經表決權總數過半數之會員之出席，出席表決權三分之二以上之同意行之。
除章程另有規定外，會員有平等之表決權。關於出席數及同意數，章程有較高之規定者，從
其規定196。

第四目 著作權仲介團體與著作財產權人之關係
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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仲介團體之會員。為

避免著作財產權人重複委託管理，致利用人難以確定究應與何著作權仲介團體締結利用授權
契約之混亂現象，著作權仲介團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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權仲介團體之會員。

二、著作權仲介團體不得拒絕具備章程所定會員資格之著作財產權人申請入會，會員
亦得自由退會。觀國際間著作權集體管理團體運作現況，著作權集體管理團體發展結果往往
形成獨占或寡占之情形，如許著作權仲介團體得拒絕著作財產權人之入會，不僅與著作權仲
介團體係為促進著作利用之公益目的不合，且可能造成著作財產權人另立仲介團體，形成資
源浪費，若著作財產權之集體管理過於分散，利用人於尋找應與何著作權仲介團體締結利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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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 著作權仲介團體條例第七條第二項。

195 著作權仲介團體條例第八條。

196 著作權仲介團體條例第十五條。



授權契約時，亦提高其交易成本。故著作權仲介團體條例明定著作權仲介團體不得拒絕具備
章程所定會員資格之著作財產權人申請入會197。

著作財產權人既可隨時加入著作權仲介團體成立會員，基於契約自由原則，亦得隨時
自由退會，惟為避免影響仲介團體之正常運作，若章程限定於業務年度終了或經過預告期間
後始准退會者，則應從其規定198。

三、著作權仲介團體不得拒絕非會員之著作財產權人要求為其管理著作。著作權仲介
團體成立之目的主要在於為著作財產權人管理其著作財產權，以促進著作之利用，如允許其
拒絕非會員之著作財產權人所提為其管理著作之要求，顯有違其成立宗旨，故著作權仲介團
體條對著作權仲介團體課以「強制管理」義務199，明定非會員之著作財產權人要求著作權仲
介團體為其管理著作財產權者，著作權仲介團體不得拒絕200。

四、「管理契約」為專屬授權契約

不論是會員或非會員，著作財產權人要求著作權仲介團體為其管理著作財產權，均應
與仲介團體締結「管理契約201」，將其著作財產權交由仲介團體管理。此一管理契約之法律
性質，自著作權仲介團體條例第十三條第二項規定著作財產權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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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且同條例第二十四條第一項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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利用人締結個別授權契
約或概括授權契約，並收取使用報酬，以及同條例第三十六條第一項規定仲介團體執行業
務，得以「自己之名義」，為著作財產權人之計算，為訴訟上或訴訟上行為等條文，再參照
著作權法第三十七條第四項：「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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並得以自己名義為訴訟上之行為。著作財產權人在專屬授權範圍內，不得行
使權利。」之規定，可知著作權仲介團體與著作財產權人間之「管理契約」之法律性質係屬
「專屬授權契約」。

第五目 著作權仲介團體與利用人之關係
一、利用授權契約：著作權仲介團體以團體之名義與利用人締結利用授權契約收取使

用報酬並予分配。利用授權契約分為「個別授權契約」、「概括授權契約」二種，前者係指
著作權仲介團體與利用人約定，著作權仲介團體將其管理之特定著作財產權授權利用人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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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 著作權仲介團體條例第十一條第一項。

198 著作權仲介團體條例第十一條第二項及其但書。

199 章忠信，著作權仲介團體條例簡述，月旦法學，第三十四期，1998 年 3 月，頁 76。

200 著作權仲介團體條例第二十八條。

201 依著作權仲介團體條例第三條第七款，指著作財產權人與仲介團體約定，由仲介團體管理其著作財產權，並將所收受使用報酬分配予
著作財產權人之契約。



用，利用人支付使用報酬之契約202；後者則指著作權仲介團體與利用人約定，著作權仲介團
體將其管理之全部著作財產權授權利用人於一定期間內，不限次數利用，利用人支付使用報
酬之契約203。除非利用人於契約成立時，明知著作權仲介團體無管理之權利，著作權仲介團
體對其個別授權契約或概括授權契約所授權利用之權利，應擔保確有管理之權利204。

二、利用人須提供使用清單：著作權仲介團體條例課以利用人應定期將使用清單提供
著作權仲介團體之義務，以作為使用報酬分配計算時之標準；著作權仲介團體亦得支付費
用，隨時請求利用人提供使用清單。利用人不提供使用清單或所提供之使用清單錯誤不實情
節重大者，著作權仲介團體得終止其與利用人所訂之利用授權契約205。

三、利用人得主張擬制利用授權：著作權仲介團體條例第三十條參照德國「著作權暨
鄰接權受託管理法」第十一條，規定利用人若已依著作權仲介團體所定個別授權契約或概括
授權契約範本、使用報酬收費表及其他已獲利用授權之利用人相同條件，要求與著作權仲介
團體訂立個別授權契約或概括授權契約，經著作權仲介團體拒絕或無法協議訂立時，如利用
人利用前已依使用報酬收費表提出給付，視為已獲利用授權。又其拒絕或無法協議訂立係因
利用人與著作權仲介團體就應給付之使用報酬認定不一所致者，如利用人已依仲介團體認定
之使用報酬提出給付並聲明保留時，得於給付後向仲介團體異議。此一規定係為避免仲介團
體藉其掌握著作授權利用之優勢地位，濫用契約自由，阻礙利用人合法利用著作之管道，以
達成促進著作利用之目的206。至於所謂「異議」，就法條觀之，實涵義不明，然依著作權仲
介團體條例第三十條立法理由所示，應包括訴訟上或訴訟外之請求、抗辯及申訴等。

第六目 主管機關之輔導及監督
一、使用報酬之審議：對於著作權仲介團體之使用報酬率之訂定及高於原訂標準之變

更，均應報請主關機關送著作權審議及調解委員會審議207。

二、查核及必要處置：為了解著作權仲介團體營運情形，主管機關得隨時派員查核著
作權仲介團體依法令或章程之規定所應備置或編造之表冊，並得隨時派員檢查其業務及財務
狀況。對於主管機關所為之查核、檢查或命令，不得妨礙或拒絕。主管機關依著作權仲介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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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 著作權仲介團體條例第三條第五款。

203 著作權仲介團體條例第三條第六款。

204 著作權仲介團體條例第三十一條。

205 著作權仲介團體條例第三十三條。

206 參照著作權仲介團體條例第三十條之立法理由。

207 著作權仲介團體條例第四條第四項及第十五條第七項。



體之營運及財產狀況,認為有必要時得命著作權仲介團體變更業務執行之方法，或為其他必
要之處置208。

三、命令解散及撤銷許可：著作權仲介團體有下列情事者：(1) 許可設立後發現有不應
許可之情事209者；(2) 設立登記後一年內未開始執行仲介業務者；(3) 未於主管機關糾正其違
反法令或章程之行為，限期改正之期限內改正者；(4) 不能有效執行仲介業務者，主管機關
應命其解散210。仲介團體經命令解散者，於命令解散之行政處分確定時，管理契約終止
211。著作權仲介團體應於主管機關許可後六個月內，辦理法人登記；逾期未辦理法人登記
者，主管機關應撤銷其許可212。

著作權仲介團體經命令解散撤或銷許可後，即不得執行仲介業務或以仲介團體名義為
其他法律行為。如有違反者，其所訂立之個別授權契約或概括授權契約無效；因而致他人受
損害者，行為人應負賠償責任。行為人有二人以上者，連帶負責213。

第三款 對著作權仲介團體條例之檢討
儘管因著作權仲介團體條例之制定，使我國著作權集體管理制度正式有了法律上之依

據，然而自著作權仲介團體條例制定後此十數年間，社會經濟、科技之發展，著作權法本身
歷經數次之修正，實務上關於著作權集體管理制度亦發生不少案例，相關之問題與檢討整理
如下。

第一目 著作權「仲介」團體之名與其實際業務不符
「仲介」原非正式法律用語，於日常交易生活中，常用於「房屋仲介」、「勞務仲

介」等。其涵意應類似於民法第五六五條規定之居間214。原則上仲介人以媒介行為為限，而
不及於契約訂立之代理權，遑論以自己之名義訂約。然而由著作權仲介團體條例第三條第
一、二款之定義觀之，著作權「仲介」業務卻是著作權仲介團體為著作權財產權人管理其著
作財產權，並以「以著作權仲介團體之名義」，與利用人訂立利用授權契約，並收受使用報
酬予以分配之業務。據此,，「著作權仲介團體」將成為利用授權契約之契約當事人，顯已
已超出「仲介」之範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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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8 著作權仲介團體條例第三十八條。

209 著作權仲介團體條例第七條第一項。

210 著作權仲介團體條例第四十條第一項。

211 著作權仲介團體條例第四十一條第四項。

212 著作權仲介團體條例第八條第一項。

213 著作權仲介團體條例第四十條第三項準用第九條。

214 民法第五百六十五條：「稱居間者，謂當事人約定，一方為他方報告訂約之機會，或為訂約之媒介，他方給付報酬之契約。」



除了著作權仲介團體條例前揭規定外，民國九十九年修正前著作權法第八十一條第
一、三項規定，「著作財產權人為行使權利、收受及分配使用報酬，經著作權專責機關之許
可，得組成著作權仲介團體。第一項團體之許可設立、組織、職權及其監督、輔導，另以法
律定之。」由此亦可看出我國之「著作權仲介團體條例」係規範「由著作財產權人組成，且
其目的係為著作財產權人行使權利、收受及分配使用報酬團體」之許可設立、組織、職權及
其監督、輔導等事項，而「為著作財產權人行使權利、收受及分配使用報酬團體」管理著作
權之形式，正符合 WIPO 所認為集體管理著作權之架構215。若使用「集體管理」取代「仲
介」，反更能突顯團體管理形式與著作權人自己管理其著作，著作權人直接授權予利用人利
用其著作之「個別管理」之區別。

第二目 著作權仲介團體之組織型態受限
著作權仲介團體條例第三條第一項規定，著作權仲介團體，指由同類著作之著作權財

產權依照本條例組織登記之社團法人。著作權仲介團體條例係將著作權仲介團體定位為「社
團法人」。惟社團法人又可區分為營利社團與非營利社團，而營利社團中，最多且最重要者
為「公司」，其法人資格之取得依公司法規定辦理；則著作權仲介團體能否以「公司」之方
式組成便留有疑問。儘管著作權仲介團體條例未明示著作權仲介團體不得為營利社團法人，
但著作權仲介團體條例第八條第一項規定：「仲介團體應於主管機關許可後六個月內，辦理
法人登記，逾期未辦理法人登記者，主管機關應撤銷其許可。」對應民法第三十條：「法人
非經向主管機關登記，不得成立。」及同法第四十六條：「以公益為目的之社團，於登記前
應得主管機關之許可。」若著作權仲介團體條例允許公司型態之著作權仲介團體存在，則著
作權仲介團體依公司法規定設立，即可取得法人資格，毋庸向法院辦理登記，足見著作權仲
介團體條例似有意排除著作權仲介團體採用公司型態設立之可能性。著作權仲介團體雖具某
程度之公益性，惟其組織型態之選擇限定於公益社團法人，是否過度限縮著作權集體管理得
採之組織型態，不無疑問。

第三目 著作權仲介團體限由「同類著作」之著作財產權人組成
著作權仲介團體條例第三條第一款之規定，著作權仲介團體必須由「同類著作」之著

作財產權人所組成。而同類著作之分類標準，著作權仲介團體條例雖未明文規定，但依「著
作權仲介團體設立許可申請須知」，申請設立仲介團體時，應備文件申請書關於著作類別係
依著作權法第五條規定分語文著作、音樂著作、戲劇舞蹈著作、美術著作、攝影著作、圖形

85

215 WIPO 認為由著作財產權人委託著作權管理團體管理其權利，由管理團體監視著作之利用、與欲利用著作之利用人協商，於適當的條
件下，利用人支付適當之使用報酬後，取得著作利用之授權，著作權管理團體向利用人收取使用報酬後，分配予著作財產權人之架構便是
一種集體管理。WIPO, Collective Administration of Copyright and Neighboring Rights (Study on, and advice for the establishment and 
operation of collective administration organizations), p6 (1990).



著作、視聽著作、錄音著作、建築著作及電腦程式著作等十種。故實務上之認定，係以著作
權法第五條所規定之著作類別作為標準。

但如此限制是否有必要，值得懷疑。依著作權法第五條為分類標準，某些性質相近之
著作，如美術著作、攝影著作、圖形著作，則不能由同一著作權仲介團體管理，可能會因資
源分散導致管理成本過高，對著作權利人及利用人兩者反而不利。如當時二著作權仲介團
體，社團法人中華民國錄音著作權人協會（ARCO）與社團法人中華音樂視聽著作仲介協會
（AMCO），雖係二獨立之著作權仲介團體，惟二著作權仲介團體設立處所同一，章程內容
幾無二致，二著作權仲介團體之會員亦大多重疊，但礙於著作權仲介團體條例之規定，
ARCO 所管理者為為錄音著作，AMCO 所管理者為視聽著作，非屬同類著作，不能以單一
著作權仲介團體為之，而必須分別設立，造成管理成本上的無謂支出與資源浪費。

再者，隨著科技之發展，多媒體內容可能內含數種不同種類之著作，其內容素材可能
包括美術著作、攝影著作、音樂著作、文字著作、視聽著作等，如何取得上述作為內容素材
之著作利用授權，往往是製作多媒體內容者最頭疼的問題。倘有著作權集體管理團體有能力
為不同種類著作財產權人之管理其著作財產權，對於著作利用人而言無疑是一大福音，可大
大減少著作利用授權程序之繁雜，但若囿於法令之限制，扼殺此種著作權集體管理團體出現
之可能性，實不利促進著作之圓滑利用。事實上「不同類著作」之著作財產權人組成著作權
仲介團體後，只要該著作權仲介團體能公平且有效率地執行著作權集體管理業務，公開所管
理之著作財產權資訊、訂定適當的使用報酬率、利用授權方法，並妥適地分配使用報酬予著
作權人，反更能增進著作權人與利用人之權益。況且具類似性之著作（如前述錄音著作與視
聽著作；美術著作與攝影著作等）之著作財產權人往往具相當之同質性，若一同組成一著作
權仲介團體，可節省人事、管理成本，更能享有規模經濟之效果。對著作權利人而言，亦不
至於收受之使用報酬扣除管理費後所剩無幾；對利用人而言也毋須與多個著作權仲介團體協
商，增加交易成本。

第四目 著作權集體管理採多元制，造成利用人之困擾、管理效率不彰
依著作權仲介團體條例，只須符合一定條件，人民得自由申請成立著作權仲介團體；

且著作權仲介團體條例並未規定同類著作之著作權仲介團體以一家為限。易言之，我國著作
權集體制度設計乃採多元制，我國目前設立的六家仲介團體中，以音樂著作權仲介團體就有
三家，而以錄音著作權仲介團體有二家；然我國著作權市場規模遠遜於歐美及日本等國家，
且著作權集體管理制度發展未久，會員與著作權仲介團體間又採專屬授權之方式，著作權利
人無法再與利用人自行締約。採取多元制之結果，使得利用人窮於應付陸續成立之著作權仲
介團體，而各著作權仲介團體規模過小，無法發揮規模經濟之效果、累積著作集體管理之經
驗，實有礙著作權集體管理制度之良性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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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著作權仲介團體條例第四條第一項規定，我國著作權仲介團體之設立係採許可
制，同條第二項復規定，發起人僅需三十人以上，申請設利門檻甚低，因此縱已有特定種類
著作之仲介團體存在，其他權利人仍得輕易就該類著作再繼續成立其他仲介團體。但即便我
國同類著作仲介團體不只一家，基於著作之利用不等同於一般有體商品，不同著作各有其相
異之內容及獨特性，替代性低，利用人實際上並無選擇締約之餘地，著作權仲介團體間之競
爭的效果不彰。蓋利用人為免掛一漏萬引來刑事告訴，同時取得多家同類著作權仲介團體之
利用授權，對於利用人有使用成本過高之疑慮，此一情況在需要大量使用音樂著作之利用人
（如電視台、廣播電台）以概括授權方式取得利用授權者，更為明顯。

觀國外之例，大多數國家同類著作僅有一著作權集體管理團體，雖其獨占地位多數是
自然形成。然著作權集體管理制度在歐美國家發展已數十年，甚或上百年之歷史，我國甫引
進此制，卻捨先進國家目前所普遍採行之單一制，而採多元制，任由國內同類著作仲介團體
不斷設立，就著作權集體管理之目的及平衡保障利用人權益之觀點而言，未必妥適。

第五目 著作權仲介團體未能確實編造並有效公示其財產權目錄
依著作權仲介團體條例第二十三條第一項及第二項規定：著作權仲介團體應編造著作

財產權目錄，載明著作人、著作財產權人姓名或名稱、著作名稱、著作完成或首次公開發表
之年份、授權利用之著作財產權，並供公眾查閱。因此，仲介團體有公示其所管理著作財產
權之義務，俾使利用人了解仲介團體所管理之權利範圍。

觀外國之例，有法令明定其公示義務者，如日本於著作權等管理事業法第十七條，而
日本之 JASRAC 便提供 J-WID 數位資料庫檢索服務；其他國家縱未有法令明確規定公示義
務，然運作實務上，著作權集體管理團體多會在網際網路上提供資料庫檢索服務，讓利用人
可藉由網際網路方便的得悉其所管理之著作為何，如美國之 ASCAP 之 ACE 資料庫216（包
含 ASCAP 目錄下所有曲目及 ASCAP 得在美國境內處理利用授權事務之外國曲目）。

而我國實務運作，仲介團體每每聲稱管理著作數量龐大、著作權利經常變動，故無法
編造財產權目錄，幾乎均未依著作權仲介團體條例之，規定確實編造財產權目錄；利用人因
此戲稱著作權仲介團體是「葫蘆裡賣藥」。由於著作權仲介團體多未提供線上查詢系統，而
僅將其財產權目錄置放於著作權仲介團體之會址，利用人若要查詢其著作財產權目錄，必須
透過電話、傳真、親訪等傳統查詢方式，極為不便，致利用人難以確認各仲介團體管理之著
作財產權範圍；而為免未經利用授權利用引來刑責，利用人只好向各著作權仲介團體都取得
利用授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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實則，在我國採著作權集體管理採多元制之情況下，財產權目錄之編造及公示，較採
單一制之國家，更形重要。蓋財產權目錄不獨讓利用人得以了解各著作權仲介團體之管理範
圍，並可防止管理著作冒濫之情事，更重要的是管理著作之多寡事涉及使用報酬率之高低，
攸關利用人之權益。著作權仲介團體此種不將交易資訊公開之作法，不僅有違著作權仲介團
體條例之規定，且有違法公平交易法之虞。

然更令人十分不解的是，著作權仲介團體之主管機關經濟部智慧財產局對於著作權仲
介團體此種違反法令之行為，不僅未依著作權仲介團體條例第三十九條之規定命其改正，甚
至合理化此種未切實編造財產權目錄之行為，認為「利用人強烈要求著作權仲介團體提供財
產權目錄，只是出於情感需求、認為自己既已支付使用報酬，著作權仲介團體即應負有編造
著作財產權目錄，提供給自己閱覽之義務，以求取心理上的平衡多多少少都有一些意氣在
內，並不客觀217。」主管機關的態度更加強化著作權仲介團體拒不提供財產權目錄的立場。

第六目 管理契約之定性未明
著作權仲介團體條例第三條第七款規定，管理契約係指著作財產權人與著作權仲介團

體約定，由著作權仲介團體管理其著作財產權，並將所收受使用報酬分配予著作財產權人之
契約。」。關於此管理契約之性質，論者有謂著作財產權人與著作權仲介團體所訂定之管理
契約，與委任、行紀、居間、信託等該概念上相關之有名契約性質上無法完全吻合，而屬於
無名契約之範疇。在司法實務運作上得類推適用委任契約之規定，以資解決，蓋依民法第五
二九條規定之委任契約乃典型之勞務契約。著作權管理契約係由著作權仲介團體提供勞務，
為著作財產權人處理著作權授權事務，性質上應屬勞務契約之一種。在欠缺具體規定之情況
下，類推適用委任契約之規定，以作為解決之道。但亦有論者認為由「管理契約」之定義字
面上觀察，其所使用之「管理」一詞乃事實行為，民法、著作權法或著作權仲介團體條例對
於「管理」並未作進一步規定；因此，「管理契約」應屬無名契約。而「管理契約」訂立後
究依何法律關係使著作財產權人將其著作財產權「交由」著作權仲介團體管理，從「管理契
約」之定義及著作權仲介團體條例第十三條第一項字面上均無法得知。自著作權仲介團體因
管理契約之訂立，而得以在事實上管理著作財產權人著作財產權之結果而言，其間之法律關
係可能包括代理、信託或著作財產權之授權等，但著作權法或著作權仲介團體條例對於其可
能之法律關係卻保持沉默，未作規定，使「管理契約」之法律定性未明。如依著作權仲介團
體條例第十三條第二項所定著作財產權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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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十六條第一項「仲介團體執行仲介業務,得『以自己之名義』，
為著作財產權人之計算，為訴訟上或訴訟外之行為」等條文，參照著作權法第三十七條第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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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7 參見「著作權仲介團體實務」一文，經濟部智慧財產局在中華民國中小企業協會於民國九十二年十月十七日所舉辦之「著作權法、商
標法修法說明會」中所發的書面資料，頁 16。



項「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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並得以自己
名義為訴訟上之行為。著作財產權人在專屬授權範圍內，不得行使權利。」觀之，一方面著
作財產權人將其著作財產權交由仲介團體管理後，著作財產權人不得再自行授權或另委託第
三人代其授權著作權仲介團體管理範圍內之著作財產權，另一方面，著作權仲介團體得「以
自己之名義」為訴訟上之行為，此一「管理契約」至少應具專屬授權之性質218。

著作權仲介團體依據何種法律關係，為著作財產權人管理其著作財產權，其定性影響
著作權仲介團體與著作財產權人間之權利義務關係，與利用人間之法律關係也受影響，而法
律效果歸屬亦有不同。以日本著作權等管理事業法為例，其明確規定著作權集體管理團體可
依信託契約受讓著作財產權為委託人管理著作財產權，或依委任契約代理或間接代理委任人
管理其著作財產權；著作權集體管理團體與著作財產權人得選擇適合之方式。我國僅以「管
理契約」概括著作權仲介團體與著作財產權人之關係，雖可謂尊重私法自治，當事人得自行
約定；然而明確將管理契約定性，法規可配合著作權集體管理制度設計規劃219，亦可避免嗣
後爭議之發生。

第七目 使用報酬率之制定及審議機制未盡周延
有關著作權仲介團體應將使用報酬率提交著作權審議及調解委員會審議之規定，已於

民國九十年十一月十二日修正公布的著作權法中刪除，其修正理由係認為著作權係屬私權，
著作權之利用授權及其使用報酬之多寡，係屬著作權仲介團體與利用人間之私法關係，應回
歸民法私法自治，由雙方洽商，委由市場機制決定。然著作權法中雖刪除審議之規定，當時
之著作權仲介團體條例並未配合修正，則若仍依該法第四條第四項規定，主管機關在審核著
作權仲介團體許可申請時，應將著作權仲介團體應提交使用報酬率予著作權審議及調解委員
會審議。雖有論者認為依「後法優於前法」及「子法不得逾越母法」之原則，在著作權法刪
除審議規定後，著作權仲介團體條例亦應將相關審議規定刪除，主管機關不應再行審議使用
報酬率。惟當時實務上，主管機關仍依著作權仲介團體條例第四條第二項規定審議使用報酬
率。

有關使用報酬率是否應經主管機關審議之爭議，在歷次著作權法及著作權仲介團體條
例修法公聽會中，著作權仲介團體與利用人激烈交鋒。著作權仲介團體認為應刪除有關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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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8 於美、日之著作權集體管理發展上，美國因有合意判決，ASCAP 與 BMI 會員對著作權集體管理團體之授權皆為非專屬授權，會員可
自行授權他人利用並收取使用報酬；而是日本著作權等管理事業法，除依信託契約外，著作權集體管理團體亦可依委任契約受管理委託，
此時著作權集體管理團體之權限便非完整、排他之著作財產權，會員仍可自行為利用授權（即便採信託契約方式受管理委託之 
JASRAC，亦引進管理範圍選擇制，並有著作權管理之保留與限制事項），其制度設計給予著作權人更多自主空間與選擇自由。然而此種
政策決定未必適合我國，尤其當我國著作權相關權利資訊不清，缺乏快速且可信賴之著作權權利管理資訊集中查詢系統，利用人難以確認
著作權利之所在，導致取得授權成本增加，不利著作之圓滑利用，著作權人亦無法因著作之被利用取得使用報酬。故在我國著作集體管理
制度更加成熟前，政策上某程度限縮著作權人於委託著作權管理之自主空間與選擇自由，亦未嘗不可。

219 如日本著作權等管理事業法第二十六條第一項中排除信託業法對因管理委託契約而僅取得信託移轉之著作財產權並為著作權集體管理
業務者之適用。



報酬率審議之相關規定，回歸私法自治，由市場機制來決定使用報酬率；利用人則持相反意
見，其理由係目前著作權仲介團體就其管理之著作類別多居於獨占或寡占的地位，而就其所
管理之個別著作而言，亦為專屬之著作財產權人，利用人無法自他處取得利用授權，在此情
況下，如使用報酬率任由仲介團體自行訂定而不經公正第三人審議，極易產生濫用市場地位
的情況，利用人恐將淪為待宰羔羊。此一爭議又因某些著作權仲介團體每每以違反著作權法
之刑事告訴，迫使利用人接受其要求的使用報酬，更形重要。以 MCAT 為例，其於民國八
十八年至九十二年間提起違反著作權法告訴並經台北地院裁判之案件即有八件，尚在偵查中
或於偵查階段即達成和解者，更倍於此數。MCAT 於民國九十一年間更對國內七大衛星頻道
業者（三立、緯來、東森、八大、年代、衛視、TVBS）一一提起刑事告訴，雙方爭議係肇
因於 MCAT 於九十一年度所要求的使用報酬約為前一年度的十倍，衛星頻道業者認使用報
酬調漲數倍顯不合理，導致協商破裂，MCAT 隨即提出刑事告訴。由此可知,利用人之所以
對於使用報酬率審議之規定刪除，採強烈反對立場，實係基於自身屢遭刑事追訴之慘痛經
驗，擔憂若使用報酬率不再經審議，利用人將須為利用授權付出極高對價，否則便可能面臨
刑事告訴。

此爭議於最高行政法院九十八年度判字第一三七〇號判決後暫告一段落，判決謂：
「依著作權仲介團體條例第一條與著作權法第八十一條第二項規定，二者縱認其有母法與子
法之關係，但著作權仲介團體條例既係另以法律加以明文規定，其與著作權法之規範位階均
屬立法機關所通過制定之法律，則於積極衝突即二者都有規定之事項時，自應先適用著作權
法相關規定，但於著作權法無規定時，自應適用著作權仲介團體條例之相關規定，並無著作
權法相關規定廢止或修正，著作權仲介團體條例當然失效之理。九十年十一月十二日修正之
著作權法第八十二條雖刪除著作權審議及調解委員會辦理有關著作權仲介團體所訂定使用報
酬率之審議事項，惟依著作權仲介團體條例第四條第一項第四款、第四條第四項、第十五條
第三項第三款及同條第七項規定內容可知，著作權仲介團體條例之規定並不限於上開著作權
法第八十二條刪除之事項，尚有其他關於著作權仲介團體職權及其監督、輔導事項，基於著
作權仲介團體條例本身之法律制定規定所賦予之效力，自得予以適用，不應受著作權法修正
之影響。本件上訴人以著作權法第八十一條第二項規定，有關著作權仲介團體之許可設立、
組織、職權及其監督、輔導另以法律定之闡釋性規定認著作權仲介團體條例係依著作權法第
八十一條第二項之授權制定，著作權法為母法，且為新法及後法，著作權仲介團體條例為子
法、舊法、前法，依中央法規標準法第十八條之規定，即母法優於子法、新法優於舊法、後
法優於前法，被上訴人於著作權法第八十二條於九十年十一月十二日之修正刪除著作權審議
及調解委員會辦理有關著作權仲介團體所訂定使用報酬率之審議事項後，即不得依著作權仲
介團體條例第十五條第七項審議上訴人九十二年第二次總會表決通過調增之增修使用報酬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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收費標準，顯為誤解。」最高行政法院於社團法人中華音樂視聽著作仲介協會所提起之九十
八年度判字第一四五九號判決中，亦採同一見解。

第八目 著作權仲介團體與利用人間之爭議解決機制運作不佳
於民國九十九年著作權法修正以前，著作權法第八十二條規定，著作權專責機關應設

置著作權審議及調解委員會，辦理著作權仲介團體與利用人間，對使用報酬爭議之調解。然
著作權爭議調解辦法第六條卻規定：「主管機關受理調解之申請後，應將調解申請書繕本送
達他造當事人，並通知於限期內為是否接受調解之表示，逾期不為表示者，視為拒絕調
解。」故實務運作上，著作權仲介團體為取得談判使用報酬之優勢，往往選擇刑事告訴而拒
絕調解220，導致上開有關調解之規定形同具文，無法有效解決關於使用報酬爭議。

著作仲介團體與利用人間無法協商或產生爭議時，若無一套妥適且經濟的爭議解決機
制，不但將加劇雙方間之對立，且利用人無法順利地利用著作，亦將使著作權人無法獲得著
作被利用之使用報酬，著作權集體管理制度促進著作圓滑利用之目的將難以達成。為有效解
決仲介團體與利用人間之爭議，民國九十二年七月九日修正公布之著作權法增訂第八十二條
之一至四之規定，明定調解成立後，調解書應送法院審核，經法院核定後，當事人就該事件
不得再行起訴、告訴或自訴，經法院核定之民事調解，與民事確定判決有同一之效力等等強
化調解效力之規定221。其中最重要者，則是民國九十二年修正之著作權法第八十二條第二
項，明定調解不成立時，應依法仲裁。此一規定應屬強制仲裁之性質。惟此一強制仲裁規
定，於民國九十三年間之著作權法修正時復遭刪除，故著作權仲介團體與利用人之糾紛尚未
有以仲裁方式解決之案例。

第九目 主管機關對於著作權仲介團體之營運未能有效監督
主管機關對於各著作權仲介團體之營運，雖應予以尊重，但主管機關仍應依著作權仲

介團體條例第三十八條之規定進行監督。監督的重點，包括其是否符合原有設立目的、財產
權目錄之編造、使用報酬規劃或變更之合理性、報酬分配之公平性等問題。

就財產權目錄之編造而言，如前所述，多數仲介團體並未切實編造財產權目錄，主管
機關卻未依著作權仲介團體條例第三十九條之規定限期令其改正，以致長久以來，我國多數
著作權仲介團體一直無法提供完整之財產權目錄予利用人，嚴重影響利用人交易與否之判
斷，對處於資訊不對等地位之利用人而言，仲介團體此一不公開重要交易資訊之行為，已有
違反公平交易法之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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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0 國內各大衛星頻道業者於民國九十、九十一年間曾多次分別就與 MCAT、ARCO、AMCO、MUST 間之使用報酬爭議，向經濟部智慧
財產局申請調解，均遭各著作權仲介團體拒絕。

221 該次著作權法修法前，調解並不具執行名義之效力，縱雙方均同意參與調解並成立調解，該調解也僅視同爭議當事人間之契約。



另以報酬分配之公平性為例，著作權仲介團體條例第三十四條第三項、第四項規定董
事會應依使用報酬之收受及分配方法編造使用報酬分配表，經會計師簽證後，送請監察人查
核確認，並將分配表置於主事務所，供著作財產權人查閱。惟實際上，著作權仲介團體執行
分配之際，其行政管理費之支出、使用報酬分配之計算基準是否合理均未透明公開，導致會
員認為使用報酬之分配有人謀不贓之情形，而生訟端。

第二項 著作權集體管理團體條例
鑑於上述諸多問題，我國於民國九十九年二月十日為修正公布，並將名稱修正為著作

權集體管理團體條例，原四十六條條文，刪除五條，另新增八條，共四十九條。此次修法重
點整理如下。

第一款 「著作權仲介團體」更名為「著作權集體管理團體」
原「著作權仲介團體」易使人誤會其業務內容，僅為交易中介之角色。然而著作權集

體管理團體，經著作權專責機關許可設立，其業務內容係以集體管理之方式，為著作財產權
人處理著作財產權相關事務，包含著作利用之授權、著作利用之監視、收取及分配使用報
酬。而經由著作權集體管理團體，利用人便於取得著作利用之授權，對促進著作之圓滑利用
有正面之助益222。將「著作權仲介團體」更名為「著作權集體管理團體」，更切實反應其業
務內容，不僅僅是交易中介，另一方面也與著作權人自己管理著作之「個別管理」，有所對
照。

第二款 著作權集體管理團體與業務之整合
目前著作權集體管理團體眾多，管理效率欠佳，且不利利用人之利用，有加以整合改

進之必要。首先著作權集體管理團體條例修正「著作權集體管理業務223」之定義如下：「指
為多數著作財產權人管理著作財產權，訂定統一之使用報酬率及使用報酬分配方法，據以收
取及分配使用報酬，並以管理人之名義與利用人訂定授權契約之業務。」不再限於須「同類
著作」之著作財產權人，使得成立著作權集體管理團體。同時，於同條例第五條明定著作權
集體管理團體之合併程序。同條例第八條第二項並規定：「申請管理之範圍與業經許可之集
管團體之管理著作類別及權利範圍有全部或一部重複者，如業經許可之集管團體已足以發揮
集體管理之功能，著作權專責機關就該重複之部分，得不予許可。」易言之，若現存之著作
權集體管理團體已足以發揮集體管理之功能，著作權專責機關得以此為理由否准著作權集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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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2 著作權集體管理團體條例第一條：「本條例依著作權法第八十一條第三項規定制定之。」而著作權法第八十一條第一項規定：「著作
財產權人為行使權利、收受及分配使用報酬，經著作權專責機關之許可，得組成著作權集體管理團體。」可知我國著作權集體管理團體之
成立目的係為著作財產人著想，乃為著作財產權人行使權利、收受及分配使用報酬而存在。此與日本著作權等管理事業法第一條宣示之立
法目的係「保護著作權及著作鄰接權人」、「促進著作之圓滑利用」、「為文化發展提出貢獻」有所不同。實務運作上，JASRAC 處處
強調其執行業務之「公正」性。在我國如此規範下，著作權集體管理制度是否因而呈現出不同面貌，值得未來繼續觀察。

223 著作權集體管理團體條例第三條第一款。



管理團體之新設。透過放寬著作權集體管理業務之定義、現有著作權集體管理團體之整併與
新設著作權集體管理團體之控管，以解目前著作權集體管理團體眾多之問題。

關於著作權集體管理業務之整合，著作權集體管理團體條例第三條第八款定義「共同
使用報酬率」為：「指二個以上集管團體共同就同一利用型態所訂定之單一使用報酬率。」
另於同條例第三十條予著作權專責機關指定相關著作權集體管理團體就特定利用型態，訂定
共同使用報酬率之權限。而被指定之著作權集體管理應協商訂定共同使用報酬率及其使用報
酬分配方法，並統一由其中一個著作權集體管理團體向利用人收取。協商不成，著作權集體
管理團體可向著作權專責機關申請決定。由單一著作權集體管理團體向利用人收取共同使用
報酬率，係透過「單一窗口」之設置，便利利用人對已訂定共同報酬率之利用型態，一次取
得參與共同使用報酬率訂定之著作權集體管理團體管理下著作之利用授權。此制度乃本次修
法首次引進，為予著作權專責機關時間輔導著作權集體管理團體依法行事，同條例第三十條
第七項明定此修正於公布後二年施行。

第三款 使用報酬率審議制度之變革
如同前項所述，著作權仲介團體條例時期，因民國九十年時著作權法之修正，刪除著

作權法第八十二條第一款中主管機關對著作權仲介團體所訂定使用報酬之審議規定，主管機
關得否對使用報酬率進行審議，曾生爭議；至最高行政法院九十八年度判字第一三七〇號判
決後，其審議之合法性始獲確認。本次修法就使用報酬率之審議制度亦進行大幅度的修正。

第一目 使用報酬率改採申報備查制
依著作權集體管理團體條例第二十四條第一項，著作權集體管理團體就其管理之著作

財產權之利用型態，應訂定使用報酬率及其實施日期，同條項後段並列出訂定時應審酌之因
素：(1) 與利用人協商之結果或利用人之意見；(2) 利用人因利用著作所獲致之經濟上利益；
(3) 其管理著作財產權之數量；(4) 利用之質與量；(5) 其他經著作專責機關指定應審酌之因
素。同條第三項並規定對於為文化、教育或其他公益性之目的而利用著作者，著作權集體管
理團體應酌減其使用報酬；其利用無營利行為者，著作權集體管理團體應再酌減其使用報
酬。第五項則規定使用報酬率改為申報備查制，於報請著作權專責機關備查後，於公告滿三
十日後，始得實施，於使用報酬率變更時，亦循此制。同項並規定了使用報酬率應公告並供
公眾查閱。

第二目 利用人就未有使用報酬率之利用型態，得申請著作權集體管理團體訂定之
若利用人之著作利用型態，著作權集體管理團體並未就該特定利用型態訂定使用報酬

率，依著作權集體管理團體條例第二十四條第七項，利用人得以書面請求著作權集體管理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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體訂定，且於著作權集體管理團體訂定使用報酬率前，利用人就該特定型態之著作利用行
為，毋須負刑責。

第三目 利用人對使用報酬率之異議與著作權專責機關之審議
著作權集體管理團體條例第二十五條規定，利用人得對著作權集體管理團體訂定之使

用報酬率提出異議，申請著作權專責機關介入審議。而著作權專責機關則應於文件齊備後四
個月內，做出審議決定224。同條例第二十六條，利用人就其利用行為，得按照變更前原定之
使用報酬率或原約定之使用報酬或著作權專責機關核定之數額，給付「暫付款」，則可免除
其利用行為侵害著作權之民、刑事責任。待審議決定後，依審議結果調整使用報酬。

著作權集體管理團體條例第二十五條並定有審議之程序如下：

一、利用人向著作權專責機關申請審議，申請時應備具書面理由及相關資料225。

二、著作權專責機關受理申請後，應將該申請公布於機關網站；其他相同利用情形之
利用人得具備書面理由及相關資料，請求參加申請審議226。

三、著作權專責機關得令著作權集體管理團體提出訂定使用報酬率之各項審酌因素、
授權利用之條件及其他相關文件，著作權集體管理團體不得拒絕227。

四、審議結果之一：利用人申請審議有應補正事項，而未於著作權專責機關指定之期
限內補正，著作權專責機關得予駁回228。

五、審議結果之二：利用人申請審議無理由者，著作權專責機關得予駁回229。

六、審議結果之三：利用人申請審議有理由者，著作權專責機關應決定該使用報酬
率，並公告於機關網站。著作權專責機關審議時，得變更著作權集體管理團體鎖定之使用報
酬率計算基準、比率或數額，並應諮詢著作權審議及調解委員會之意見230。

七、決定之效力：該決定自申請審議日或原訂實施日生效，利用人與著作權集體管理
團體於審議決定前簽訂之利用授權契約期間內，利用人得向著作權集體管理團體請求變更使
用報酬之數額。經決定之使用報酬率，自實施日起三年內，除非有重大情事變更，否則，著
作權集體管理團體不得變更。原申請審議之利用人亦不得就經審議決定之事項再申請審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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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4 著作權集體管理團體條例第二十五條第十二項。

225 著作權集體管理團體條例第二十五條第一項。

226 著作權集體管理團體條例第二十五條第二項。

227 著作權集體管理團體條例第二十五條第三項。

228 著作權集體管理團體條例第二十五條第五項。

229 著作權集體管理團體條例第二十五條第五項。

230 著作權集體管理團體條例第二十五條第四項及第六項。



至於其他利用人，因先前已予申請參加審議之機會而未提出參加，於此期間亦不得再申請審
議231。

八、申請審議之使用報酬率，有違反法律規定，或無法律依據收取使用報酬者，禁止
其實施，並於著作權專責機關網站公布，著作權集體管理團體應退還已收取之使用報酬232。

第四款 創設「暫付款」制度
於著作權仲介團體條例時期，著作權仲介團體之使用報酬率須經主管機關審議，審議

之目的，係確保著作權仲介團體訂定之使用報酬率合理，保障利用人。然而，使用報酬率之
審議並非易事，著作之利用授權價值，因利用型態、對象而異，如何始可謂「合理」，牽涉
諸多因素，難謂有一可靠之計算公式可推得。理想上，使用報酬率由著作權集體管理團體及
利用人間協商得出，應係最能保障其合理性之方式；蓋雙方經由協商過程，充分反映其自身
利益，折衝出之使用報酬率，應最能確保影響使用報酬率「合理性」之諸多因素皆已納入考
量。然而，著作之特性，係個別著作相異而有其獨特性，替代性低，著作權仲介團體對其所
管理之著作，可謂處於準獨佔之地位，與利用人進行協商，但雙方交易地位難謂平等的情況
下，如何確保協商之有效性，則成為下一步之課題。尤其在我國，著作權仲介團體曾利用刑
事告訴逼迫利用人就範，致此課題更加重要與棘手。簡言之，如何確保著作權集體管理團體
與利用人協商之有效性，係將使用報酬率之訂定回歸私法自治，透過市場機制，得出合理之
使用報酬必須面對、解決之課題。

本次著作權集體管理團體條例修正，對於著作權集體管理團體訂定之使用報酬率不再
採事前審議制，而改為申報備查，利用人對該使用報酬有異議時，得申請著作權專責機關申
請審議。然而，於審議程序中，利用人可能對於著作之利用仍有急迫之需要，而就著作權人
之角度而言，著作若無法繼續被利用，亦失去收取使用報酬之機會，對著作之圓滑利用，並
無益處。故考量利用人之利用需求及保障著作權人之權益，著作權集體管理團體條例引進
「暫付款」制度，於著作權集體管理團體訂定之使用報酬率發生爭議時，於審議決定前，利
用人得暫予付款後，逕行使用，而不致構成著作權之侵害。

暫付款之決定方式如下233：

一、著作權集體管理團體已訂有使用報酬率，嗣後欲為變更，利用人對該變更之使用
報酬率有異議，依著作權集體管理團體條例第二十五條向著作權專責機關申請審議，在審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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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1 著作權集體管理團體條例第二十五條第六項、第七項、第九項、第十項。

232 著作權集體管理團體條例第二十五條第八項、第九項、第十一項。

233 著作權集體管理團體條例第二十六條第一項。



決定前，利用人就其利用行為，得按照變更前原定之使用報酬率或原約定之使用報酬，給付
暫付款。

二、著作權集體管理團體新訂定之使用報酬率，亦無與利用人約定之使用報酬，利用
人對該新訂定使用報酬率有異議，依著作權集體管理團體條例第二十五條向著作權專責機關
申請審議時，在審議決定前，因無原定之使用報酬率及原約定之使用報酬，利用人就其利用
行為，得向著作權專責機關申請核定暫付款，著作權專責機關於核定前，得諮詢著作權審議
及調解委員會之意見234，核定後應於著作權專責機關之網站公布。經核定之「暫付款」，具
通案性之效力，於審議使用報酬率期間內，對相同利用情形之利用人均適用之235。

「暫付款」制度使利用人得於使用報酬率尚在爭議期間，以先行付款之方式利用著
作，著作權集體管理團體條例第二十六條第四項並規定，如利用人向著作權集體管理團體支
付暫付款，且表明其係暫付款者，其利用之行為不適用著作權法第六章及第七章規定，即有
關著作權侵害之民、刑事責任規定。然此民、刑事責任之免除，並不影響著作權集體管理團
體就利用人之著作利用，請求使用報酬之權利。故，若審議決定之使用報酬率高於暫付款，
就超過之部分，著作權集體管理團體得依法請求給付。

利用人支付暫付款後，著作權專責機關審議通過之使用報酬率與據以計算暫付款之使
用報酬率不同，雙方應依審議通過後之使用報酬率，調整實際應支付之使用報酬；若著作權
專責機關駁回使用報酬率審議之申請者，利用人僅得依著作權集體管理團體公告之使用報酬
率支付使用報酬。惟，雙方對於暫付款之給付另有約定時，得不受前述規定之約束。至於著
作權集體管理團體訂定之使用報酬率，若經著作權專責機關審議禁止實施，自應將已收取之
暫付款退還利用人。

於著作權集體管理團體未訂定使用報酬率之特定利用型態，利用人與著作權集體管理
團體協商使用報酬不成，又因尚無訂定使用報酬率，不能依著作權集體管理團體條例第二十
五條申請審議，對利用人顯然不利，故於著作權集體管理團體條例第二十四條第七項明定，
利用人得以書面請求著作權集體管理團體訂定使用報酬率，且於著作權集體管理團體訂定使
用報酬率前，利用人就該特定型態之利用行為，不適用著作權法第七章之規定，即有關著作
權侵害之刑事責任規定。此規定係督促著作權集體管理團體履行其訂定使用報酬率之義務，
且平衡雙方於協商時之地位，著作權集體管理團體無法再以刑事告訴逼迫利用人，以促成合
意授權之目的。然而，利用人於此情況就該特定型態之利用行為，仍屬侵害著作權之行為，
只是著作權集體管理團體僅可依民事訴訟請求救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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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4 著作權集體管理團體條例第二十六條第二項。

235 著作權集體管理團體條例第二十六條第三項。



上述著作權集體管理團體條例第二十四條第七項，著作權集體管理團體在利用人請求
訂定使用報酬率而未完成訂定前，利用人之利用行為，不必負擔刑責、著作權集體管理團體
條例第二十六條第四項利用人於使用報酬率審議期間，支付暫付款後，免除利用之民、刑事
責任及著作權集體管理團體條例第三十四條第二項規定利用人依著作權集體管理團體訂定之
使用報酬率或其要求的金額付費後，即得視為已獲授權。此些規定，均為避免著作權集體管
理團體濫於啟動刑事訴訟程序，以緩和著作權集體管理團體與利用人間之關係236。

第五款 強制著作權集體管理團體訂定「個別使用報酬」之使用報酬率
著作權集體管理團體條例第二十四條第二項，規定使用報酬率之訂定，如為概括授權

者，應訂定下列計費模式，供利用人選擇：(1) 一定金額或比率；(2) 單一著作單次使用之金
額。於著作權集體管理制度中，著作利用之授權，以概括授權最為常見。此單一著作單次使
用之金額，類似上一章中，JASRAC 使用報酬分類中的「曲別使用報酬」。即利用人使用
一次著作時，所應支付之使用報酬。其與「個別授權」之使用報酬率不同，「個別授權」之
使用報酬率係指利用特定著作時，所應支付之使用報酬，可能僅使用一次，亦可能使用多
次。而「個別使用報酬」乃「概括授權」下的一種計費模式，相對於「概括使用報酬」係支
付使用報酬後，即可無限次數使用該著作權集體管理團體管理下之全部著作，「個別使用報
酬」則尚須依利用著作之次數計算得出使用報酬，至於利用之著作則毋須特定。

蓋利用人可經由概括授權，一次取得該著作權集體管理團體管理下全部著作之利用授
權，十分便利，而著作權集體管理團體亦可節省監督著作利用、管理之成本，增進交易效
率。然而，使用報酬之計費模式，則未必以概括使用報酬對利用人有利，何種計費模式較符
合利用人之利益，仍應由利用人之就其利用型態等因素判斷。此外，「個別使用報酬」亦可
作為判斷著作權集體管理團體訂定之「概括使用報酬」及「個別授權」時使用報酬率合理與
否之參考。

過去台灣著作權集體管理團體未提供「個別使用報酬」之計費模式，其理由係以無利
用人以個別授權方式簽訂利用授權契約，且利用人未提供利用曲目之清單，「個別使用報
酬」計費模式之契約於實務上極不經濟，故無必要提供。然而，既然「個別使用報酬」之計
費模式有理論上之可能，就應成為利用人可選用的計費模式之一，其目的在於使利用人可依
其需求進行選擇，同時亦可作為利用人評估「概括使用報酬」合理與否之參考。若著作權集
體管理團體從未提供「個別使用報酬」之計費模式，利用人自難依其利用實態，判斷「個別
使用報酬」之計費模式是否較為經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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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6 章忠信，99 年新修正著作權集體管理團體條例簡析，智慧財產權月刊第一百三十七期，頁 45。



第六款 允許著作權集體管理團體之會員另為利用授權
本次修法刪除著作權仲介團體條例第十三條第二項，不再禁止著作財產權人加入著作

權集體管理團體，成為會員後，自行授權或另委託第三人代其授權。修正理由謂：「有關集
管團體之會員於加入集管團體後，是否得自行授權或另委託第三人代其授權一節，參考日
本、德國、加拿大及韓國之立法例，均未於法律中強制規定，而由集管團體與會員依其章程
或管理契約決定，爰予刪除。」亦即係回歸私法自治原則，由著作權集體管理團體與其會員
以約定決定會員是否可另為利用授權，不再以法規限制之。換言之，並不禁止著作權集體管
理團體以章程或於管理契約中限制會員自行為利用授權。

著作權仲介團體條例第十三條第二項之立法說明謂：「按仲介團體成立之目的即在於
為會員管理著作財產權，如會員於入會後，得再自行授權或委託第三人代其授權，則利用人
無法明確判別究應向何人商洽授權利用事宜，勢將導致著作權市場秩序之混亂。故本項明定
會員在仲介團體管理之範圍內，不得自行授權或委託第三人代其授權，以利仲介團體之健全
運作。」於引進著作權集體管理制度之初期，為避免利用人惑於向何方取得利用授權，導致
市場混亂，並予著作權集體管理團體建立發展組織、累積經驗之機會，有其立法政策之考
量。然而，若利用人可直接向已加入著作權集體管理團體之著作財產權人取得授權，使利用
人於欲取得利用授權時，多一種管道，則對於著作權集體管理團體之著作管理產生競爭，促
進其追求效率的管理，未必不利於著作權集體管理制度之發展；對利用人而言，亦可視其著
作利用實態選擇以何種方式取得利用授權；對著作財產權人而言，保有個別管理之可能，得
以是否對己有利之方式決定是否自為利用授權，對保障著作財產權人之權益亦無害處。

然而，儘管著作權集體管理團體條例不再限制著作權集體管理團體之會員另為利用授
權，但亦未禁止著作權集體管理團體以章程或管理契約限制，輔以著作權集體管理團體條例
第三十九條規定，就刑事部分，著作權集體管理團體以受專屬授權或信託讓與者為限，得以
自己之名義，為著作財產權人之計算，為訴訟上行為。著作權集體管理團體實有誘因以章程
或管理契約，取得專屬授權或信託讓與，而此將限制會員另為利用授權。因此實際是否會因
法規開放而有多數著作權集體管理團體會員得另為利用授權，值得觀察。

第七款 著作權集體管理團體資訊提供義務之減輕
著作權集體管理團體條例第二十七條第一項規定：「集管團體應將其管理範圍內之著

作相關資訊，包括所管理之著作財產權人名冊，及管理之著作數量或其他足以辨識管理著作
數量之資訊，上網供公眾查閱，並應公眾之申請，於合理範圍內提供相關資訊。」以此與著
作權仲介團體條例第二十三條第一項237之規定比較，則著作權集體管理團體編造著作財產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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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7 著作權仲介團體條例第二十三條第一項：「仲介團體應編造著作財產權目錄，載明下列事項：一、著作人、著作財產權人姓名或名
稱。二、著作名稱。三、著作完成或首次公開發表之年份。四、授權利用之著作財產權。」



目錄不再是義務，且其格式與內容亦由著作權集體管理團體自行決定。對於一般公眾之申
請，亦修正為解釋上更有彈性，提供「合理範圍」之相關資訊。而對於欲簽訂利用授權契約
之利用人，依著作權集體管理團體條例第二十七條第二項，著作權集體管理團體對於同條第
一項之資訊有告知義務，然同條第一項中之所列之資訊，相較於著作權仲介團體條例中著作
財產權目錄之應載明事項，明顯減輕著作權集體管理團體資訊提供之負擔。

著作權集體管理團體資訊提供義務之減輕，應係基於過往實務之經驗，著作權集體管
理團體反應「法定著作財產權目錄製作困難，無法落實編造」，故於本次修法中不再強制著
作權集體管理團體編造著作財產權目錄，不再需要逐筆列明著作之名稱、完成或首次公開發
表之年份、授權利用之著作財產權，而較強調著作權集體管理團體揭露其管理之著作數量。

第八款 利用人定期提供著作使用清單義務之緩和
著作權集體管理團體條例第三十七條第一項：「利用人應定期將使用清單提供集管團

體，作為分配使用報酬之計算依據。但授權契約另有約定者，從其約定。」本次修法增訂但
書，利用人定期提供著作使用清單義務得以約定免除。此係因應實務上利用人反應提供著作
使用清單有執行上之困難。

第九款 發起人人數與國籍限制之修正
著作權集體管理團體條例第四條第三項規定，發起人之最低人數，應由著作權專責機

關依不同著作類別定之；其中半數以上，應在國內有住所或事務所。此次修正解除發起人法
定最低人數限制，由著作權專責機關依不同著作類別定之，較有彈性。而國籍之限制亦放
寬，不再需有半數以上之發起人為中華民國人，只要半數以上之發起人於國內有住所或事務
所即可。

第十款 著作權審議及調解委員會權責之弱化
依著作權法第八十二條第一項規定，著作權專責機關應設置著作權審議及調解委員

會，辦理下列事項：(1) 著作權法第四十七條第四項規定使用報酬率之審議；(2) 著作權集體
管理團體與利用人間，對使用報酬爭議之調解；(3) 著作權或製版權爭議之調解；(4) 其他有
關著作權審議及調解之諮詢。亦即著作權審議及調解委員會負有審議、調解及諮詢之權責與
功能，關於爭議之調解，應依著作權爭議調解辦法辦理。

著作權集體管理團體條例第二十五條第四項、第二十六條第二項及第三十條第五項規
定，著作權專責機關就利用人對著作權著作集體管理團體訂定之使用報酬率有異議而申請之
審議，應諮詢著作權審議及調解委員會之意見；利用人以無原定之使用報酬率或原約定之使
用報酬而向著作權專責機關申請核定暫付款，著作權專責機關於核定前，得諮詢著作權審議
及調解委員會之意見；著作權專責機關對於共同使用報酬率之決定，應諮詢利用人及著作權

99



審議及調解委員會之意見。就使用報酬率之審議、核定或決定權，皆屬著作權專責機關之權
限，著作權審議及調解委員會於著作權專責機關審議過程或核定、決定前，僅具諮詢之功
能，不再對使用報酬率進行審議、核定或決定。尤其於利用人依著作權集體管理團體條例第
二十六條第一項向著作權專責機關申請核定暫付款之情況，著作權專責機關更得不諮詢著作
權審議及調解委員會之意見，逕為核定。

依上段所述，可知於本次修法，著作權審議及調解委員會權責之弱化。著作權審議及
調解委員會之權責僅存於下列事項：著作權法第八十二條第一項、著作權集體管理團體條例
第二十五條第四項、第二十六條第二項及第三十條第五項規定者，包括審議、調解與諮詢。
審議方面，限於著作權法第四十七條第四項有關教科書利用著作之法定授權使用報酬率之審
議；諮詢方面，係指著作權集體管理團體條例第二十五條第四項、第二十六條第二項及第三
十條第五項中，就著作權專責機關於使用報酬率審議、預付款核定或共同使用報酬率決定之
諮詢；另依著作權法第八十二條第一項第四款對著作權專責機關就其他有關著作權審議及調
解之諮詢，此些異於著作權法第八十二條第一項第一款至第三款關於使用報酬率之審議或爭
議之調解，諮詢之效果僅提供著作權專責機關之參考意見，並無拘束力。易言之，審議、核
定或決定結果，均為著作權專責機關參考著作權審議及調解委員會意見後之行政處分，而非
著作權審議及調解委員會之決定。

第十一款 會員退會後法律關係之調整
著作權集體管理團體條例第三十一條第二項：「利用人於會員退會前已與集管團體訂

定授權契約者，於契約期限屆滿前，得繼續利用該退會會員之著作，不須另行支付使用報酬
予該退會會員。但授權契約另有約定不得繼續利用者，從其約定。」易言之，著作權集體管
理團體與利用人間之利用授權契約不受會員退會影響。

本次修法前，著作權仲介團體條例第二十七條第一項：「會員退會時，仲介團體應即
通知利用人，並終止管理契約，停止管理該會員之著作財產權。但會員退會前，仲介團體與
利用人訂定之個別授權契約或概括授權契約，其效力不受影響。」亦即會員退會前，著作權
仲介團體與利用人間締結之個別授權契約或概括授權契約，效力不受影響，在該契約期間屆
滿前，利用人得繼續利用該退會會員之著作；而退會會員與著作權仲介團體間退會後之關
係，可分為下列三種情形：

一、個別授權契約：由退會前之著作權仲介團體履行，故著作權仲介團體依會員退會
前簽訂之個別授權契約收取之使用報酬，應分配予該會員，而退會會員與利用人間無契約關
係，故不得向利用人請求使用報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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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概括授權契約，退會前之著作權仲介團體無履行義務，其依會員退會前簽訂之概
括授權契約收取之使用報酬，僅須就退會前之部分分配予該會員，而該契約由該退會會員退
會時繼受。

三、 概括授權契約，退會前之著作權仲介團體無履行義務，其依會員退會前簽訂之概
括授權契約收取之使用報酬，僅須就退會前之部分分配予該會員，而該契約，於該退會會員
另行加入其他著作權仲介團體，自其加入時起，由該新加入之著作權仲介團體繼受。

故於本次修法前，著作權仲介團體與利用人簽訂概括授權契約者，會員退會後，該契
約效力雖不受影響，但由退會會員或其所加入新著作權仲介團體繼受，使利用人於對原著作
權仲介團體支付使用報酬外，還須針對退會會員部分之著作，支付使用報酬予該退會會員或
其所新加入之著作權仲介團體。即便利用人得因相當數量之會員退會，以情事變更為由，請
求原著作權仲介團體減少使用報酬或終止契約，惟立法政策上，既不希望會員退會影響利用
人權益，而使概括授權契效力不受影響，便不應再因利用人之授權契約不同，區分利用人是
否應對原著作權仲介團體以外之人再支付使用報酬，並因此衍生須向原著作權仲介團體請求
減少使用報酬或終止契約之問題。故本次修法後，著作權集體管理團體條例第三十一條第二
項便明定，除非利用授權契約另有約定會員退會後，利用人不得繼續利用著作，利用人得繼
續利用該退會會員之著作至契約期間屆滿為止，且毋須另行支付使用報酬予該退會會員。如
此一來，著作權集體管理團體與利用人間之利用授權契約不僅不因會員退會，影響其效力，
亦無繼受之問題，故刪除著作權仲介團體條例第三十七條第二項關於利用授權契約繼受之規
定。本次修法後，退會會員僅得向原著作權集體管理團體請求使用報酬之分配，若其加入其
他著作權集體管理團體，而該新加入之著作權集體管理團體就利用人之利用，會分配使用報
酬予該會員，該會員僅得於該新著作權集體管理團體接受分配，而不得再向原著作權集體管
理團體請求分配。

歸結而言，著作權集體管理團體條例第三十一條第二項之修正，乃將因會員退會而生
之不利益歸於該退會會員，畢竟會員於退會前，能自行選擇適當時機，使自己之權利受到最
小程度之負面影響，此不利益不再由利用人分擔，並可穩定著作權集體管理團體之營運。

第十二款 著作權集體管理團體公益色彩之淡化
於著作權仲介團體條例中，雖並未明文規定著作權仲介團體係公益性社團法人，惟於

著作權仲介團體條例第三十五條：「仲介團體每年應將該年度所收之管理費，提撥百分之十
辦理下列事項：一、會員之生活扶助、醫療補助、急難救助或災害救助。二、會員優良著作
之獎勵。三、著作權之宣導。四、文化活動之舉辦或贊助。五、有關著作權之研究及文化發
展之研究。六、其他經主管機關核准之公益事項。」及同條例第二十三條第三項：「為文
化、教育或其他公益性之目的而利用著作者，仲介團體應酌減其使用報酬，其利用人無營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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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為者，仲介團體應酌收其使用報酬，並應將酌減或酌收之標準明定於使用報酬收費表。」
等規定中仍顯出著作權仲介團體具有公益性。

著作權集體管理團體條例中，刪除著作權仲介團體條例第三十五條之規定，理由係
「鑒於集管團體於運作初期之管理費收入，往往連人事、房租等費用均不足以支應，實難強
求其辦理公益事項，爰將辦理公益事項之義務刪除，由集管團體內部自行決定是否辦理公益
性事項。」如此一來，原本著作權集體管理團體應辦理之公益事項變為由著作權集體管理團
體依其營運狀況自行決定是否辦理，公益色彩大幅淡化。另著作權集體管理團體條例第二十
四條第三項：「使用報酬率，就利用人為文化、教育或其他公益性之目的而利用著作者，集
管團體應酌減其使用報酬；其利用無營利行為者，集管團體應再酌減其使用報酬。」對照著
作權仲介團體條例第二十三條第三項，對利用人為文化、教育或其他公益性之目的無營利行
為之利用，其使用報酬由「酌收」改為「再酌減」，解釋上著作權集體管理團體依著作權集
體管理團體條例，對為文化、教育、或其他公益性目的無營利行為之利用，將可能收取高於
過去之使用報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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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 我國著作權集體管理團體─以 MCAT、MUST、

TMCS 為中心
第一項 我國目前經許可之著作權集體管理團體

我國目前共有六個經許可設立之著作權集體管理團體，整理如下表238：

【表二】

團體名稱 著作類別 管理權能 備註

社團法人台灣音
樂著作權人聯合
總會（MCAT)

音樂著作
公開播送權
公開演出權
公開傳輸權

88.01.20 許可
88.06.22 法人登記

社團法人中華音
樂著作權協會
（MUST)

音樂著作
公開播送權
公開演出權
公開傳輸權

88.01.20 許可
88.05.17 法人登記

社團法人台灣音
樂著作權協會
（TMCS）

音樂著作
公開播送權
公開演出權
公開傳輸權

91.02.27 許可
91.04.30 法人登記

社團法人中華民
國錄音著作權人
協會（ARCO）

錄音著作

公開播送權
公開演出報酬請求權

為公開演出目的之必要重製權
公開傳輸權

為公開傳輸之必要重製權

88.01.20 許可
88.05.31 法人登記
（99.12.24 許可併
入社團法人中華音
樂視聽著作仲介協

會）

社團法人中華民
國錄音著作權人
協會（ARCO）

視聽著作

公開播送權
公開上映權
公開傳輸權

為公開傳輸之必要重製權

88.01.20 許可
88.05.31 法人登記
（99.12.24 許可併
入社團法人中華音
樂視聽著作仲介協

會）

社團法人中華有
聲出版錄音著作
權管理協會
（RPAT）

錄音著作
公開播送權

公開演出報酬請求權
90.10.22 許可

91.02.07 法人登記

社團法人中華語
文著作權集體管
理協會

（COLCCMA）
語文著作 重製權

95.08.08 許可
95.11.20 法人登記

238 資料來源：經濟部智慧財產局網站，http://bit.ly/jnlvOT ，最後造訪 2011 年6 月25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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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上表可看出我國著作權集體管理制度目前之二項特色如下239：

一、以音樂著作之著作權集體管理團體為主。就著作權集體管理團體設立與目前現存
六家著作權集體管理團體觀之，主要集中在音樂領域，以音樂著作相關類型之集體管理團體
佔多數。此外，對於具較大經濟價值且有商業談判需要的音樂機械重製權，我國著作財產權
人傾向保留自行授權。

二、音樂著作權集體管理團體數量多，經驗難以累積、規模經濟效果不顯著。正如檢
討著作權仲介團體條例之部分所言，我國著作權集體管理制度採多元制，於著作權集體管理
制度發展初期有其缺點，而現有之六家著作權集體管理團體，以音樂著作權集體管理為業務
者，計有三家（MCAT、MUST 與 TMCS），其管理之音樂著作數量最多者為 MUST，約二
十萬首（僅華語歌曲部分，不含其代表 CISAC 管理之部分），會員近千人，另二家管理之
音樂著作各不足三萬首；以此相對於日本 JASRAC、美國 ASCAP、BMI 及德國 GEMA，就
各國之音樂市場規模、各團體所管理之著作數量，我國之音樂著作權集體管理團體確有過多
之嫌。

此一發展結果導致各著作權集體管理團體之經驗難以累積，組織建構緩慢，無法有效
因應社會局勢的變動及新型態著作利用的發展，以規模最大、最為重要之社團法人中華音樂
著作權協會為例，遲至二〇一〇年，方增訂公開傳輸項目入其使用報酬率之收費項目，對於
著作財產權人權益造成不當影響，對欲以新型態為著作利用之利用人亦十分不利；且利用人
面對有多家著作權集體管理團體之現況，還有重複收費、確認應向何團體取得利用授權之成
本等困擾。而規模經濟效果不顯，整體管理成本高昂，反使著作財產權人得受分配之收入相
對減少。

第二項 我國經許可設立之音樂著作權集體管理團體簡介
第一款 社團法人台灣音樂著作權人聯合總會（MCAT）

社團法人台灣音樂著作權人聯合總會（Music Copyright Association Taiwan，以下簡
稱 MCAT）之緣起，乃是一九九二年「著作權法」修法之後，為保障音樂著作權人之權益，
當時華倫唱片公司董事長蔡清忠先生，邀集吉馬唱片董事長陳維祥等台語歌曲唱片公司及音
樂著作權人共同成立「著作權服務中心」，後改組為「台灣區詞曲保護協會」，再後又更名
為「中華民國影傳音播詞曲保護協會」240。一九九三年五月則應「中華民國音樂著作權人協
會」理事長許常惠先生之邀集與「中華民國著作權人協會」、「中華民國詞曲著作權人協
會」、「中華民國台灣歌謠著作權協會」、「中華詞曲著作權人協會」及音樂著作權人代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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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一同召開「中華民國音樂著作權人聯合委員會組織章程」，以此作為籌組「音樂仲介團
體」之基礎。

一九九四年七月更名為「中華音樂著作權人聯合總會」，八月經政府正式立案。而後
於一九九九年一月二十日，依一九九七年公布施行之「著作權仲介團體條例」，經內政部許
可，取得全國第一張「著作權仲介團體設立證書」，成為全國第一個由專業的音樂創作者與
著作權人組成的音樂著作仲介團體。最後在二〇〇三年十二月，經總會決議確定更名為今日
的「台灣音樂著作權人聯合總會」。MCAT 所管理之範圍為音樂著作之公開播送權、公開演
出權、公開傳輸權，管理之會員歌曲約有 28,595 首241。

MCAT 之會員包括個人會員與團體會員。依 MCAT 網頁介紹，該會個人會員多為音樂
詞曲創作人，台灣從事嚴肅音樂之專家、學者、作家、教育家，百分之九十以上均為該會會
員；團體會員則多為國內著名有聲出版業者。會員作品在台灣的使用率，目前約佔全部市埸
的百分之六十五242。MCAT 會員全部應得之使用報酬，除代扣稅金外，每人應於稅前另收管
理費百分之二十（待運作正常後，以管理費酌減至百分之十五為目標），作為 MCAT 之管
理費。

第二款 社團法人中華音樂著作權協會（MUST）
社團法人中華音樂著作權仲介協會（Music Copyright Intermediary Society of Chinese 

Taipei，以下簡稱 MUST）依一九九七年公布施行之「著作權仲介團體條例」，由國內多位
知名詞曲著作人及各大音樂出版公司、唱片公司版權部共同結合所組成的社團法人，並於一
九九九年一月二十日，經內政部許可設立243。MUST 所管理之範圍為音樂著作之公開播送
權、公開演出權及公開傳輸權。國內會員數至二〇〇九年四月為止已達九百二十七名，其中
包括國、台、客語歌曲、流行及古典音樂著作人與廣告音樂、網路音樂著作人等；管理之會
員歌曲約有二十萬曲244。

MUST 除了邀請國內詞、曲作家及音樂出版公司加入成為會員外，亦與國外相關姊妹
協會，例如美國 ASCAP、BMI、SESAC，英國 PRS，法國 SACEM，德國 GEMA，澳大
利亞 APRA，香港 CASH，新加坡 COMPASS，馬來西亞 MACP，加拿大 SOCAN，中國
大陸 MCSC 等近三十餘著作權集體管理團體簽訂互惠契約（相互保護對方會員之音樂著作
著作財產權之合約），並於一九九九年十二月一日正式成為國際藝創家聯會（CISAC）會

105

241 資料來源：MCAT 官方網站之會員歌曲查詢，http://www.mcat.org.tw/member.php，最後造訪 2011 年 6 月 25 日。

242 資料來源：MCAT 官方網站之會務簡介，http://www.mcat.org.tw/us03.php，最後造訪 2011 年 6 月 25 日。

243 資料來源：MUST 官方網站之協會簡介，http://www.must.org.tw/2about_must/2-1.asp?swf=top_02，最後造訪 2011 年 6 月 25 日。

244 資料來源：MUST 官方網站之華語作品檢索，http://www.must.org.tw/left_fun/music_search.asp?swf=top_00，最後造訪 2011 年 6 
月 25 日。

http://www.mcat.org.tw/member.php
http://www.mcat.org.tw/member.php
http://www.mcat.org.tw/us03.php
http://www.mcat.org.tw/us03.php
http://www.must.org.tw/2about_must/2-1.asp?swf=top_02
http://www.must.org.tw/2about_must/2-1.asp?swf=top_02
http://www.must.org.tw/2about_must/2-1.asp?swf=top_02
http://www.must.org.tw/2about_must/2-1.asp?swf=top_02


員，CISAC 有九十八個會員國，直屬聯合國教科文組織，該機構涵括一百九十八個音樂及
其他藝文創作團體，因而 MUST 擁有超過一百萬名作者，大約一千七百萬首音樂作品的管
理權利，幾乎將所有國際上流通的音樂曲目均涵蓋在內，而國內詞曲作家及音樂出版公司之
音樂作品亦因互惠原則受到全世界保護。MUST 為我國唯一加入 CISAC 的著作權集體管理
團體，且亦是 CISAC 於國內唯一的音樂著作權代表。245

MUST 之管理費，在該會成立後第一年，不得超過全年使用報酬百分之二十五。第二
年後逐年調降。自第五年起，管理費不得超過使用報酬百分之二十。

第三款 社團法人台灣音樂著作權協會（TMCS）
社團法人台灣音樂著作權協會（Music Copyright Intermediary Society of Taiwan，以

下簡稱為 TMCS）依一九九七年公布施行之著作權仲介團體條例，於二〇〇二年二月二十七
日，經經濟部智慧財產局許可設立246。TMCS 所管理之範圍為公開播送權、公開演出權、
公開傳輸權。其個人會員有一百二十六人、團體會員六人（點將家股份有限公司、吉聲影視
音公司、趨勢公司、五母公司、數碼方舟、金馬聲視）。管理會員之歌曲約有 25,093 首
247。該會授權對象係以伴唱機製造商為主。

第三項 我國音樂著作權集體管理團體與會員之關係
第一款 社團法人台灣音樂著作權人聯合總會（MCAT）
第一目 委託管理範圍

依據 MCAT 之專屬授權委託管理契約書第一條，委託人係將其依著作權法已取得或陸
續取得之音樂著作著作財產權，專屬授權 MCAT 代為管理公開播送權、公開演出權、公開
傳輸權及上載重製權。授權區域含國內外。於管理契約書第九條並明文限制委託人於契約期
間內，不得再將已委託 MCAT 管理之音樂著作著作財產權委託國內外其他與 MCAT 性質類
似之團體或個人代為管理。

第二目 使用報酬分配與管理費
MCAT 每年分配一次該年度實際收到之使用報酬。分配比例若歌詞、歌曲之著作權財

產權人均屬一人所有，則全部給予該一人；若歌詞、歌曲之著作財產權分屬二人所有，則各
分配百分之五十；其他權利歸屬另有約定者，依該約定辦理分配。使用報酬於分配前，除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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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5 資料來源：MUST 官方網站之協會簡介，http://www.must.org.tw/2about_must/2-1.asp?swf=top_02，最後造訪 2011 年 6 月 25 日。

246 資料來源：TMCS 官方網站之簡介章程，http://www.tmcs.org.tw/， 最後造訪 2011 年 6 月 25 日。

247 資料來源：TMCS 官方網站之歌曲查詢，http://www.tmcs.org.tw/， 最後造訪 2011 年 6 月 25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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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扣除稅金，MCAT 以收取之使用報酬總金額百分之二十五為管理費248，若為非會員，則另
收資料輸入作業費百分之十。

第三目 委託人之保證義務
委託 MCAT 代為管理著作權財產權之委託人，應保證其就專屬授權之音樂著作享有完

整之著作財產權，並無侵害他人之著作權情事。若 MCAT 因第三人向其主張該音樂著作之
權利而遭受損害，委託人應負賠償責任。MCAT 並得逕行以書面終止契約或暫停管理該著作
俟爭議釐清再行管理249。

第四目 委託人之通知義務
委託人就其委託 MCAT 管理之音樂著作著作財產權如有任何增刪或變動時，應以書面

通知 MCAT。委託人若於委託期間內，有任何新的音樂創作，或因繼承、轉讓等其他原因，
取得著作財產權時，亦應依格式，通知 MCAT250。

第五目 專屬授權委託管理契約之期間與終止
於契約簽訂之日起至當年度之十二月三十一日止。於契約期間屆滿前，契約當事人無

以書面向他方表示反對續約，則契約於期間屆滿後視同繼續續約，直至契約當事人一方行使
上述行為為止。

第二款 社團法人中華音樂著作權協會（MUST）
第一目 委託管理範圍

依 MUST 音樂著作著作財產權管理契約第一條，委託人係將其依著作權法已享有或今
後契約期間內可享有之全部音樂著作著作權財產權，專屬授權 MUST 管理公開播送權、公
開演出權、公開傳輸權。授權區域為全世界地區。委託人於契約期間不得自行授權或另委託
第三人代其授權已委託MUST 管理之著作財產權予他人為有償或無償之使用。

第二目 使用報酬分配與管理費
依 MUST 訂定之使用報酬分配方法第二條，每年至少為一次使用報酬之分配，並得依

實際狀況由董事會決議為臨時或補充分配。分配方法上，依作品相關權利人之態樣，有較 
MCAT 詳細之規定。於發生權利侵害或權利人對權利發生爭執時，MUST 得暫停分配，俟爭
議釐清再行分配。MUST 之會員，管理費為使用報酬總金額之百分之二十，MUST 之準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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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8 MCAT 專屬授權委託管理契約書第二條、第三條。

249 MCAT 專屬授權委託管理契約書第八條。

250 MCAT 專屬授權委託管理契約書第十一條、第十三條。



員251，管理費為使用報酬總金額之百分之三十252。委託人收取使用報酬所應繳交之賦稅，
由委託人自行負責253。

而由於採樣方式或其他因素致部分音樂著作無法採集其確實被利用之情形，未解決此
問題，MUST 設有「基本分配額」之制度，支付所有國內及海外聯會之會員一固定金額作為
補充分配。惟，若該會員連續六年未就其音樂著作收取到任何國內、外公開播放、公開演出
及公開傳輸使用報酬分配者，不再享有此「基本分配額」。

第三目 委託人之保證義務
MUST 音樂著作著作財產權管理契約第六條規定，委託人須擔保其專屬授權予 MUST 

管理之全部音樂著作，確實享有完整之著作權，絕未侵犯任何人之權利。倘若任何人由於 
MUST 所行使之該等權利而向 MUST 提出任何要求，委託人應賠償 MUST 所遭受之全部損
害，或避免 MUST 受到任何損害。

第四目 委託人之通知義務
MUST 音樂著作著作財產權管理契約第三條規定，委託人應將其專屬授權予 MUST 所

有音樂著作之名稱及其資料，依 MUST 制定之格式即向 MUST 登記，且該等著作名稱及其
資料若有任何增減或變更，亦應立即通知 MUST，作為 MUST 向音樂使用人授權及分配使
用報酬予委託人之依據。MUST 無義務分配未經登記之音樂著作之使用報酬予委託人。

第五目 音樂著作著作財產權管理契約之期間與終止
於契約簽訂之日起至當年度之十二月三十一日止。於契約期間屆滿三個月前，委託人

無以書面向 MUST 表示反對續約，則契約於期間屆滿後視同繼續續約，直至委託人行使上
述行為為止。若委託人死亡、解散或結束營業，MUST 得繼續為其管理著作財產權至當年度
之十二月三十一日止。若 MUST 結束會務，則契約即告終止。

第三款 社團法人台灣音樂著作權協會（TMCS）
第一目 委託管理範圍

依 TMCS 之音樂著作權會員管理契約書第一條，委託人係就現在及未來在契約存續期
間內所享有之全部音樂著作著作財產權，於契約存續期間，專屬授權予 TMCS 管理公開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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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1 MUST 之組織章程第九條，若委託人之著作數量未達成為 MUST 會員之標準，則其成得申請成為 MUST 準會員。其他得申請成為 
MUST 準會員者如：(1) 不具本地居留權之外國籍人士；(2) 不願成為會員，只願簽署「音樂著作著作財產權管理契約」者；(3) 會員、準
會員退會後再度申請入會者；(4) 若委託人之著作亦未以出版品型態公開發行，但於與 MUST 簽署音樂著作授權契約之利用人電腦網際網
路伺服器或部落格為公開傳輸之數量達一定標準者，亦得申請成為 MUST 之準會員。會員與準會員除了管理費之不同，會員另有以下權
利：(1) 出席總會之權利；(2) 表決權、選舉權、被選舉權與罷免權；(3) 受「基本分配額」之分配。

252 資料來源：MUST 官方網站之入會資訊/入會 Q&A，http://www.must.org.tw/4membership/4-4.asp?swf=top_04，最後造訪 2011 年 6 
月 26 日。

253  MUST 音樂著作著作財產權管理契約第四條。

http://www.must.org.tw/4membership/4-4.asp?swf=top_04
http://www.must.org.tw/4membership/4-4.asp?swf=top_04


送權、公開演出權、公開傳輸權。授權區域為全世界地區。 委託人於契約期間不得自行授
權或委託他人再行授權已委託TMCS 管理之著作財產權予第三人。

第二目 使用報酬分配與管理費
依 TMCS 訂定之使用報酬之分配方法第一條第一項，每年至少為一次使用報酬之分

配。值得注意者，就個別授權收取之使用報酬，TMCS 之董事會得決議其一定比例，納入使
用報酬總收入共同分配，超過該比例之部分始單獨分配予個別授權著作之會員或準會員。而
概括授權收取之使用報酬，若依使用清單中，準會員所享有著作被利用部分計算所佔使用報
酬金額達一定金額，該使用報酬（扣除利用非該準會員部分），應依比例納入使用報酬總收
入共同分配。超過部分始單獨分配予該準會員。

TMCS 之會員，管理費為使用報酬總金額扣除必要推廣費用254後之百分之二十五；
TMCS 之準會員255，管理費為使用報酬總金額扣除必要推廣費用後之百分之三十五。惟 
TMCS 對準會員設有特別約定，若其全年度使用報酬越高，則其一般管理費費率（百分之二
十五）即會酌減，如全年度使用報酬合計達三百萬元以上者，其一般管理費費率為百分之十
八；全年度使用報酬合計達三千萬元以上者，其一般管理費費率為百分之三。

第三目 委託人保證義務
TMCS 音樂著作著作財產權管理契約第六條規定，委託人須擔保其專屬授權予 TMCS 

管理之音樂著作，確實享有完整之著作財產權，絕無侵犯他人之權利。倘若他人因 TMCS 
行使之該等權利而向 TMCS 主張其權利者，委託人應即排除之。倘委託人因此致 TMCS 權
益受損，應賠償 TMCS 所遭受之全部損害。

第四目 委託人之通知義務
TMCS 音樂著作著作財產權管理契約第三條規定，委託人應將其授權予 TMCS 所有著

作之名稱及其資料，依 TMCS 制定之格式，提供予 TMCS 登記；若授權著作名稱及其資料
若有任何增減或變更，應立即通知 TMCS，作為 TMCS 向音樂利用人授權及分配使用報酬
予委託人之依據。TMCS 無義務分配未經登記之音樂著作之使用報酬予委託人。

第五目 音樂著作著作財產權管理契約之期間與終止
於契約簽訂之日起至當年度之十二月三十一日止。若委託人不願續約，應於契約期間

屆滿三個月前，以書面向 TMCS 為反對續約或退會之表示，否則契約於期間屆滿後視同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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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4 依 TMCS 使用報酬之分配方法第一條第二項，必要推廣費用可支出項目包括法務市調蒐證費用、大量函件郵資、訴訟及律師費用、
側錄監看監聽費用、收視資料調查費用等。

255 係指音樂著作財產權人不欲加入 TMCS，而僅與 TMCS 訂定管理契約者。



續續約一年。若委託人死亡、解散或結束營業，TMCS 得繼續為其管理著作財產權至當年度
之十二月三十一日止。若 TMCS 結束會務，則契約亦即告終止。

第四項 我國音樂著作權集體管理團體之使用報酬率
第一款 社團法人台灣音樂著作權人聯合總會（MCAT）

依 MCAT 所制定之使用報酬率，其對於管理音樂著作之「公開播送」、「公開演出」
與「公開傳輸」多數均採「概括授權」，並以此作為前述相關權利授權之計價收費依據，按
規定項目所訂定之標準向利用人收取使用報酬，並僅在「公開演出」部分另訂有「個別授
權」使用報酬率項目。此外，因應著作權集體管理團體條例之公布施行，MCAT 亦增訂以
「曲目次數」計費之使用報酬率。以下簡介 MCAT 之使用報酬率內容。

第一目 公開播送部分
先區分係電視台、廣播電台、或「旅館、飯店、醫院診所病房」之公開播送。

一、電視台：有年金制與按使用曲目次數計算兩種計費方式。年金制，其下再依播送
方式區分為「無線電視」、「衛星電視」、「有線電視」三類。

1. 無線電視：依節目屬性區分為：「音樂頻道」、「一般商業頻道」、「新聞、
體育頻道」，以「全年度總收入減百分之十五廣告佣金減租金收入減權利金收入減利
息收入餘額」之一定比例為使用報酬。「非商業頻道」則依全年度製播總預算之一定
比為使用報酬。

2. 衛星電視：依節目屬性區分為：「一般商業頻道」、「音樂頻道」、「電影台
或卡通台」、「新聞或體育」、「教育或宗教」、「購物台頻道」，「年廣告總收入
加上授權金收入總額」之一定比例為使用報酬。「無年廣告總收入或授權金收入頻
道」則以收視戶數為收費計算基準。「政府所屬頻道」則以政府撥款預算之一定比例
為使用報酬。

3. 有線電視：「自製頻道」若係商業託播節目，以收視戶數為計算基準；社區公
益活動節目則不予收費；「商業託播節目頻道」則亦以收視戶數為計算基準。

按使用曲目次數計算者，依播送方式區分為「電視台」、「有線電視」。

1. 電視台：以五分鐘為一單元，超過五分鐘者以另一單元計算。其下區分「無線
電視」、「衛星電視」、「非商業、政府所屬頻道」分別定使用報酬。

2. 有線電視：定每首每次之使用報酬，以收視戶數計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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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廣播電台： 有年金制與按使用曲目次數計算兩種計費方式。年金制先依不同調
幅、調頻分類，再依廣播電台節目屬性區分為「音樂台」、「商業、綜合台」、「談話
台」，不同區域定不同使用報酬。

按使用曲目次數計算者，先依是否營利區分為「商業廣播電台」、「非營利廣播電
台」。

1. 商業廣播電台：須於年度使用前二個月提前申請授權，始能使用。並以五分鐘
為一單元，超過五分鐘者以另一單元計算。再依不同調幅、調頻定單元之使用報酬。

2. 非營利廣播電台：依商業廣播電台費率三分之一計算。

三、「旅館、飯店、醫院診所病房」：以每房間或公共區域數量計算。

第二目 公開演出部分
有概括授權與個別授權兩種授權方式。

概括授權方式，依公開演出場所之性質區分如下：

一、不供演唱之營業場所：再依音樂利用是否為場所主要目的區分，以營業場地大小
計算。「投幣式點唱機」亦屬此分類，每台每年三千元。

二、不供演唱之非營業場所：以場地大小或場地坐位數計算。

三、供演唱之場所：以包廂數或伴唱機設備台數計算。

四、公車、遊覽巴士、臨時播音及臨時流動播音車輛：以車輛類型計算。

五、民用航空器播音系統：以機位數及航段數計算。

六、電影院：以座位數計算。

七、大型遊樂園區：以年度實際總售票收入之一定比例為使用報酬。

八、殯葬業者：以場次計算。

個別授權方式，首先區分為「臨時播音及臨時流動播音車輛」、「單場次演出」。前
者依係為商業或為公益宣傳，以每曲每輛車計算。後者依係「商業性演出」或「非營利性質
演出」。「商業性演出」得以娛樂稅申報報表收入總額之一定比例為使用報酬或採單詞、單
曲授權；採單詞、單曲授權者，依場地容納人數計算。「非營利性質演出」則依座位數定基
本額，再與使用歌曲數、場次數相乘計算出使用報酬。

第三目 公開傳輸部分
區分為下列四種利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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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手機鈴聲下載」：有年金制與單曲計費兩種計費方式。年金制以「全年營業總
收入」之一定比例為使用報酬。

二、「網路卡拉 OK」：有年金制與單曲計費兩種計費方式。年金制以「全年營業總收
入」之一定比例為使用報酬。

三、「網路電視、廣播」：有年金制與單曲計費兩種計費方式。年金制以「全年營業
總收入」之一定比例為使用報酬。若為非營利網站，定有最低使用報酬。

四、「網站上提供之音樂欣賞」：無以單曲計費之計費方式，以「全年營業總收入」
之一定比例為使用報酬或網站每月到訪人數計算之。若為非營利網站，定有最低使用報酬。

第二款 社團法人中華音樂著作權協會（MUST）
MUST 為我國目前規模最大之音樂著作著作權集體管理團體，且因其係 CISAC 會員而

為該組織於國內唯一的音樂著作權代表，受託管理其他國家之音樂著作。或因此故，MUST 
於其使用報酬項目及費率之訂定上，即深受其他國家音樂著作集體管理團體之影響，特別是
鄰近之日本及香港的相關團體之影響。儘管如此，現行 MUST 於其使用報酬之收費項目
上，仍僅限定於公開播送、公開演出及公開傳輸，其中公開傳輸還是二〇一〇年八月始增
訂，且同樣僅在公開演出部分定有「個別授權」之使用報酬率。此外，為因應著作權集體管
理團體條例之公布施行，MUST 亦增訂以「單曲授權」計費方式之使用報酬率。

第一目 公開播送部分
僅有概括授權使用報酬率，且計算後每一契約最低不得少於新台幣五千元。其中除 

IPTV 收費項目外，皆增訂「單曲授權」計費方式之使用報酬率。

一、無線電視台：不再區分節目屬性，以「前一年度營業收入」之一定比例為使用報
酬，且定有最低使用報酬。若係政府所屬頻道，以政府依公共電視法撥款預算之一定比例為
使用報酬。

二、衛星電視台：區分「音樂頻道」、「一般商業頻道」、「電影台、卡通台」、
「新聞、體育頻道」、「教育、宗教頻道」，其四者以「前一年度營業收入」之一定比例為
使用報酬，並定有最低使用報酬。
「教育、宗教頻道」若係文化、教育公益性頻道，以節目製作費加上播映通訊費總額之一定
比例為使用報酬；若係政府所屬頻道，以政府撥款預算之一定比例為使用報酬。

三、購物頻道：以「前一年度營利毛利」之一定比例或依收視戶數計算得出使用報
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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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有線電視台：以「前一年度訂戶收視費及廣告收入之總額」之一定比例或依訂閱
戶數計算得出使用報酬。

五、IPTV：區分「與電視同步播出」、「與電視部分非同步播出」及「互動式或非同
步播出」。

1. 與電視同步播出：以「前一年度營業收入」之一定比例或訂閱戶數計算得出使
用報酬。

2. 與電視部分非同步播出：以訂閱戶數計算得出使用報酬。

3. 互動式或非同步播出：依公開傳輸部分費率計算。

六、無線廣播電台：先區分「營利性電台」、「文化、教育之公益性及政府所屬頻
道」。

1. 營利性電台：依廣播電台之規模與調頻調幅不同，分別定使用報酬。其中「中
小功率調頻廣播電台」之使用報酬依不同區域與節目屬性再細分之。

2. 文化、教育之公益性及政府所屬頻道：依有無營利再區分不同調頻調幅定使用
報酬。

七、有線、衛星廣播音樂：以「前一年度營業收入」之一定比例為使用報酬，並定有
最低使用報酬。若係透過網際網路傳輸方式，則依公開傳輸費率定之。

第二目 公開演出暨二次公開播送之部分
有概括授權與個別授權之使用報酬率，於概括授權之情形，計算得出之使用報酬最低

不得少於新台幣一千元。各收費項目皆定有「單曲授權」計費方式之使用報酬率，卡拉 
OK、KTV 於「單曲授權」計費方式更與其他收費項目分開訂定使用報酬率。以下先介紹概
括授權之使用報酬率。

一、卡拉 OK、KTV：得以包廂數、伴唱機設備台數、營業面積計三種方式計算之。

二、航空公司：區分「正常飛行時間」與「起飛、降落期間」，前者以飛行公里數計
算之；後者以航段數計算之。

三、公車、遊覽巴士：又分為「公路汽車客運業」、「市區汽車客運業」、「遊覽車
客運業」，分別定有使用報酬，以車輛數計算之。

四、鐵路、捷運列車、高鐵：前二者與高鐵分別定有使用報酬，

五、旅館、飯店、民宿、風景度假村等，又區分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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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公共空間：若為「背景音樂」或「現場演唱」以場所面積計算之。若係以「顯
示器或電視機」為二次公開播送，則依播送設備台數計算之。

2. 客房：以房間數計算之。若房內設置伴唱機設備，須加收使用報酬。

3. 宴會廳：以場所面積計算之。

六、點唱機：以台數計算之。

七、電影院：以座位數計算之。

八、音樂水舞、音樂報時器：區分是否具營利性質，分別定使用報酬，以利用時間長
短計算之。

九、咖啡廳、餐廳、酒吧、PUB、舞廳、夜總會、夜店等：若係「背景音樂」或「現
場演唱」，以場所面積計算之。若係以「顯示器或電視機」為二次公開播送，則依播送設備
台數計算之。

十、俱樂部、健身房、三溫暖、SPA、游泳池等：若係「背景音樂」，以場所面積計
算之。若係以「顯示器或電視機」為二次公開播送，則依播送設備台數計算之。

十一、其他一般門市商號： 若係「背景音樂」，以場所面積計算之。若係以「顯示器
或電視機」為二次公開播送，則依播送設備台數計算之。

十二、百貨公司、購物中心、大賣場、大型商場、量販店等：若係「背景音樂」，以
場所面積計算之。若係以「顯示器或電視機」為二次公開播送，則依播送設備台數計算之。

十三、銀行、郵局、交易所、銀樓等(金融業)、工廠、辦公大樓等場所：若係「背景音
樂」，以場所面積計算之。若係以「顯示器或電視機」為二次公開播送，則依播送設備台數
計算之。

十四、醫院、診所及相關醫療健康機構，又區分如下：

1. 公共空間：若係「背景音樂」，以場所面積計算之。若係以「顯示器或電視
機」為二次公開播送，則依播送設備台數計算之。

2. 病房：以房間數計算之，

十五、圖書館、美術館、博物館、青年活動中心、軍營、公務機關、學校園區、公
園、古蹟文化園區、紀念館、宗教場所、體育場館等公共場所：若係「背景音樂」，以場所
面積計算之。若係以「顯示器或電視機」為二次公開播送，則依播送設備台數計算之。

十六、停車場：依場所面積計算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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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七、加油站：依場所面積計算之。

十八、船舶：依法定容量人數計算之。

十九、遊樂園區：得依前一年度之申報娛樂稅報表收入總額之一定比例為使用報酬或
依門票票價與場所面積計算之。

個別授權之使用報酬率，先區分是否具營利性質256。具營利性質者，以娛樂稅申報表
所列收入總額之一定比例為使用報酬，並定有最低使用報酬。非營利性質、其他性質257者，
以座位數258定基本額再乘以使用歌曲數、場次數計算之。

第三目 公開傳輸部分
公開傳輸部分之使用報酬率於二〇一〇年增訂，係參考日本 JASRAC 之使用報酬率。

各項收費項目亦定有「單曲授權」計費方式之使用報酬率。

一、商業傳輸，又區分為五種項目：

1. 線上卡拉 OK、手機加值（不含 RBT）、線上影音、網路廣播、網路電視、
IPTV 等：

(1)「下載型式」：有資料服務費者，以資料服務費總收入之一定比例為使用報
酬；若採月費或會員制，以當月資訊服務費及其他收入及廣告收入總額之一定比
例為使用報酬，或以當月總人數計算之。無資料服務費者，區分有無廣告收入定
不同之使用報酬；若採月費或會員制，以當月總人數計算之。另定有最低使用報
酬。

(2)「串流型式」：有資料服務費者，以資料服務費及其他收入及廣告收入總額
之一定比例為使用報酬；若採月費或會員制，區分內容屬性以資料服務費及其他
收入及廣告收入總額之一定比例為使用報酬。無資料服務費者，依最低使用報
酬。另定有最低使用報酬。

(3)「訂閱制」：以當月資料服務費及其他收入及廣告收入總額之一定比例為使
用報酬，或以當月總人數計算之。另定有最低使用報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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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雖未對觀眾或聽眾直接收取任何報酬，且未對表演人支付報酬，但有直接或間接為某特定商品、廠牌宣傳、促銷目的之活動均屬之。」

258 依 MUST 個別授權使用報酬費率之定義，座位數係指：「場地有固定座位者，以實際開放供觀眾入座之座位數為準。場地無固定座
位者，以場地最大可容納人數為準。」



2. Ringback Tone（來電答鈴）：以資料服務費及其他收入及廣告收入總額之一定
比例為使用報酬。若採月費或會員制，以當月資訊服務費及其他收入及廣告收入總額
之一定比例為使用報酬。另定有最低使用報酬。

3. 歌詞、曲譜等：

(1)可列印之下載型式或串流型式：有資料服務費者，以資料服務費總收入之一
定比例為使用報酬；若採月費或會員制，以當月資訊服務費及其他收入及廣告收
入總額之一定比例為使用報酬，或以當月總人數計算之。無資料服務費者，依
「單曲授權」計算；若採月費或會員制，以當月總人數計算之。另定有最低使用
報酬。

(2)不可列印之串流型式：依前述 1. 之串流型式計算之。

4. 動態畫面、小說、電玩、軟體音效、入口網站等不適用前述 1.2.3. 類之利用
者：

(1)下載型式：有資料服務費者，以資料服務費總收入之一定比例為使用報酬；
若採月費或會員制，以當月資訊服務費及其他收入及廣告收入總額之一定比例為
使用報酬，或以當月總人數計算之。無資料服務費者，依「單曲授權」計算；若
採月費或會員制，以當月總人數計算之。另定有最低使用報酬。

(2)串流型式：有資料服務費者，以資料服務費及其他收入及廣告收入總額之一
定比例為使用報酬；若採月費或會員制，區分內容屬性以當月資料服務費及其他
收入及廣告收入總額之一定比例為使用報酬。無資料服務費者，依有最低使用報
酬。另定有最低使用報酬。

5. 網路廣告（網路廣告代理商）：除下述二項，另有最低使用報酬。

(1)廣告費用以每次曝光數量計算時，以媒體費單價之一定比例為使用報酬。

(2)廣告費用以總額方式計算時，以媒體總額之一定比例為使用報酬

二、非商業傳輸：

1. 下載型式：區分「一般利用」與「個人及教育機關之非營利目的利用」定有不
同使用報酬。

2. 串流型式：區分「一般利用」與「個人及教育機關之非營利目的利用」定有不
同使用報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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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款 社團法人台灣音樂著作權協會（TMCS）
TMCS 於規模上小於前述之 MUST 及 MCAT，或因此故，使其使用報酬率之收費項目

相對更為簡略，於類型上僅有公開播送及公開演出二種大類，而無公開傳輸之收費項目。惟
近年已增訂個別授權公開演出之使用報酬率。

第一目 公開播送部分
僅有概括授權使用報酬率，區分下列各項：

一、無線電視台：有年金制與單曲制。

1. 年金制：以「前一年度營業收入」之一定比例為使用報酬，另定有最低使用報
酬。

2. 單曲制：再依「節目音樂」或「廣告音樂」分別定使用報酬。

二、政府所屬頻道：有年金制與單曲制。

1. 年金制：以「政府依公共電視法撥款預算」之一定比例為使用報酬。

2. 單曲制：再依「節目音樂」或「廣告音樂」分別定使用報酬。

三、衛星電視台：依節目屬性區分，各種頻道之單曲制皆區分「節目音樂」與「廣告
音樂」分別定使用報酬，於教育、宗教、公益性或政府所屬頻道之使用報酬較低。以下為
「年金制」之使用報酬率。

1. 一般商業頻道：以「前一年度營業收入」之一定比例為使用報酬，另定有最低
使用報酬。若僅為區域型一般商業頻道，最低使用報酬較低。

2. 音樂頻道：以「前一年度營業收入」之一定比例為使用報酬，另定有最低使用
報酬。

3. 電視、卡通頻道：以「前一年度營業收入」之一定比例為使用報酬，另定有最
低使用報酬。

4. 新聞、體育頻道：以「前一年度營業收入」之一定比例為使用報酬，另定有最
低使用報酬。

5. 教育、宗教、公益性頻道：以「節目總製作費及播映通訊費合計總額」之一定
比例為使用報酬。

6. 政府所屬頻道：以「政府撥款預算」之一定比例為使用報酬。

四、有線電視台：有年金制與單曲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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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年金制：以「前一年度收視費及廣告收入合計總額」之一定比例為使用報酬，
或以訂閱戶數計算之。

2. 單曲制：再依「節目音樂」或「廣告音樂」分別定使用報酬。

五、購物頻道：有年金制與單曲制。

1. 年金制：以「前一年度營業毛利」之一定比例為使用報酬。

2. 單曲制：再依「節目音樂」或「廣告音樂」分別定使用報酬。

六、無線廣播電台：依有無營利性質區分。

1. 營利性電台：以「全年度毛利」之一定比例為使用報酬。另依頻道之調頻、調
幅不同分別定有最低使用報酬。

2. 非營利電台：以「全年度節目製播預算」之一定比例為使用報酬。

第二目 公開演出部分
有概括授權與個別授權之使用報酬率，以下先介紹概括授權之使用報酬率。

一、卡拉 OK、KTV：以「營業面積」計算之。

二、航空公司：再區分為「正常飛行時間」、「起飛、降落期間」。

1. 正常飛行時間：以飛行公里數計算之。

2. 起飛、降落期間：以航段數計算數。

三、公車、遊覽巴士：區分「公車」或「遊覽巴士」分別定使用報酬，以車輛數計算
之。

四、旅館、飯店：區分「大廳、走廊、LOBBY」、「房間」、「現場演唱」。

1. 大廳、走廊、LOBBY：以場所面積計算之。

2. 房間：以房間數計算之。

3. 現場演唱：以場所面積計算之。

五、酒吧、咖啡廳、餐廳、PUB、俱樂部、舞廳、夜總會、韻律舞蹈教室：區分「播
放音樂」或「現場演唱」分別定使用報酬，以場所面積計算之。

六、遊樂場、撞球場、電動玩具店、保齡球場、銀行、三溫暖、美容院、理髮廳、醫
院診所、工廠、辦公大樓、超商、百貨公司、購物中心、活動中心、溜冰場、Hi-Fi 店：以
場所面積計算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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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電影院：以座位數計算之。

八、音樂水舞：以利用時間長短計算之。

個別授權之使用報酬率，先區分是否具營利性質259。具營利性質者，以「票房總收
入」之一定比例為使用報酬，另定有最低使用報酬。其他性質260者，依座位數261區分基本
額，再乘以使用歌曲數、場次數計算之。

第五項 小結
從本節上述中可知我國三大音樂著作著作權集體管理團體發展尚淺，且就整體音樂著

作市場規模而言，我國音樂著作市場遠較日本、德國等國為小，卻有三家音樂著作著作權集
體管理團體分食此一市場，結果導致各該規模管理團體規模過小，既無法發揮規模經濟、累
積經驗之效，亦使其成長受到相當限制。此一現象影響所及，可見諸各家音樂著作著作權集
體管理團體於其使用報酬項目及費率之規定上；特別是於使用報酬項目之分類上，不是過於
簡略，便是過於細瑣，實難能因應現時社會的實際著作利用狀況，若有新型態之著作利用方
式出現，亦易因缺乏解釋上之彈性，難以迅速就該著作利用方式訂定使用報酬率。另一方
面，各家各自為政收費的結果，使利用人不堪其擾，甚至懷疑是否有一隻羊扒三層皮之嫌，
更引起著作權集體管理團體與利用人間之對立。凡此種種，皆顯示出我國音樂著作著作權集
體管理團體未來的規範理念與實務運作，皆尚存有大幅改進的空間。

觀察我國三家音樂著作著作權集體管理團體與其會員之關係，可發現下列特點：(1) 委
託管理之方式係透過「專屬授權」部分之著作財產權；(2) 專屬授權之著作財產權主要為：
公開播送權、公開演出權、公開傳輸權，值得注意者，MCAT 於新版之管理契約書增加「上
載重製權」；(3) 授權區域為全世界地區；(4) 使用報酬之分配原則係一年一次；(5) 管理契
約期間以一年為主。於 (1) 之部分，因仍採「專屬授權」方式委託管理，故即便著作權集體
管體團體條例中，已允許著作權集體管體團體之會員，自行另為授權，但三家音樂著作著作
權集體管理團體仍於管理契約中限制其會員另為授權。(2) 之部分，僅取得著作財產權部分
權利之專屬授權，使三家音樂著作著作權集體管理團體於規劃使用報酬率之收費項目時，不
若日本 JASRAC 來得有彈性。(4) 之部分，使用報酬之分配未如世界趨勢採依利用方式而有
不同分配期，或因三家音樂著作著作權集體管理團體規模尚小，減少業務之複雜度下之考
量。而 (5) 管理契約期間僅一年，儘管使著作財產權人得更快地更換委託管理著作權集體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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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60 依 TMCS 使用報酬費率或金額之定義，其他性質係指：「未對觀眾或聽眾直接或間接收取任何費用，但對表演人支付報酬者；或是
雖未對觀眾或聽眾直接收取任何報酬，且未對表演人支付報酬，但有直接或間接為某特定商品、廠牌宣傳、促銷目的之活動均屬之。」

261 依 TMCS 使用報酬費率或金額之定義，座位數係指：「場地有固定座位者，以實際開放供觀眾入座之座位數為準。場地無固定座位
者，以場地最大可容納人數為準。」



理團體，但著作財產權委託管理之所在亦可能因此經常變動，對利用人而言，恐生困擾，在
著作財產權人選擇自由與利用人之交易成本間，如何取得平衡，於訂定管理契約期間須多方
考量。整體而言，我國三家音樂著作著作權集體管理團體與其會員之關係較為單純，所涉著
作財產權亦僅部分權利而已，著作權集體管理制度還有相當發展與利用之空間。

觀察我國三家音樂著作著作權集體管理團體之使用報酬費率可以發現下列特點：(1) 收
費項目缺乏統一性；(2) 計算基礎缺乏統一性；(3) 公開傳輸部分規定簡陋；(4) 公開演出部
分規定過度細瑣。在 (1) 與 (2) 的部分，因收費項目的不統一，造成各家音樂著作著作權集
體管理團體間，使用報酬率相互比較之困難。如三家音樂著作著作權集體管理團體原於公開
播送部分尚有一定相似之處，惟 MUST 於二〇一〇年八月十二日公布之新版使用報酬率中
不再依無線電視台頻道節目屬性區分，並改以營業收入為計算基礎（MCAT 係以「全年度總
收入減百分之十五廣告佣金減租金收入減權利金收入減利息收入餘額」為計算基礎），讓三
者比較上更形困難；雖或有其實務運作上便利需求，但是否合理仍待商榷。在 (3) 之問題
上，公開傳輸部分規定相當簡陋；僅 MUST 於新版使用報酬率中參考日本 JASRAC 之使用
報酬率訂立較完整的使用報酬率，MCAT 雖有規定，但相當簡陋，而 TMCS 甚至無公開傳
輸部分之使用報酬率規定。最後，在 (4) 的公開演出規定繁瑣之部分，三家音樂著作著作權
集體管理團體雖有部分收費項目之場所分類類似，卻也有不少零星項目僅有其中一、二家有
規定。此外計算基礎雖多以場所面積為主，但無論面積區段、最低使用報酬等皆缺乏統一
性，讓比較甚為困難，對於利用人帶來相當大的不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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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節 與日本之比較
第一項 法制面

就兩國之著作權集體管理法制的發展來看，有相似之處，亦有可作對照之處。相似之
處，其發展趨勢，皆係從嚴格管制，走向寬鬆。日本著作權仲介業務法廢止到著作權等管理
事業法施行，從著作類型限制、著作權集體管理團體之設立方式、使用報酬率訂定，皆放寬
其管制。我國就此部分亦有相似的發展趨勢，希望透過市場機制，另制度運作更順暢、更有
效率。

但更具參考價值者，係兩者可作對照之處。日本於著作權仲介業務法時期，採取單元
制，於音樂著作著作權集體管理獨大之 JASRAC 即為此單元制下之產物；我國於著作權仲
介團體條例時期，採取多元制，目前我國音樂著作有三大著作權集體管理團體，亦可謂採多
元制之結果。第二章中關於單元制、多元制的討論，其並沒有絕對之優劣，終須結合不同之
國情、市場規模等綜合觀察，始能得知適合與否。

日本於著作權等管理事業法中，對著作權集體管理團體之設立不再嚴格限制，放棄單
元制，希望透過引進競爭機制，進一步提昇著作權集體管理之效率，並提供著作財產權人更
多選擇，以保障其權益。儘管在音樂著作之著作權集體管理方面，JASRAC 依舊獨大，但
著作權等管理事業法對指定管理事業的規範，仍就確保 JASRAC 為著作權集體管理業務時
之公正性，有一定效果。整體而言，日本之著作權集體管理法制，對其國內著作之流通與利
用，有相當之助益，其規模大且效率高。

反觀我國因著作權仲介團體條例採取多元制，導致著作權集體管理團體分立，整體市
場規模較小之情況，各著作權集體管理團體更是難達到規模經濟之效果，管理效率低落。於
著作權集體管理團體條例修正中，著作權集體管理業務之整合係十分重要的一環，單一窗口
與共同使用報酬率便係收束多元制導致之混亂現狀的方法。使用報酬率審議程序之變革中亦
因應我國著作權集體管理團體以往於訂定使用報酬率合理性難以確保之問題，強化利用人之
參與及表達意見機會。

總結來說，在多元制與單元制之對照中，兩國於新法施行後，係從由光譜的兩端向中
間靠攏，於考量國情與市場規模等因素後，以新的制度設計謀求著作權人權益保護及著作圓
滑利用之平衡點。

第二項 著作權集體管理團體與會員之關係
JASRAC 與其會員間係基於信託契約，因而除了日本著作權等管理事業法之規定，雙

方之權利義務關係另受信託法之規範。日本著作權等管理事業法另允許著作權集體管理團體



以代理或間接代理方式為著作權集體管理。亦即其關係在法律上有明確之定性，雙方的權利
義務在法律也有了基礎的規範。我國著作權集體管理團體條例中，則僅簡單定義管理契約，
並未明確定性。且本次修法亦允許會員進行個別管理，原本較明確之專屬授權契約特性，亦
遭弱化。固然我國三大音樂著作之著作權集體管理團體於管理契約中，皆仍明文規定其與會
員之授權關係，係專屬授權，但除此之外，著作權集體管理團體與會員之權利義務關係，依
然有賴於當事人之約定或嗣後之法律解釋。

第三項 使用報酬率
第一款 收費項目之比較

JASRAC 係全面性地接受著作權人之委託，而就其所有之著作權與所有將來取得之著
作權進行管理，從而其收費項目亦全面性包括著作權法所保護之各種著作財產權類型，而與
我國 MCAT、MUST、TMCS 三家音樂著作集體管理團體，僅將其收費項目限定於「公開播
送」、「公開傳輸」、「公開演出」三種著作財產權類型不同。【表三】從著作權法所規定
之各種音樂著作利用類型，呈現出 JASRAC 與我國現今三家音樂著作集體管理團體於收費
項目上之異同。

【表三】JASRAC與我國著作權集體管理團體收費項目之比較（一）

JASRAC MUST MCAT TMCS

演出 公開演出 公開演出 公開演出

播送 公開播送 公開播送 公開播送

互動傳輸 公開傳輸 公開傳輸 無

電影 無 無 無

出版 無 無 無

聲音錄音 無 無 無

自動演出樂器 公開演出 公開演出 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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影像 無 無 無

有線播送 公開播送 公開播送 公開播送

租賃 無 無 無

營業用卡拉OK 公開播送 公開播送 無

背景音樂 無 公開播送 無

CD圖形類 無 無 無

卡拉OK用IC記憶卡 無 無 無

從【表三】之比較中，可發現另一重大區別，亦即 JASRAC 於其收費項目設置上，並
非嚴格地拘泥於著作權法對於著作財產權之分類方式，而係基於利用人之觀點，分析其現實
上之利用型態，並據以進行收費項目設置，使利用人得以更容易、清楚理解到其利用行為屬
於使用報酬率中何收費項目，並知悉依使用報酬率，其利用行為，須繳交多少的使用報酬，
從而利用人於取得使用授權時更能視其實際使用需求，與 JASRAC 進行協商。反觀我國三
家音樂著作著作權集體管理團體之使用報酬率仍以著作權法上所規定的著作財產權類型為分
類依歸，其理由或係因其所取得之代理或授權權限範圍並非全面性的委託，而難以如同 
JASRAC 般，非以著作財產權各種權利之分類作為收費項目，惟，若於訂定使用報酬率
時，更多加考量實務上之利用型態，或許收費項目之規劃上能更貼近現實需要。

若更進一步檢視 JASRAC 與我國三家音樂著作著作權集體管理團體皆有之公開播送、
公開演出及公開傳輸三者之使用報酬率，比較其下之子項目的利用方式與型態，可看出縱令
係於同一著作財產權類型的收費項目，JASRAC 與我國三家音樂著作著作權集體管理團體
在各著作權財產權類型的收費項目類型下，子項目的分類方式，仍有不小的差異。

JASRAC 之收費項目雖較多，但各項下，不若我國三家音樂著作著作權集體管理團體
般繁瑣。JASRAC 收費項目多，係因其管理下之著作財產權類型較多，然我國三家主要音
樂著作著作權集體管理團體收費項目之瑣碎，徒增適用與比較上之困擾。其中尤以「公開演
出」項下之收費項目最為明顯，我國三家主要音樂著作著作權集體管理團體之使用報酬率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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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也是以利用場所之性質、目的分類，但缺乏明確之判準，不似 JASRAC 於「利用方式：
演出」下之利用場所區分中，明確說明區分各種利用場所之判準，如：主要營業目的為何、
主要提供服務為何等。JASRAC 此種規範方式於未來有新型態演出利用場所出現時，亦能
依判準適用費率，毋須逐一額外增訂收費項目；反觀我國三家音樂著作著作權集體管理團體
之使用報酬率，似是因實務運作後視需要逐一增補，造成收費項目繁瑣且三家各自不同，亦
會使費率合理與否之判斷、比較十分困難。如此設計方式，往往造成見樹不見林之結果，例
如當 JASRAC 只須藉由「交通工具中之演出」一語，囊括各種不同類型的交通工具時，我
國各該音樂著作權集體管理團體卻必須以「航空公司」、「公車」、「遊覽巴士」「鐵
路」、「捷運」、「高鐵」、「聯結車輛」、「商業及個人宣傳車」、「公益宣傳車輛」等
相對繁瑣的方式呈現，不僅因其未能具體列舉出「渡輪」、「郵輪」等現今已存在之交通工
具，於未來又有新型的交通工具出現時，亦無法囊括之。而當 JASRAC 於其公開演出之收
費類型中，一開始即指出「戲劇型態之演出」時，於我國三家音樂著作權集體管理團體的收
費項目中，卻很難明確發現相關對應項目。更有甚者，於公開傳輸部分，JASRAC 與我國
音樂著作著作權集體管理團體於收費項目設置上，思維上有根本之不同，僅 MUST 於二〇
一〇年公告之使用報酬率，因公開傳輸部分係參考 JASRAC 之規定，始有較完整且關於公
開傳輸部分之使用報酬率。

於本次著作權集體管理團體條例修正前，我國音樂著作著作權集體管理團體本身即便
有意進行收費項目之整合與調整，但因收費項目之變更須經主管機關審議，通過與否難以預
料，導致進展緩慢；JASRAC 則因長久以來深受行政指導之益，使其在收費項目之設置上
更得彈性因應現實變動。惟，著作權集體管理團體存在之主要目的，乃是為維護、保障著作
權人之權利時，於收費項目設計上之缺失，可能導致應有收費項目的不足，而使權利人未能
從中獲得應有利益，反令其權益受損。對利用人而言，無法就其利用取得授權，或為避免爭
議而耗費過多資源於取得利用授權之上，無論何者，對於促進著作之圓滑利用，皆無正面之
效果。此次著作權集體管理團體條例修正後，一方面使用報酬率之訂定與變更不再須經著作
權專責機關之審議，並增訂「共同使用報酬率」之相關辦法，我國音樂著作著作權集體管理
團體應考慮參酌 JASRAC 之收費項目訂定之理念及具體作法，修正其現有之收費項目的設
置及作法，未來更應配合著作權專責機關與他著作權集體管理團體為共同使用報酬率之訂
定，進行使用報酬率收費項目之整合與調整。

第二款 收費標準之比較
由前一章關於 JASRAC 使用報酬率的簡介可以得知，JASRAC 對於各該收費項目有其

收費計算基礎，例如於「利用方式：演出」中，係依場所之性質、營業目的等，採取面積、
容納人數等方式計算。相對於此，我國三家音樂著作著作權集體管理團體之使用報酬率中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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計算基礎則是部分過於混雜、部分則過於簡略，以公開播送為例，有以「前一年度營業收入
為」計算基礎者，有以「全年度總收入減百分之十五廣告佣金減租金收入減權利金收入減利
息收入之餘額」為計算基礎者，亦有以「前一年度營業毛利」為計算基礎者；而於公開演
出，卻又幾乎都僅以場所面積為計算基礎，且場所面積之區段劃分亦不如 JASRAC 來得細
膩。此外，更不乏一項收費項目僅定一年費，不再細分之情形。如此之計算基礎設定是否能
反應實際使用情形，不無疑問。

第三款 收費金額之比較
另一項對利用人影響甚大的，係使用報酬率中，各收費項目之收費金額。此部份之比

較甚為困難，不僅僅是二國貨幣匯率換算的問題。除匯率換算以外，日本與我國物價水準一
有差距，故亦須將物價水準之差距納入考量。物價水準的差距如何計算，「經濟學人
（Economist）」報刊提供之「大麥克指數（Big Mac Index）」雖非正式的經濟指數，仍頗
具參考價值，該指數是以美國境內的「麥香堡」美金售價為基準，再以之與世界各國「大麥
克」的美金售價比較，來評斷匯率是否被高估或者低估。依據經濟學人報刊二〇一〇年七月
二十一日的「大麥克指數」262，美國「大麥克」漢堡一個售價為美金三點七一元，而在台灣
販售卻僅需美金二點三四元，相形之下新台幣被低估了百分之三十七，而同樣「大麥克」在
日本的販售價格三點六七美元，我國與日本相較之下，我國價格仍是偏低的，日本幣值與美
國相仿，我國台幣與日本幣值相比較，台幣則被低估了約百分之三十五。因此除了匯率換
算，並須考量台幣被低估的程度。此外，各著作權集體管理團體所管理之著作數量亦須納入
考量。

【表四】管理曲目數量之比較

JASRAC MCAT MUST TMCS

約 120 萬首 約 2 萬 5 千首 約 18 萬 5 千首 約 2 萬 5 千首

實際比較之結果，以於卡拉 OK 設施中之公開演出為例，在我國一包廂之卡拉 OK 設
施，其年使用報酬為新台幣三千元。在日本一容納人數十名以下之包廂，若基本消費金額在
五百円以下，其年使用報酬為十萬八千円，約為新台幣四萬元263，乘以大麥克指數則為新台
幣二萬六千元。JASRAC 所管理之本國著作數約為一百二十萬曲，而我國之 MUST 約為十
八萬首、MCAT 約為二萬五千首，TMCS 亦約為二萬五千首；以此來看，除 MUST 尚算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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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62 資料來源：The Economist 官方網站，http://www.economist.com/node/16646178，最後造訪 2011 年 6 月 30 日。

263 新台幣與日元之匯率採 0.37:1 計算。

http://www.economist.com/node/16646178
http://www.economist.com/node/16646178


理，MCAT 與 TMCS 之費率皆偏高。再以播放音樂之酒吧、咖啡廳、餐廳為例，在我國一
十五坪之該類場所，其年使用報酬 MUST、MCAT 為新台幣三千元、TMCS 為新台幣一千
五百元。在日本一四十五平方公尺（約十五坪）之該類場所，每月演出超過六十小時者，年
使用報酬為二萬一千円，約為新台幣七千八百元，乘以大麥克指數為新台幣五千零七十元
元。以 JASRAC 所管理之著作數量與我國三家主要音樂著作權集體管理團體比較，則我國
之收費金額明顯過高。以此方式檢視我國三家音樂著作權集體管理團體之使用報酬率，整體
而言有過高之傾向。但仍有許多因收費項目、收費標準差異過大而無從比較者。

上開收費金額偏高之原因，或與我國缺乏利用人代表或團體與著作權集體管理團體協
商有關。我國音樂著作著作權集體管理團體之使用報酬率常係參考國外相類著作權集體管理
團體（特別是日本 JASRAC 或香港 CASH）之使用報酬率訂定，而非與利用人協商所得
出。且即便著作權集體管理團體欲與利用人代表或團體協商，我國目前也缺乏足夠規模或具
代表性、影響力之利用人代表或團體與之進行協商。

此外，在日本音樂著作著作集體管理團體中，幾乎仍是 JASRAC 一家獨占之局面，利
用人只要與 JASRAC 簽訂利用授權契約，幾乎即可利用所有日本國內音樂著作的情況。反
觀我國目前有三家音樂著作著作權集體管理團體，倘若各該著作權集體管理團體皆以 
JASRAC 之使用報酬率為訂定時之參考對象，則除非利用人所欲利用之音樂著作僅限於其
中一家，否則當其欲利用國內所有音樂著作時，就必須與三家著作權集體管理團體皆簽訂利
用授權契約，所必須支付之使用報酬就可能是日本利用人的三倍，其結果可能相當不合理。
此一因素，亦可能是造成上述我國部分收費項目收費高於 JASRAC 之原因。然無論如何，
JASRAC 現行使用報酬規章所規定之使用報酬率，對於我國著作權集體管理團體訂定使用
報酬率或著作權專責機關於審議各該著作權集體管理團體所提出之使用報酬率時，應有極大
的參考價值。若能適度將匯率、物價水平之差距、以及各該著作權集體管理團體所管理之音
樂著作數量納入考量，加以調整，JASRAC 的使用報酬率，當可作為訂定或審議時之重要
參考之一；正如同前章所述，JASRAC 本身於訂定使用報酬率時，亦會將國外著作權集體
管理團體相關之使用報酬率納入考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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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節 現狀問題與未來方向
第一項 著作權集體管理團體條例之落實與檢討

本次著作權集體管理團體條例之修正，就著作權仲介團體條例中諸多問題，嘗試從制
度解決，部分修正值得肯定，如著作權仲介團體正名為著作權集體管理團體、允許著作權集
體管理團體之會員另為利用授權、會員退會後法律關係之調整、強制著作權集體管理團體訂
定「曲別使用報酬」之使用報酬率等。亦有部分修正尚待施行後，著作權集體管理團體與利
用人之配合及著作權專責機關之輔導，如共同使用報酬率之訂定。

然而，仍有部分之問題仍待解決。如對於著作權集體管理團體未訂定使用報酬率之利
用型態，利用人若與著作權集體管理團體協商使用報酬率不成，此時利用人不能依著作權集
體管理團體條例第二十五條申請著作權專責機關進行審議，對於利用人仍十分不利。儘管著
作權集體管理團體條例第二十四條第七項明定，利用人得以書面請求著作權集體管理團體就
未訂定使用報酬費率之特定利用型態訂定之，並於著作權集體管理團體訂定該特定利用型態
之使用報酬率前，免除利用人依該特定利用型態利用著作之刑事責任。欲藉此督促著作權集
體管理團體履行訂定使用報酬率之義務，並使利用人不受著作權集體管理團體以刑事追訴逼
迫，確保於協商時，雙方地位較為平等，更可達合意授權之目的。但此規定並未排除利用人
之利用行為係侵害著作財產權之行為，利用人仍須負侵害著作財產權之民事責任。此責任對
於欲正當取得利用授權，卻因著作權集體管理團體執意不訂定使用報酬率，致利用人無從合
法利用，並不公平，更可能損及利用人之個人或企業形象。或許未來可考慮於此種情況，亦
運用本次修法引進之「暫付款」制度，由著作權專責機關核定該特定利用型態之暫付款金
額，利用人繳交暫付款後，可一併解除其侵害著作權之民、刑責任。

又如著作權集體管理團體之組織型態仍如著作權仲介團體條例受限，仍以公益法人團
體為限，然而本次修法中，既已淡化著作權集體管理團體之公益色彩，未來應可考慮開放著
作權集體管理團體之組織型態，由發起人選擇適合之組織型態設立之264。

其他如管理契約之定性，依然未解。而著作權集體管理團體之資訊提供義務在本次修
正甚至係減輕，應提供之資訊更有抽象化之趨勢。以往著作權仲介團體條例時期，著作權仲
介團體以「法定著作財產權目錄製作困難，無法落實編造」為理由逃避其資訊提供義務，本
次修法將資訊提供之重心置於「著作權人名冊」與「管理著作數量」，此雖係礙於現實，考
量此二項資訊對利用人評估「概括授權之使用報酬率」是否合理及判斷是否與著作權集體管

264 以德國為例，其在制定「著作權及鄰接權管理法」時，即放棄「類型之強制」，任由著作權人依其需要選擇最適當之著作權集體管理
形式；在諸多著作權集體管理團體中，有採營利社團法人之形式者，如 GEMA、VG WORT；有採有限公司形式者，如 GVL；亦有採民
法合夥者，如 ZBT、ZFS。參照陳柏如，數位時代著作權集體管理之研究，國立台灣大學法律學研究所碩士論文，2002 年 1 月，頁 
223-224。



理團體簽訂「概括授權契約」較為重要，而將著作權集體管理團體資訊提供之法定義務僅限
於此，惟著作權集體管理團體提供關於管理著作之各種資訊，實質影響利用人是否與著作權
集體管理團體簽訂利用授權契約，即便現下因著作權集體管理團體之成本考量而減輕其義
務，但對於利用人之不利並未解決；因此，著作權專責機關至少不應再如以往寬鬆認定著作
權集體管理團體之資訊提供義務，未來更應強化對各種著作利用相關資訊之要求。

於本次修法中，另一重大改變係使用報酬率審議制度的變革。著作權集體管理團體與
利用人間，相當數量之爭議係因使用報酬率而起，此次修法參考過往實務運作之經驗，不再
為事前的使用報酬率審議，僅在利用人有異議時，始啟動該程序。並配合暫付款制度，令利
用人於審議程序進行期間，亦可為著作之利用，係一平衡雙方權益之嘗試。然而，於著作權
仲介團體條例時期，我國著作權爭議解決機制便運作不佳，除使用報酬率之爭議外，其他著
作權相關之爭議，仍有其特殊性，但本次修法並未改善我國著作權之爭議解決機制。此部份
問題，容後詳述。

第二項 紛爭解決機制
第一款 我國現有之紛爭解決機制之問題

著作權集體管理團體與利用人間可能因著作權侵害、著作利用授權範圍、使用報酬率
等因素發生爭議，依我國現行法制，爭議之解決可分別以民事訴訟、刑事訴訟、調解（以告
訴乃論案件為限）、仲裁（以雙方間訂有書面仲裁協議者為限）等方式為之。

惟，實際上著作權集體管理團體與利用人間極少以民事訴訟途徑解決爭議，更從未有
著作權集體管理團體與利用人以仲裁解決糾紛；多數均以曠日耗時之刑事訴訟方式為之，僅
有少數以調解方式行之，可見著作權法及著作權爭議調解辦法雖針對著作權集體管理團體與
利用人間之使用報酬爭議及著作權爭議訂有調解之特別規定，欲收其簡速解決紛爭之效，但
實務上卻甚少為當事人所採用，此實係導因於我國之國情，以及著作權法與著作權爭議調解
辦法對調解之規範不盡周全所致。

簡言之，我國著作權爭議調解制度並非採「強制調解」，依著作權爭議調解辦法第六
條之規定，對於當事人之調解申請，對造不於限期內為接受調解之表示，視為拒絕調解。故
在利用人申請調解之情形，著作權集體管理團體常有拒絕調解之情事發生。在雙方同意參與
調解而未能達成和解協議之情形，著作權調解委員會亦無法主動提出具有法律拘束力之和解
方案。在著作權集體管理團體不願調整使用報酬率之情形，其自然轉而採取「以刑逼民」之
方式達其目的。而著作權法中調解制度之立法美意更難以落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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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款 著作權爭議之特殊性
第一目 著作之不可替代性

著作本身具有之不可替代的性質。著作之所以成為著作權法所保護之客體，乃因其為
著作人所創造出具有原創性之文藝作品等，其內容深深地反映著著作人之個性或人格特質，
從而利用人之所以利用特定著作，多數乃著眼於該當著作所具有之特別性格。由於個人的人
格特質或個性乃無法取代之物，故而體現該等人格或個性之著作，於相當程度上，與其他著
作之間，亦存在著無法替代之關係。結果導致，特定著作的著作財產權人，對於該當著作擁
有法定獨占權。雖然，與其他智慧財產權法不同，著作權法所保障之著作，因個人人格特質
之不同，而有多樣性發展，其因獨占所可能發生之弊端，較諸專利等自亦較少；然而，此亦
不能否定於特殊情形下，從文化發展之觀點來看，對特定無法替代著作之利用有其必要性。
於此情形，如何調和個人私益與社會公益，就成為困難的課題，著作權法中有關強制授權或
合理使用的部分條文，其立法目的或即在此。

第二目 爭議具專門性
智慧財產權爭議所共同具有之特徵，即其紛爭通常具有專門性及技術性，而需設置特

別的司法或行政機構，以解決此類紛爭。在有關著作權之爭議上，特別複雜的問題出在於，
在強制授權或是著作權集體管理團體訂定利用授權契約時，合理的使用報酬率如何計算之問
題。其間所涉及的可能是著作價值與其使用報酬率之關係、利用的可能次數、利用方法、利
用人的財務能力、著作權集體管理團體的管理成本、物價變動率、通貨膨脹率等等因素，以
及此等因素的加權比重、綜合分析考量等專業判斷。

第三目 爭議涉及公益性
一般而言，通常的民事糾紛案件，所牽涉的乃是當事人間私權爭議之問題，進行紛爭

解決時，主要乃是平衡當事人間的權利義務關係。相對於此，於著作權法「調和社會公共利
益，促進國家文化發展」之立法目的下，時而以強制授權方式，促進著作的自由利用與流
通，時而於合理使用的相關條文中，限制著作財產權之行使。於此著作權法之特有規範目的
下，有關著作權之爭議，較諸一般民事爭議，其公益性質更高，當事人間權利衡平的問題，
不再是紛爭解決時所應考量之唯一要素，其尚須將著作權法促進國家文化發展等要素，作為
其判斷的重要依據之一。

第四目 侵害易擴散
著作權爭議，尤其涉及有無權利侵害時，具有侵害易擴散的特性，此係因著作之無體

性、利用的非排他性及同時利用時並不減低其利用價值等特性。因此，對於著作權的侵害可
以在同一時間於不同地方同時發生，最近更由於網際網路的興起，致此種侵害行為擴散的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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度、廣度及嚴重性較諸過去更為深刻。故，對於有無侵害行為之決定，有必要更迅速作出判
斷，以防止侵害之擴散。

另一方面，在與著作權集體管理團體的關連上，若利用人欲利用著作權集體管理團體
所管理之著作，而被著作權集體管理團體拒絕時，或因使用報酬率無法達成協議，而無法順
利取得利用授權時，皆可能導致著作權法所欲實現之促進著作圓滑利用之目標，無法達成。
在有關於此之爭議時，除須顧及公正性外，更應考慮到利用人迫切利用該當著作之需求，對
之作出迅速的處理結果。

第五目 著作權集體管理團體具優勢地位
如同前述，著作權集體管理團體往往有準獨占之地位，結果導致著作權集體管理團體

不論在與其個別會員的關係上，抑或是在與利用人之協商上，都處於相對優勢之地位。就競
爭法而言，此種優勢地位存在的本身，即可能對競爭機制之正常運作，帶來不當影響，從而
有必要對其可能的濫用行為，予以嚴格規範。就此以觀，著作權集體管理團體濫用優勢地位
之行為，與其他獨占事業濫用其地位之行為，形式上並無重大差別，同應受競爭法之規範。
然而，從本質上來看，著作權仲介團體所擁有之獨占地位，是一種準法定的獨占，且著作權
集體管理團體條例第四十條又明文規定，著作權專責機關對執行集管業務，成績優良之集管
團體，得予獎助。凡此種種，莫不著眼於著作權集體管理團體所具有提升著作流通及利用、
促進文化發展之公益功能。若此，則有關著作權集體管理團體之爭議，除具有競爭政策的層
面外，更重要的是其與文化政策關連之層面。其紛爭解決似不宜全然交由競爭政策主管機
關，而應由專門的機構負責。

再者，競爭法的規範理念，主要是事後救濟為主；相對於此，自著作權專責機關就利
用人提出異議之使用報酬率，有審議權限之規定來看，未來的著作權紛爭解決機制，其權限
範圍並不當然僅侷限於事後救濟，亦不排除於事前以審議決定，確立處理準則，藉以預防、
排除著作權集體管理團體與利用人間的爭議。此種作法，一方面可以抑制著作權集體管理團
體之優勢地位濫用行為，另一方面亦可避免無謂的紛爭，促進著作權的流通及利用。

第三款 可能的解決方案
基於著作權爭議之上述特性，於訴訟外建立一套可行之紛爭解決機制有其必要。本文

認為，對於現行爭議解決機制修正幅度最小而可達此目的者，係強化現行之調解機制26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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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目 採行「調解先行」制度
針對著作權集體管理團體與利用人間之爭議，必須先申請著作權審議及調解委員會予

以調解，始得以訴訟方式主張權利，如未先申請調解，即提起訴訟者，法院應依職權或經由
他造當事人之申請中止訴訟程序，讓雙方當事人向著作權審議及調解委員會申請調解。如當
事人未能在法院停止程序之二個月內提出調解申請者，法院將續行訴訟程序。

第二目 賦予著作權爭議調解之法律強制力
在著作權集體管理團體與利用人能經由調解程序達成協議之情形，該調解書經法院核

定者，當事人就該事件不得再行起訴、告訴或自訴，與民事確定判決有同一之效力266。而在
調解不成之情形，如該爭議係涉及使用報酬率者，應由著作權審議及調解委員會審酌雙方陳
述內容及相關必要因素後，就使用報酬率向雙方當事人提出和解建議書。於當事人接受和解
建議書之內容，或和解建議書送達後一個月內，當事人未以書面向仲裁處提起異議者，則該
建議書視為已被接受，其內容生效並具強制執行力，適用民事訴訟法之規定。若雙方當事人
既未簽訂和解契約，又未同意接受和解建議書，則可向法院提起訴訟。

第三目 新增公平交易委員會之通報及參與制度
由於著作權集體管理團體往往具有準獨占之地位，因此有關著作權集體管理團體與利

用人間之爭議，亦可能涉及著作權集體管理團體濫用優勢地位之行為或有其他不公平競爭之
情事。因此，本文認為於調解程序中可增設公平交易委員會之通報及參與制度。著作權審議
及調解委員會在調解過程中，對於有違反公平交易法之虞的案件，應依職權或依當事人之申
請，將該爭議案件通報公平交易委員會，公平交易委員會得派員參與該爭議案件之調解程
序，並得令當事人提出相關資料、證據，或於程序期日到場詢問當事人。透過此制度對處於
弱勢地位之當事人提供保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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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興起中的著作流通方式

─數位資料庫
第一節 數位資料庫之簡介與相關傳統議題
第一項 數位資料庫之意義
第一款 資料庫之意義

資料庫之範圍非常廣，廣義而言，舉凡著作、資料、其他獨立素材之集合，其係以一
定之系統或方法加以編排，並得以電子或其他方式取用其中之各數比資料者，即屬之267。

至於資料之內容，不論是文字、圖片，甚至是聲音或影像均可。其可以是受著作權保
護之資訊，例如期刊論文全文，亦可以是不受著作權保護之資料，例如各種法規、國家考試
試題。其存在之方式，可以是紙板，例如卡片、剪報資料、電話號碼簿，或其他有形媒介物
（例如錄音帶、微縮膠卷），亦可以數位化之方式存在於磁碟片、磁帶、硬碟或光碟片上。
在使用之對象上，其可以是僅供私人或事業內部使用之資料庫，亦可以是以有償或無償之方
式，提供社會上特定或不特定對象使用之資料庫。其使用之方式，可以是直接接觸存放資料
之媒介物，例如翻閱紙板資料，可以是利用機器設備閱讀，例如利用機器閱讀微縮膠卷資
料、利用數據機直接連線查詢、利用網際網路查詢。而資料庫依其建立之方式可概分為傳統
資料庫與數位資料庫268。

第二款 傳統資料庫
第一目 傳統資料庫之意義

傳統資料庫，係指過去以紙本為媒介物，未利用數位時代電腦、通訊、數位化等技
術，單純收集、組織、編排著作、資料或素材之資料庫，例如用戶分類電話簿、客戶名單、
字典、百科全書等將著作或非著作之資料集中於同一紙本媒介加以呈現之資料集合。

第二目 傳統資料庫之特性
傳統資料庫因為係以紙本為媒介物，優點在於資料可以長期保存不易竄改，且一旦被

發行後，使用者單純閱覽資料時，並無重製資料的問題。然其缺點在於紙本有保存年限之問

267 謝銘洋，論資料庫保護之法律保護，臺大法學論叢第二十七卷第二期，1998 年 2 月，頁 3-4。

268 張景雲，論非原創性資料庫之保護，清華大學科技法律研究所碩士論文，2005 年 7 月，頁 9。



題，建立備份耗時費力，且因資料內容之連結性低，整合困難，能提供之資料有限，查詢之
效率不高。

第三款 數位資料庫
第一目 數位資料庫之意義269

隨著現在資訊科技之發展，一九六〇年代後由於電腦的出現，使得大量資料的創造與
儲存成為可能，網際網路之普及也改變了資料儲存、傳播及利用的方式。

數位資料庫，係指藉由一套預先設計完成的電腦應用程式，將收集的各種資料，於電
子化儲存媒介物中按預先設定之格式與欄位加以儲存，使其得以提供使用者透過檢索軟體或
搜尋引擎利用或存取，例如電子期刊資料庫、全國法規資料庫、司法院法學資料檢索系統、
West Law 資料庫等。

而根據使用者取得資料之方法，數位資料庫上得區分為線上檢索型資料庫及離線型資
料庫270，線上檢索型資料庫，即是使用者與資料庫之間以網際網路或其他網路連線系統連
結，使用者只需於其終端機上，即可直接透過網路連線線上檢索其所需要之資料；離線型資
料庫，則指使用者與資料間並無網路連線，而係藉由寄送存有資料之儲存媒介物或傳真等其
他有別於線上檢索的方式取得其所需要之資料。

第二目 數位資料庫的特性
數位資料庫的特性主要者如下：

一、使用者層面的擴大：隨著資訊科技及網際網路的發展與普及，原本限於專門研究
者或特定技術領域使用之檢索技術及數位資料庫，其使用者層面逐步擴大至一般使用者。

二、提供之資訊內容更廣泛：近年來電子設備在資料儲存技術方面，有突破性的進
展，電子設備運算能力的提升及檢索技術之進步亦使數位資料庫在搜尋、篩選、資料取得等
方面較傳統資料庫更為快速有效；使用電腦應用程式之資料庫，查詢速度快，處理及包含之
資料廣泛，更能符合社會發展之需要以及使用者的要求271，就此方面而言，數位資料庫的發
展可說是大大便利了研究者或一般使用者取得、利用更豐富資料的方式，而使資料庫的功能
獲得更充分的發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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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69 謝佳純，數位時代資料庫法律保護之研究，台灣大學法律學院法律學系碩士論文，2007 年 6 月，頁 8。

270 古清華，從著作權法論資料庫的法律問題，資料法務透析，1992 年 7 月，頁 32。

271 謝銘洋，論資料庫保護之法律保護，臺大法學論叢第二十七卷第二期，1998 年 2 月，頁 47。



除了資料儲存及資料檢索的便利性，數位資料庫可減少資料的重複或浪費，更可避免
資料的不一致，透過數位科技共享資料，資料的交換將更為方便，再輔以數位管理措施，則
可實踐安全性管理，提供較傳統資料庫更完善的維護。

三、下載、重製容易且無劣化問題272：因電腦及網際網路之發展與普及改變了資料製
作及散布的方式，數位資料庫內容極易透過下載等方式被重製，且其重製不會造成品質的劣
化，重製成本低廉，儲存之電子設備價格不斷降低，致重製後之儲存成本亦下降，資料庫建
置者不易排除使用者對於資料庫進行重製、散布等行為，易言之，不論重製的品質、數量、
速度，甚至係其於全球性的散布，都不是傳統資料庫時代所可比擬。

第二項 資料庫相關之傳統議題
關於資料庫，傳統之研究焦點主要置於資料庫之保護。資料庫之建置，無論傳統或是

數位資料庫皆須投入大量的資本與人力，而若任由他人得剝削其成果，對於資料庫之建置者
並不公平，且資料庫對於資料之保存、查找、流通確實具有實益。因而如何保護資料庫建置
者之權益，維持建置資料庫之誘因，係資料庫相關之傳統議題，以下簡介之。

第一款 傳統資料庫的保護困境
對於傳統資料庫之保護多係利用著作權法上對編輯著作之保護。惟，資料庫與編輯著

作製作之重心有其本質上的差別，資料庫建置之重點及其利用價值在於資料收集之完整性，
至於資料編排之特色則未必是重點。其結果可能造成某些具有實用價值之資料庫，卻無法滿
足著作權法對編輯著作之保護要件273。以辭典為例，其資料編排通常係按照注音符號或英文
字母順序加以排列，而此種編排方式很難認為具著作權法上之創作性；而其素材的選擇上又
侷限於必須收錄之語句，必須參考前人之著作，因此是否具有著作權法上之創作性亦成為問
題。

第二款 數位資料庫的保護困境
數位資料庫於資料保存、查找、流通的便利性，對資訊傳播、研究深化極具價值，然

而功能如此強大之數位資料庫，其建置往往耗費更多建置者的成本，不僅是時間、金錢，甚
或是其他珍貴資源274，方能建置完成。但如前述數位資料庫之特性，該資料庫一定發布予使
用者使用，其數位資料庫內容極易被重製，且重製成本低廉又無劣化問題，資料庫建置者很
難排除使用者對於資料庫進行重製、散布等行為，只要將重製之資料重新組合，即可再以相
同目的使用資料庫之資料內容，而不須經權利人許可，其行為甚至不違反著作權法對於資料

134

272 データベースの法的保護に関する動向調查。財団法人データベース振興センター，2003 年 12 月，頁 79。

273 謝佳純，數位時代資料庫法律保護之研究，台灣大學法律學院法律學系碩士論文，2007 年 6 月，頁 7。

274 鄭菀瓊，基金資料庫智慧財產權保護之研究，中央大學產業經濟研究所碩士論文，2004 年 6 月，頁 6。



編排方式的保護。投入成本增加，成果卻如此亦被剝削，資料庫建置者難以回收其投入成
本，將影響資料庫產業之發展。

第三款 傳統資料庫與數位資料庫分別保護之必要性
如同前述，傳統資料庫與數位資料庫之特性確有其差異，其所面臨之困境亦有歧異，

但於規範定位上，是否有分別保護之必要，學說上仍有分歧。

第一目 分別保護之觀點
此觀點著重於數位資料庫之建置耗費之成本高於傳統資料庫，且重製數位資料庫內容

成為可能與成本低廉，故認為有分別保護之必要。其主要兩個論點如下：

一、資訊時代的來臨：因資訊時代來臨。資訊之流通技術及環境改變，多媒體內容及
網際網路的出現，對於資訊於法體系的評價造成衝擊，進而可能影響智慧財產權法275。資訊
時代有下述特色：

1. 資訊具有財產之性格。資訊向來被認為係一種公共財，屬於公共領域，然在資
訊時代，資訊逐漸演變成重要之財產。而當資訊之財產性格益趨強烈，便產生由法律
對資訊加以保護之需求，而智慧財產權法制便可能須因應該需求，擴張其規範範圍。

2. 數位技術之發展。資訊社會來臨之契機，係數位技術的成熟。所有的資訊以數
位方式製作或經過數位化後，大量之資訊可於短暫的時間內，以低廉的成本加以傳
輸，且不受物理位置之限制。此外，重製也因數位技術，變得十分容易且無內容劣化
之問題。而數位技術導致之重製簡易化，對於須花費大量成本建置之數位資料庫而
言，產生了分別立法保護之必要。

3. 資料庫之重要性提昇。資訊時代中，資訊數量成爆炸性的成長，而為使資訊流
通更有效率，與產生資訊同等重要的，係對資訊的收集、加工、編輯與傳達。否則處
在資訊爆炸時代的人們，將難以擷取並使用對其有用之資訊，而若資訊無法流向有價
值之處，反而將導致其價值減低，整體社會亦受影響。因此對於投入成本進行資訊收
集、加工、編輯、傳達之資料庫建置者，應對其成果加以保障，以維持投資之誘因。

二、電腦網路連結之影響：電腦科技之發展與普及，加上電腦間網路連線之實現，導
致資訊的數位化與傳輸網路化，對於以往之著作權規範環境造成改變，因而法律制度亦須加
以對應276。此影響之特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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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75 中山信弘，デジタル時代における財産的情報の保護，法曹時報，第四十九卷八號，頁 1839-1858。

276 板東久美子，コンピュータ・ネットワーク時代における著作権施策の展開，ジュリスト，第一一一七期，1997 年 8 月，頁 

126-131。



1. 重製無劣化問題。於電腦網路連結上傳輸者，皆係經數位化之資訊，而此類資
訊，個人得輕易重製出品質相同之重製物。數位化環境下個人便可能製作大量的高品
質重製物，影響著作權人的經濟利益，法律制度應進行調整。

2. 對資料之修改、加工容易。數位資訊在電腦上容易被修改及加工，著作權法上
賦予著作人之同一性保持權是否在數位化環境下仍足以防止著作遭修改或加工，值得
觀察。而對利用人而言，因著作人之同一性保持權而造成其對著作不得為必要之修改
或加工，是否合理，兩者間之如何平衡，應重新探究。

3. 使用者資訊近用之可能性。資料庫侵害的傳統類型，係未經許可重製資料庫之
競爭行為。而因電腦網路之發展，一般使用者未經許可而對資料庫內資訊加以近用、
盜取資訊的案例增加，但依著作權法，即使資料庫符合著作權法中資料編排之創作
性，而受保護，該保護亦僅限於該選擇、編列的部份，使用者對其中資訊的盜取仍不
侵害資料庫之著作權277。

4. 保護必要性增加。資料庫數位化後，將資訊轉為資訊可讀的型態，須花費龐大
的時間與費用，相較於傳統資料庫（百科全書等資訊集合），數位化資料庫對於資訊
的控制以及追加更新能力亦更為強大，對於資料庫建置與維持須投入之資本日益龐
大，反觀私人重製卻更為容易且成本低廉，導致保護必要性的增加。

第二目 毋須分別保護之觀點
此觀點認為數位資料庫與傳統資料庫在保護其投資的觀點上係相同的，既然二者立法

保護之目的並無不同，則亦無區別數位資料庫與傳統資料庫，分別保護之必要。其理由詳述
如下278：

一、差異的不明確性。主張分別保護者，資料庫保護為何僅限於對建置數位資料庫的
投資，其理由並不明確。即使係以紙作為媒介物之傳統資料庫，對於資訊的收集同樣須花費
相當之投資；若認為區別之理由係數位資料重製與非數位資料重製之成本差異，則此差異之
定型化與判準之建立則成為問題。

二、相同的投資保護。之所以對於資料庫立法加以保護，最主要之理由係為避免因為
欠缺保護而造成資料庫建置者之建置誘因降低，乃欲透過立法保護的方式，賦予其一定之投
資報酬回收可能性，確保其繼續建置對社會有利益的資料庫。因此重點應置於，建置具有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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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77 金子博人，高度情報化社会におけるデータベースの法的保護（上），NBL，第三四三期，1985 年，頁 7。

278 蘆立順美，データベース保護制度論ー著作権法における創作投資保護および新規立法論の展開，知的財產研究叢書 6，2004 年 11 
月 15 日，頁 245-246。



質保護必要的資料庫，不論在資訊的收集、確認、整理、表示等方面皆須投入成本，故須賦
予資料庫建置者投資回收可能性，而這不論在傳統資料庫或數位資料庫皆係如此。

第四款 數位資料庫法律保護之可能方式
如前所述，對資料庫之保護主要係出於保障資料庫建置者投資之回收可能性。而數位

資料庫更有因使用者近用資料，未經授權進行資料擷取、重製之保護必要性。以下簡介學理
上以法律保護數位資料庫之幾種可能方式。

第一目 著作權法保護方式
此係指以著作權法對於編輯著作之保護，對符合要件之數位資料庫進行保護。伯恩公

約第二條第五款、與貿易有關之智慧財產權協定（TRIPS）第十條第二項及世界智慧財產權
組織著作權條約（WIPO Copyright Treaty）第十條第二項，對於編輯著作以及符合編輯著
作對選擇及編排原創性要件之資料庫提供著作權法之保護。日本著作權法亦於一九八六年修
正時引進對資料庫之保護；日本著作權法第十二條之二第一項：「依資料之選擇或體系之構
成而有創作性者，作為著作保護之。」我國著作權法第七條規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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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輯著作之保護，對其所收編著作之著作權
不生影響。」

惟，著作權法中的編輯著作僅能對資料之選擇及編排具有精神創作之內涵者提供保
護。以此觀之，通常係對小型資料庫，針對特定目的而建置者，較易表現出著作人對資料選
擇或編排上之創作性。但建置成本高昂、以資料收集完整為目標之大型資料庫，則通常無資
料選擇之必要，而難以表現著作人對資料選擇之創作性。且因數位資料庫係以數位方式儲存
資料，並不必依一定之方式排列組合，故亦難以表現資料編排之創作性。此結果導致，具有
實用價值之資料庫，難以滿足著作權法上編輯著作之要件，而無以受保護。以著作權法保護
資料庫，若係因其資料編排有創作性，進而保護之，則若擷取資料庫之內容後改變其編排方
式，便落於該資料庫之著作權權利範圍之外。且於線上資料庫，其內容經常更新，則該資料
庫何時成為著作，其保護期間應自何時起算，亦將成為問題279。

第二目 特別權保護方式
此係指對於未符合著作權法要求之創作性，因而為以受著作權法保護之資料庫，賦予

資料庫建置者控制資料庫利用之特別權利，透過該特別權利保護資料庫。

歐盟於一九九九年三月一日，歐洲議會及理事會接受歐盟指委會的提案及經濟暨社會
委員會的意見，訂定歐洲議會及理事會關於資料庫法律保護調適準則（以下簡稱歐盟資料庫
保護調適準則），成為第一個以特別權保護資料庫之立法。此調適準則對於不同性質之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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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79 田村善之，知的財産法，有斐閣，2010 年 5 月，頁 429。



庫，提供著作權保護及特別權保護雙軌的保護方式。一方面遵從國際著作權法的共識，以著
作權保護方式對就資料選擇、編排具創作性之資料庫提供保護；另一方面對資料選擇、編排
不具創作性，但其在內容之獲得、核實、表示等有質或量上重大投資之資料庫，賦予資料庫
建置者控制資料庫之新興權利方式加以保護。

世界智慧財產權組織於一九九六年五月通過「世界智慧財產權組織資料庫智慧財產權
條約」草案（以下簡稱 WIPO 資料庫保護草案），草案第一條第一項規定，會員國需對於
收集、集合、核實、組織或呈現資料庫內容上具有重大投資的資料庫提供保護。

美國關於資料庫之法案，亦係以特別權之角度出發。如一九九六年提出之資料庫投資
與智慧財產權反剽竊法（Database Investment and Intellctual Property Antipiracy Act of 
1996，H. R. 3531）草案第三條 (a) 規定，受保護之資料庫必須是在收集、集合、核實、組
織或呈現該資料庫內容上，具有質和量上人力、技術、財力或其他資源的實質投資者；其他
如一九九七年資訊集合反剽竊法草案（The Collections of Information Antiprivacy Act，H. 
R. 2652）及一九九九年資訊集合反剽竊法草案（Collections of Information Antiprivacy 
Act，H. R. 354），受保護之資料庫必須是花費實質財力或其他資源收集、組織或維持之資
訊集合。

特別權保護方式對於資料選擇或編排上不具創作性之資料庫，亦可提供保護。然而自
一九九九年歐盟資料庫保護調適準則制定以來，國際間學術及研究領域批評不斷，其主要批
評，係擔憂導致資訊流通遭到限制之後果，故上述 WIPO 資料庫保護草案遲遲未生效，美
國關於資料庫保護之立法亦遲遲未通過。

第三目 競爭法保護方式
因對特別權保護方式之批評，美國關於資料庫之立法，漸漸轉向以禁止私取280的觀點

對資料庫加以保護。例如一九九九年消費者及投資者資訊近用法（Consumer and Investor 
Acess to Information Act，H. R. 1858）草案對於資料庫的完全相同重製物及於直接競爭的
市場上作成或散布該重製資料庫的行為加以禁止，該法第一百〇二條規定：「對於一個重製
他人收集、組織之資料庫，若其與原被重製的資料庫在商業上有競爭關係，任何人不得以任
何方式、或使用任何州際間、國際上商業或通訊的方式，將知販售或散布予公眾。」其中所
謂「競爭關係」，依同法第一〇一條 (5) 項知規定，指對其重製來源的實質銷售或授權有取
代性，且對其重製來源的回收投資可能性造成顯著危害者。二〇〇三年資料庫或資訊集合不
正使用法（Database and Collections of Information Misappropriation Act.，H. R. 32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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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80 對於「獲取自己未播種之收穫（reap where it has not sown）」行為，亦即對他人花費組織、技能、勞力以及資金所收集之物加以利
用並獲取利益之行為的規範理論，於證券交易法領域便稱為私取理論。參照謝佳純，數位時代資料庫法律保護之研究，台灣大學法律學院
法律學系碩士論文，2007 年 6 月，頁 16。



草案第三條 (a) 項規定，該法案所規範之未經授權而以商業方式提供予他人之行為，必須是
在時間上具有意義281且對該資料庫或提供複數資料庫近用之產品或服務造成損害282、或該
對於原告花費之勞力搭便車的行為將減損建置該產品或服務之誘因以致於危及其存在或數量
者。二〇〇四年消費者近用資訊法（Consumer Access to Information Act of 2004，H. R. 
3872）草案亦有類似之規定。

我國公平交易法第十九條：「有左列各款行為之一，而有限制競爭或妨礙公平競爭之
虞者，事業不得為之︰一、以損害特定事業為目的，促使他事業對該特定事業斷絕供給、購
買或其他交易之行為。二、無正當理由，對他事業給予差別待遇之行為。三、以脅迫、利誘
或其他不正當方法，使競爭者之交易相對人與自己交易之行為。四、以脅迫、利誘或其他不
正當方法，使他事業不為價格之競爭、參與結合或聯合之行為。五、以脅迫、利誘或其他不
正當方法，獲取他事業之產銷機密、交易相對人資料或其他有關技術秘密之行為。」及第二
十四條：「除本法另有規定者外，事業亦不得為其他足以影響交易秩序之欺罔或顯失公平之
行為。」均係以競爭法方式保護資料庫之相關規定。

競爭法保護方式，因競爭法之立法目的，係為維護交易秩序與消費者利益，並確保事
業間公平競爭，促進經濟之安定與繁榮283。故適用競爭法，必須以有競爭關係為前提，對於
競爭者搭便車，利用他人耗費成本建置之資料庫之行為，可進行規制。然而對於一般使用者
未經授權之資料庫利用行為仍有規制上的困難。

綜上所述，三種數位資料庫保護方式，皆有其缺陷。著作權法保護方式，因資料庫之
建置目的與著作創作目的有本質上的不同，前者係追求資料的完整與全面，創作性可能無從
表現，後者則係思想之表達，創作性係其核心價值。因而可能有具實用價值的資料庫無法依
著作權法保護。特別權保護方式，最大爭議點則在於會否影響資訊之自由流通，致其立法進
度緩慢。競爭法保護方式則限於規範有競爭關係之情形，對於無競爭關係之使用人，未經授
權之資料庫利用行為亦無法處理。可知關於資料庫之保護，難以單一方式達成，或可考慮採
多種方式併用，以達資料庫保護之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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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81 所謂「時間上具有意義（time incentive）」之定義，H. R. 3261 號草案第三條 (c) 項規定，法院應參酌該資料庫中的資訊在該產業活
動中是否具有短暫的價值加以判斷。

282 所謂「造成損害（inflicts injury）」之定義，H. R. 3261 草案第三條 (b) 項規定，指以替換、瓦解資料來源之方式，在同一市場扮演
功能上替代性的角色，進行銷售、授權或宣傳等其他管道。

283 公平交易法第一條。



第二節 數位資料庫與著作權集體管理之關係
數位資料庫收集、儲存大量的資料，經由網際網路之連結，使用者更得以終端裝置利

用該些資料。此種資料查找、流通的高效率，可以說根本性地影響使用者運用資料的方式。
而數位資料庫收集、儲存的資料種類繁多，視其建置之目的，而可能收錄不同之資料。其
中，與著作權集體管理最為相關者，當然係收錄著作權法上「著作」的數位資料庫。此外，
並非收錄著作本身，而係收錄著作相關資訊者，亦與著作權集體管理相關。

在更進一步探討數位資料庫與著作權集體管理之關係前，應先強調者，係數位資料庫
與著作權集體管理並非相對之概念。數位資料庫乃係工具觀點的名稱，如同上一節中所述資
料庫之意義，數位資料庫，乃指藉由一套預先設計完成的電腦應用程式，將收集的各種資
料，於電子化儲存媒介物中按預先設定之格式與欄位加以儲存，使其得以提供使用者透過檢
索軟體或搜尋引擎利用或存取。而著作權集體管理，則係制度觀點的名稱，依第二章中所述
之功能性概念，係指為多數著作財產權人管理著作財產權，訂定統一之使用報酬率及使用報
酬分配方法，據以收取及分配使用報酬，並以管理人之名義與利用人訂定授權契約之業務。
兩者交會處，係當數位資料庫收錄之內容係著作或著作之相關資料時，數位資料庫便與多數
著作發生關係。易言之，著作權集體管理團體可以建置其管理著作財產權之數位資料庫，而
數位資料庫之建置者亦可能就其收錄之著作，代著作財產權人進行利用授權等著作權集體管
理行為。因兩者並非相對之概念，故本節以下之內容，與其謂係比較兩者，毋寧謂係欲更進
一步釐清二者關係更為妥適。本文將數位資料庫與著作權集體管理之關係略分為以下三類。

第一項 著作權集體管理團體以數位資料庫提供管理著作之相關資訊
此關係較為單純，亦即著作權集體管理團體整理其管理之著作相關資訊，如著作財產

權人姓名、著作名稱、授權利用之著作財產權等，以此建置數位資料庫。著作權集體管理團
體可能將此數位資料庫提供予公眾與利用人使用，查詢某著作財產權之集體管理歸屬所在，
便於利用人確認應向何著作權集體管理團體取得利用授權。著作權集體管理團體以數位資料
庫方式履行其資訊提供義務者不在少數，且數位資料庫查找效率高，不受限物理距離、可即
時更新資訊內容等特性，對於資訊提供目的而言，係極佳之工具。此類型之實例擇二簡介如
下：

一、JASRAC 之數位資料庫檢索服務：J-WID284

284 J-WID 之網址：http://www2.jasrac.or.jp/eJwid/，最後造訪 2011 年 7 月 3 日。

http://www2.jasrac.or.jp/eJwid/
http://www2.jasrac.or.jp/eJwid/


隨著向 JASRAC 利用授權申請者逐年增加，利用人也希望能更便利地獲取著作之權利
資訊，故 JASRAC 乃提供其所管理著作之權利資訊資料庫 J-WID 予利用人查詢，利用人得
以在線上檢索該資料庫，確認著作權利人、著作名稱及表演人等資訊。

二、ASCAP 之數位資料庫檢索服務：ACE285

ASCAP 於一九九三年建置得以電話查詢之 ACE 資料庫系統，而隨著網際網路之發展
與普及，亦已完成線上版 ACE 資料庫建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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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分包括表演人所屬之唱片公司）、出版人、聯絡人等資訊。藉由此系
統，利用人可以確認某曲目是否為 ASCAP 所管理之著作，再決定是否向 ASCAP 取得利用
授權；此外，因為 ASCAP 只授權音樂之公開播演權（Public Performance Rights），若利
用人欲以公開播演以外之利用方式利用音樂著作，亦能利用此系統所提供之資訊與著作權利
人聯繫取得授權。

此類型關係目前相當普遍，如我國三大音樂著作著作權集體管理團體亦已有提供線上
資料庫供公眾與利用人查詢。此關係應注意者，係數位資料庫內容非著作本身，而係與著作
相關之資訊，就此而言，其對於著作之流通與利用固有助益，但仍有侷限，易言之，利用人
可利用此類數位資料庫快速確認應向何著作權集體管理團體取得利用授權，即便著作權集體
管理團體將授權機制整合進數位資料庫查詢過程，更進一步減輕利用人之負擔，但對於著作
本身，利用人仍須由他處自行取得。

第二項 數位資料庫提供著作之數位版本，利用人依其利用方式另向

著作權集體管理團體取得利用授權

此類型與前一類型最大的區別便在於，數位資料庫收錄者，便係著作之數位版本，而
不再只是著作之相關資訊。利用人可於數位資料庫檢索，並取得著作之數位版本。然而數位
資料庫僅提供著作，並不就利用人取得著作後之其他利用行為為利用授權；因而利用人須視
其之後欲利用的方式，向著作權利人或管理相關著作權利之著作權集體管理團體取得利用授
權。此類數位資料庫，若與著作權集體管理團體合作，於提供著作數位版本的同時，附上應
向何著作權集體管理團體取得利用授權，則對於著作之流通與利用亦多有助益。附帶一提，
此類型於數位典藏之情況較為常見，此類型之實例如：普魯士文化財產圖像館藏28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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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85 ACE 之網址：http://www.ascap.com/ace/，最後造訪 2011 年 7 月 3 日。

286 詳細介紹參照陳曉慧、吳麗琪，德國博物館圖像授權之研究，數位典藏權利管理與授權機制研討會會議手冊，2011 年 3 月 25 日。

http://www.ascap.com/ace/
http://www.ascap.com/ace/


普魯士文化財產圖像館藏成立於一九六六年，是普魯士文化財產基金會的服務中心，
隸屬於柏林邦圖書館的一部分。典藏超過一千兩百萬幅與娛樂（例如：文學與戲劇、繪畫、
音樂與舞蹈、宗教與神話）、世界各國與各民族等有關的圖像。普魯士文化財產圖像館藏統
籌其圖像之授權、行銷及對顧客提供高品質的圖像資料、數位圖像檔。然而，普魯士文化財
產圖像館藏並不代其顧客取得圖像權利以外之美術著作權，其於一般交易條款、網站訊息中
便告知顧客須自行取得相關權利。而若圖像中美術著作係屬於著作權集體管理團體所管理
者，普魯士文化財產圖像館藏並會於網站訊息告知顧客聯絡該著作權集體管理團體。對著作
權集體管理團體而言，普魯士文化財產圖像館藏的平台亦提供其展示管理之著作、提供檢
索、進行授權之機會。

普魯士文化財產圖像館藏之情況，其可提供美術著作之數位圖像，若該圖像本身受著
作權法保護，則其就對該圖像之利用為授權。惟，若圖像內容涉及美術著作，而美術著作仍
受著作權法保護，利用人欲利用該圖像，便須另行取得利用授權。

以著作本身作為收錄內容之數位資料庫建置，其資料內容規模龐大，儲存所佔空間可
能十分巨大，加上配合的檢索技術、網路頻寬管理，對於著作權集體管理團體而言，該高昂
的投入成本，未必有意願進行此類型之數位資料庫建置。此外，即便著作權集體管理團體有
意建置，其原本與著作權人間之管理委託契約未必包含建置涉及之著作財產權。舉例言之，
建置數位資料庫因其內容須採數位方式儲存，則於著作原非以數位方式創作者，便至少須取
得以數位方式重製著作之權利，其他又須視該數位資料庫被利用之方式，取得如公開傳輸、
重製等權利。反觀此類型數位資料庫的建置者，一方面可能本即掌握數位資料庫管理之技術
能力，建置前亦可與著作權人針對相關權利直接取得授權。

此種類型關係對於利用人而言已經便利不少，但仍須分別自數位資料庫建置者及著作
權集體管理團體取得著作及其利用授權。由普魯士文化財產圖像館藏仍須於一般交易條款、
網站訊息中反覆告知利用人利用授權須於他處取得此點來看，便可知此一流程仍有進一步簡
化之可能。

第三項 數位資料庫同時提供著作與利用授權
此類型數位資料庫建置者，於建置以著作為內容之資料庫時，亦已取得之後向利用人

為利用授權之權利。因而利用人使用數位資料庫，檢索、取得著作後，也能透過該數位資料
庫取得其後利用著作之利用授權。此類型中，著作權集體管理團體未必會與該數位資料庫之
建置發生關係，某些情形下，數位資料庫建置者亦係自著作權集體管理團體取得利用授權，
然而，如同前項所提到，著作權集體管理團體所管理之權利未必包含建置數位資料庫所涉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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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著作財產權，因此數位資料庫建置者可能越過著作權集體管理團體，直接與著作權人簽訂
契約，取得相關之著作財產權。此類型數位資料庫不少，以下簡介之。

一、IMPRIMATUR 專案

IMPRIMATUR 專案是 Intellectual Multimedia Property Rights Model and Terminology 
for Universal Reference 的簡稱，係歐盟主管產業部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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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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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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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唱片
公司、出版商等）、數位著作編碼者（Unique Number Issuer）、授權資訊內容（Authority 
Data；含著作編碼、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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亦可
能係企業或個人），在此數位著作權交易機制中的互動，以及因互動而生之各種技術需求及
技術開發，如：數位簽章、數位著作權管理系統、浮水印（watermark）等。

其實際運作過程如下：著作人將完成之著作以智慧財產權資料庫可接受之數位形式上
傳，並授權該數位資料庫管理著作之利用授權。數位著作編碼者會對該著作進行處理，如加
上浮水印。處理完成後該著作便可於智慧財產權資料庫檢索。利用人檢索結果中可得知該著
作之詳細資料，如出版地、字數、權利相關資訊等，甚至可於終端電腦上預覽著作內容。若
利用人欲取得利用授權，可註冊成為會員，提出授權申請。一定期間後權利金清算程序完
了，權利金扣除必要管理手續費後，分配與著作人287。

二、Google Books288

Google Books 原名為 Google Print，該計畫是 Google Inc.自二〇〇三年起開始進行
投入圖書領域的一項計畫。Google Books 的圖書來源有二個主要來源和一個次要來源。第
一個主要來源，係與出版商合作授權的夥伴計畫（Partner Program）。第二個主要來源，
則是二〇〇四年公布與重要的大學及公共圖書館合作，大規模掃瞄圖書館之藏書，此計畫
（Library Project）吸引了較多的注意；而次要來源,則是讓擁有著作權的個別作者與 
Google Inc. 合作，自行提供圖書供 Google Inc. 掃描數位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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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87 陳柏如，數位時代著作權集體管理之研究，國立台灣大學法律學研究所碩士論文，2002 年 1 月，頁 63-69。

288 Google Books 之網址，http://books.google.com/，最後造訪 2011 年 7 月 3 日。

http://books.google.com
http://books.google.com


Google Books 目前收錄近一千五百萬份圖書經掃描之數位檔案。利用人檢索得出所須
著作後，依該著作的權利狀態，於 Google Books 網頁上可進行片段顯示（Snippet 
View）、局部顯示（Limited View）、全書顯示（Full Book View）、無影像預覽之顯示
（No Preview Available），若利用人欲利用該著作，可在網頁上直接付費取得利用授權。

Google Books 與其收錄著作之著作權利人間尚有爭議進行中，兩度提出和解案皆未獲
美國法院之承認289。

此類型尚有許多實例，如Apple Inc. 提供之 iTunes Store，便係以音樂著作為主之數位
資料庫，並可對利用人為利用授權。固然目前此類型所為之利用方式授權仍有限，但透過數
位資料庫，直接取得著作之數位檔案，並得選擇其後各種利用方式之授權，技術上係可能
的；能否實現，則視此些數位資料庫之建置者能否取得著作權人或著作權集體管理團體授
權。而對於利用人，此類型數位資料庫之好處十分明顯，數位資料庫檢索的效率高、不受限
於物理距離，內容更新頻率高，且可一次取得欲利用之著作及其利用授權。著作之流通與利
用可遠較以往快速且有效率。

然而，此類型之數位資料庫，其運作之方式，是否與第二章中著作權集體管理之功能
性概念相符？若符合，則既認為著作權集體管理有其規範必要而定有著作權集體管理法制，
此類型之數位資料庫雖不符合第二章中著作權集體管理形式上之概念，但符合功能性概念
時，是否亦應將對著作權集體管理之規範引進此領域便成問題，下節中將就此問題詳述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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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89 該爭議的事實概要如下：Google Inc. 於二〇〇三年十二月，發表提供書籍等數位資料的服務 Google Print。二〇〇四年十二月 
Google Inc. 與數間大學及公共圖書館合意，將各圖書館之藏書以掃描方式數位化，並可於 Google Print 上檢索其內容。Google Print 於
二〇〇五年五月進入公開測試階段，並於同年十一月，可於 Google Print 上檢索各圖書館之藏書，Google Print 並更名為 Google Books 
Search。美國作家同業公會（The Authors Guild, Inc.）於二〇〇五年九月，主張上述 Google Inc. 將著作數位化之行為，係侵害著作權之
行為，以 Google Inc. 為被告，提起集團訴訟，於當時，被認定為以「密西根大學圖書館藏書之著作權人」為範圍作為原告之集團訴訟。
其後，二〇〇五年十月，美國五大出版社亦就同一行為提起訴訟（非集團訴訟）。二訴訟於二〇〇六年十月合併。
兩造經長期交涉，於二〇〇八年十月二十八日就和解契約之內容達成合意。同時，因美國出版社協會（Association of American 
Publishers Inc.）作為新的原告參加該訴訟，法院因此將集團訴訟之原告範圍進行擴大。二〇〇八年十一月，法院對和解契約為初步承認
（Preliminary Approval），並對全世界通知該和解契約內容。於二〇〇九年五月，Google Book Search 更名為 Google Books。該和解
契約內容引發多種爭議，原本預定於二〇〇九年五月進行之公聽會，延期至同年十月。然而因反對意見過多，法院於原訂舉辦公聽會之十
月七日命令兩造修正和解契約內容，期限係同年十一月九日。訴訟當事人後與美國司法部協議，將和解契約之修正期限延至同年十一月十
三日。訴訟當事人於二〇〇九年十一月十三日，提出修正之和解契約，法院於同年十一月十九日對修正之和解契約為初步承認，再次進行
通知，並定於二〇一〇年二月十八日舉行最後的公聽會。該公聽會如期舉行後，法院於二〇一一年三月二十二日駁回該和解契約。



第三節 著作權集體管理法制與數位資料庫
在本節中，數位資料庫係指上節第三種類型，即同時提供著作與利用授權之數位資料

庫。如第二章所述，著作權集體管理有可分為兩種概念，一為形式上，另一為功能上。形式
上之概念係指依著作權集體管理團體之組成目的及組織成員為界定。亦即著作權集體管理團
體組成之主要目地在於替會員管理著作權或相關權利，而團體之會員為著作財產權人，並有
其組織型態。功能上之概念則係指為多數著作財產權人管理著作財產權，訂定統一之使用報
酬率及使用報酬分配方法，據以收取及分配使用報酬，並以管理人之名義與利用人訂定授權
契約之業務。

分析功能性之概念可知，著作權集體管理之核心係：(1) 為多數著作財產權人管理；(2) 
訂有統一之使用報酬率及使用報酬分配方法；(3) 對利用人為利用授權，並依使用報酬率收
取使用報酬；(4) 依使用報酬分配方法，分配使用報酬予著作財產權人。

著作權集體管理法制係著眼於著作權集體管理有加以規範之必要而制定，其內容從著
作權集體管理團體之設立，至其組織、權利義務，就著作權集體管理團體與著作財產權人、
利用人之關係加以規範。其規範之必要性，對著作財產權人而言，係確保其權利委託管理
後，其權利保障依然足夠；對利用人而言，係確保著作權集體管理團體不致濫用其準獨佔地
位，訂定過高之使用報酬率或無正當理由而不為利用授權等，影響著作之流通與利用。易言
之，係為確保著作權集體管理，不違著作權法之立法目的。

因而若數位資料庫的運作方式，符合著作權集體管理之概念，則無論其是否採取著作
權集體管理團體之組織型態，同樣有受規範之必要，而著作權集體管理法制便應將之納入規
範。

第一項 數位資料庫運作方式與著作權集體管理之比較
以下以著作權集體管理之功能性概念，逐一與數位資料庫運作方式比較。於本項中，

部分內容以 Google Books 和解案中的和解契約為例，因該和解契約的內容，可反映出數位
資料庫之運作方式。

第一款 為多數著作財產權人管理
著作權集體管理相對於個別管理，便係著作權集體管理係將多數著作財產權人之著作

財產權統一進行管理，著作權集體管理團體與著作財產權人之關係透過管理委託契約單純
化、穩定化。而於數位資料庫實務運作上，著作財產權人欲上傳其著作至數位資料庫中時，
亦須與數位資料庫所有人簽訂授權契約，將部分之著作財產權授權與數位資料庫建置者。



此 Google Books 和解案中和解契約內容為例，和解契約之一方，係由多數著作財產
權人組成之和解集團，和解契約中規範 Google Inc. 之權利與義務。其中授權 Google 可為
之行為有：(1) 將著作數位化（重製的一種方式）之權利290；(2) 表示使用之權利291，此包
含利用人以 Google Books 近用著作相關之公開傳輸權、重製權；(3) 廣告使用之權利292，
係指於顯示單一著作之網頁上，搭配著作展示廣告之權利。除此之外，若 Google 與著作權
人達成合意，另可為下列之行為293：(1) 依需求提供列印（Print on Demand）；(2) 著作下
載；檔案格式有 PDF 格式、EPUB 格式；(3) 訂閱服務；不只是大型機構可訂閱 Google 
Books 資料庫，個人消費者亦可。且可就資料庫之部分為訂閱。此三種行為亦屬著作財產權
中之重製權、公開傳輸權之一部分。

由此可知，數位資料庫與多數著作權人間之關係，亦如同著作權集體管理團體，經由
簽訂管理委託契約，取得著作財產權人全部或部分之著作財產權，並為其管理。

第二款 訂有統一之使用報酬率及使用報酬分配方法
為著作權集體管理時，為降低成本及單純化與利用人之關係，多定有統一之使用報酬

率，作為使用報酬之最高上限，亦即不排除於個案中與利用人協議較低使用報酬之可能。使
用報酬率係著作權集體管理法制中極為重要的部份，由我國及日本強調、保障其訂定程序中
利用人參與、表達意見之規定可知，如何確保使用報酬率之合理性，是著作權集體管理法制
的重要課題。數位資料庫實務運作上，對利用人之利用授權通常亦設有對價，且多係於事前
統一訂定，實質上與使用報酬率概念相近。

以 Google Books 和解案中和解契約內容為例，對於授權利用人利用著作之對價，著
作財產權人可自行指定294或由 Google Inc. 開發之演算法295代其指定。與 JASRAC 之信託
契約相同，委託人（著作財產權人）得自行指定部分利用方式之使用報酬，而該部分利用授
權便非屬著作權集體管理之範圍。而 Google Inc. 以演算法之方式計算利用授權之對價，就
其結果而言，仍係事前訂定統一之使用報酬率，只是其訂定使用報酬率時考量之因素以演算
法之變數表現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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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90 Google Books 修正之和解契約 1.46。

291 Google Books 修正之和解契約 3.3 (a)。

292 Google Books 修正之和解契約 3.14、1.97、1.63。

293 Google Books 修正之和解契約 4.7 (a)、(b)、(c)。

294 著作財產權人得指定者，限於個人消費者購買單件著作之售價，Google Books 修正之和解契約 1.32。

295 依Google Books 修正之和解契約 4.2 (c) (ii) (2) 明定此演算法由 Google Inc. 獨立開發，著作財產權人不可干預。該演算法以訂定著
作之最適價格為目標，並不考量其他著作價格變動。於競爭市場中，考量著作財產權人的利益最大化進行設計。參照 Google Books 修正
之和解契約 4.2 (b) (i) (2)。



使用報酬分配方法，其公平性攸關著作權人之權益。著作權集體管理團體通常於使用
報酬清算程序完了後，以使用報酬之一定比例為管理手續費，剩餘部分分配予著作權人。數
位資料庫實務運作上，亦十分類似。就利用授權之權利金完成清算後，數位資料庫建置者，
亦從中抽取一定比例作為管理手續費，剩餘部分在分配予著作權人。

以 Google Books 和解案中和解契約內容為例，利用授權之權利金，Google Inc. 將可
得其中百分之三十七，剩餘部分由註冊機構再扣除管理手續費後分配予著作財產權人。可知
就權利金之分配，亦訂有統一之分配方法。

第三款 小結
由本項敘述可知，數位資料庫之運作方式與著作權集體管理本質上極為相似，幾乎可

完全對照其內容，即便兩者採取之名稱未必一致。故本文認為，此類型之數位資料庫，其運
作方式，實質上係一種著作權集體管理之行為，著作權集體管理法制應考慮將之納入規範。

第二項 著作權集體管理法制的再思考
如同本節開頭所述，著作權集體管理之規範必要性係為確保著作集體管理不違背著作

權法之立法目的。易言之，著作權集體管理係為促進著作權法之立法目的達成，即保障著作
人著作權益，調和社會公共利益，促進國家文化發展。而著作權集體管理法制便由此而生。

我國之著作權集體管理法制，依著作權集體管理團體條例第一條：「本條例依著作權
法第八十一條第三項規定制定之。」著作權法第八十一條第三項：「第一項團體之許可設
立、組織、職權及其監督、輔導，另以法律定之。」著作權法第八十一條第一項：「著作財
產權人為行使權利、收受及分配使用報酬，經著作權專責機關之許可，得組成著作權集體管
理團體。」由上述規範可知，我國之著作權集體管理法制，其預想係由著作財產權人組成團
體，並由該團體為著作權集體管理。然而，對於著作權集體管理，其規範必要性，並不著重
於團體之組織架構，而係在於其功能作用時，相關者之權利義務。

由前述關於著作權集體管理團體之內容，本文認為著作權集體管理若欲妥善發揮其功
能，應從兩方面著手。一方面，與著作財產權人之關係，最重要者係著作財產權人對此制度
之信任；而信任之建立，來自於其權利的完善保障。為著作權集體管理者，因此須具備監控
著作利用，對著作權侵害行為對應之能力。同時，使用報酬分配方法之公平性亦十分重要。
另一方面，與利用人之關係，最重要者便係使用報酬率之合理性；訂定之收費項目與標準，
利用人能否依其取得所需之利用授權，乃最重要之課題。

前項之小結中，本文認為數位資料庫之運作方式，實質上係一種著作權集體管理行
為。且數位資料庫所為之著作權集體管理，甚至可較現行之著作權集體管理團體更完善。分
析上述影響著作權集體管理能否妥善發揮功能之要素，就與著作財產權人之關係，數位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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庫就其提供之著作數位檔案，得加設數位著作權管理（Digital Rights Management），對著
作之利用進行全面性的監視、甚至是控制；且有能力建置此類數位資料庫者，通常其組織與
財力亦十分龐大，對著作權侵害行為多有對應之能力。與利用人之關係而言，不若著作權集
體管理團體僅為著作利用之授權，利用人須自行於他處取得著作，數位資料庫可直接提供利
用人著作，並確保著作之正確性與品質，且數位資料庫之特性，使利用人取得著作與著作之
利用授權更為簡易、快速。

因此本文認為著作權集體管理法制在規範上，應考慮改以著作權集體管理之功能性概
念為主，對於為著作權集體管理之組織型態等採更為開放的立法，著重著作權集體管理時對
相關者之權利義務規範，如此一來對於因科技進展而衍生出之新型態著作權集體管理工具，
能更妥善的納入規範並適用相關規定。

以數位資料庫之運行為例，目前其使用報酬之訂定未有一定之程序保障利用人得參加
或表達意見，亦無法定之資訊提供、利用授權義務；若發生著作權爭議，雖亦得以約定之方
式解決紛爭，但未約定時，若可依著作權集體管理法制的規劃妥適解決，更可保障當事人權
益。與著作財產權人之關係亦同，著作財產權人之保證義務，著作權集體管理團體之各項義
務，雖仍可透過契約約定方式達成，但未約定時，法律得補充適用之，亦係為保障當事人權
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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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節 數位資料庫未來之發展與相關問題
本節將針對數位資料庫的未來發展與可能遭遇之相關問題進行討論。

第一項 孤兒著作（Orphan Work）
所謂孤兒著作，係指仍受著作權法保護的著作，但著作權人不明或其所在不明，無法

與其協議取得授權者。關於孤兒著作之利用，我國於二〇一〇年制定之文化創意產業發展法
第二十四條規定：「利用人為製作文化創意產品，已盡一切努力，就已公開發表之著作，因
著作財產權人不明或其所在不明致無法取得授權時，經向著作權專責機關釋明無法取得授權
之情形，且經著作權專責機關再查證後，經許可授權並提存使用報酬者，得於許可範圍內利
用該著作。」日本於其著作權法第六十七條亦有類似之規定。

數位資料庫之特色之一，係以追求收錄資料之完整性為目的，此於本章關於資料庫保
護部分曾提及。因此孤兒著作利用授權之取得困難將對數位資料庫之建置產生影響。於 
Google Books 和解案中，孤兒著作亦成為爭議點之一。於修正前之和解契約中，係由著作
財產權人成立之註冊機構代為行使孤兒著作之著作財產權；然而著作財產權人自身之著作財
產權與該些孤兒著作之著作財產權實係處於競爭關係，利益相反，由其代為行使權利，是否
妥適，非無疑問296。 而與 Google Inc. 處於競爭關係之其他事業，也認為和解契約中限制該
註冊機構對於 Google Inc 以外事業，僅得於「法律容許範圍內」，為數位資料之利用授
權。易言之，實質上將導致 Google Inc. 就該些孤兒著作享有專屬之公開傳輸權，對其它事
業造成限制競爭效果。修正後之和解契約中，就孤兒著作乃成立獨立之代表機關，代為行使
著作財產權，並由向其他事業為利用授權。法院於駁回該和解之理由中，便提到對於孤兒著
作之處理應以立法的方式為之。易言之，應由立法者決定孤兒著作之權利應由何人保護、於
何種條件下、可採取何種保護措施，並非當事人間得以契約方式解決之單純私法問題。法院
對此之司法權行使，有侵害立法機能之疑慮，故駁回和解。

就孤兒著作之利用授權問題，我國固然已有相關程序之立法如上述，然而數位資料庫
建置時，可能一次牽涉大量孤兒著作之利用授權，若須一一向著作權專責機關取得許可，可
能導致成本過高而難以實行。孤兒著作之利用授權問題，須於著作權人之權益保障及利用人
近用著作之公益間取得平衡，目前之立法雖可解決部分之問題，但於建置數位資料庫之情
形，恐怕幫助有限。

296 松田政行・増田雅史，「クラスアクション和解案に対する米国政府意見書（和訳）」，2009 年 11 月 26 日。



第二項 數位化著作與隱私權
如同前一節所述，數位資料庫對於其收錄之著作，得加設數位著作權管理對著作之利

用進行全面性的監視。純就技術而言，該監視可達到鉅細靡遺之程度，如利用人利用著作之
時間長短、次數、部分，若結合利用著作終端裝置的其它感應器，甚至可監視利用人利用著
作之場所位置及其周遭環境特性等等。

對於著作財產權人而言，對著作利用之監視係保障其著作財產權不受侵害之必要手
段，然而當監視之程度超越保障著作財產權之必要程度時，便可能造成對利用人隱私權之侵
害。利用人利用著作之種種相關資料，對於著作財產權人可能極具價值。透過對該些資料的
分析，著作財產權人未來之創作或企劃將有所助益。故著作財產權人有誘因要求數位資料庫
建置者，就其收錄之數位化著作，加設數位著作權管理，除監視著作之利用外，更搜集著作
利用時其它相關資料。

就利用人而言，若加設之數位著作權管理，未影響其著作利用，恐怕不易查知究竟於
利用著作之同時，利用行為遭到何種程度之監視。其隱私權可能於未察覺間便遭到嚴重侵
害。固然數位資料庫為著作之利用授權時，得於利用授權契約約款中，就搜集著作利用時相
關其它資訊之行為取得利用人之同意；然而利用授權契約常充斥一般交易條款，利用人是否
確實理解其同意數位資料庫搜集其著作利用時其它相關資料行為之意義，甚至將該資料提供
予著作財產權人，不無疑問。

故當技術上可就著作之利用為全面性監視時，保障著作財產權人權益與利用人之隱私
權保護間，可能產生新的問題，而其界線，仍有待進一步探討。

第三項 數位化著作與著作權改造
著作權制度之發軔，係十六世紀時印刷技術的普及，為保護出版社之而創設，而為規

制出版行為所設之權利，便是著作權。直至二十世紀中為止，重製行為，仍須投入相當之資
本，因此私人難以自為重製。此時之著作權，事實上乃係對競爭之限制，著作權人對其權利
之監視並不困難。但至二十世紀後半，複製技術普及，此對著作權發生衝擊。因私人自行重
製的情形逐漸普遍，著作權也因而開始帶有規制私人活動色彩之權利。此時，著作權人對其
權利之監視開始發生困難，其權利之實效遭到減損。為對應此科技環境之變動，將出租權納
入著作財產權之一部分，引進補償金制度。

二十世紀末網際網路之普及，再一次對科技環境產生極大影響。著作開始以數位化方
式存在，在網際網路上流通，甚至私人亦可為公開播送、公開傳輸的行為。著作權制度中，
規範私人著作利用行為之兩大權利便係重製權及對公眾表達著作之權利。而就私人日益膨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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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著作利用行為，雖非完全無法監視，但成本極高。另一方面，數位化著作以技術手段加以
保護的可能性卻不斷提昇，則權利與利用的平衡，再次面臨挑戰。

從著作權制度之發展來看，可知其係不斷應對科技、社會環境之變化。儘管著作的數
位化，使重製簡易化且成本低廉。又因網際網路之普及，個人著作利用之機會增加，但從個
人利用者觀點之著作權法修正，一直卻未能有所進展。

另一方面因電腦與相關技術之普及，著作之數量亦開始大量增加，個人進行創作，並
以上傳網際網路方式發表者不在少數。而大量出現的著作權人對於其權利之態度可大分為二
類。一類係會使用保護技術，對其權利行使十分在意的著作權人；另一類係對於權利行使無
甚關心之著作權人。而後者之著作最終便極有可能成為前述之「孤兒著作」。此二類之著作
權人，對於前者，於著作權法政策形成過程中，較易於法規範中反映其意向；但後者之意向
若於政策形成過程中未適當反映，其結果，將導致著作權法與部分著作權人之意向發生偏
離。

易言之，目前之著作權法，不僅是於利用人角度，於著作權人之角度，亦有規範上之
偏失。因此近年而有創意公用授權297（Creative Commons）及著佐權298（Copyleft）之著
作權改造運動。前者將著作權人之意向進行分類，讓著作權人得保留部分權利，其它部分則
授權利用人，係在現有之著作權法制下，調和利用人與著作權人權益之嘗試。後者則係利用
現有之著作權法制，透過強制被授權人以同樣授權條款進行授權之方式，以達促進創作自由
之目的。然而，創意公用授權與著佐權等方式仍須著作權人主動進行選擇。對於對著作權完
全不關心之著作權人而言，在著作權法制上，如何反映其意向仍係問題。

數位資料庫其收錄者，自係以數位方式創作之著作或已經數位化之著作，且其在本身
便可謂是網際網路與數位化著作影響著作權法所處科技環境之產物。當著作權法因應科技、
社會環境再次發生變化時，數位資料庫於其中會如何影響政策之形成或受有多大衝擊，值得
觀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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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 結論與建議
我國之著作權集體管理法制發展超過二十年，於去年修正施行著作權集體管理團體條

例，又進入一個新的階段。本次修法對於過往著作權集體管理實務運作發生之諸多問題，試
圖以制度的調整解決；而該些制度未來能否落實，係我國著作權集體管理制度能否真正達到
「保障著作財產權人權益、促進著作流通與利用」二項目的之關鍵。

一、建立有效之訴訟外紛爭解決機制

本次修正較可惜者，係著作權爭議之訴訟外紛爭解決機制未能配合進行修正。基於著
作權爭議之特性，建立一套有效之訴訟外紛爭解決機制，實有其必要。本文認為對現行紛爭
解決機制修正幅度最小之方式，係強化現行之調解機制。一方面採取「調解先行」制度，於
入訴訟程序前，使雙方有以調解解決紛爭之機會。二方面加強調解之法律強制力，若調解程
序達成協議，該調解書經法院核定後，與民事確定判決有同一之效力；若雙方調解不成，著
作權審議及調解委員會仍可以提出調解建議書。若雙方當事人既未簽訂和解契約，又未同意
接受和解建議書，可向法院提起訴訟。

二、著作權集體管理之本質與規範必要性

本文另一主要目的，係回歸探究著作權集體管理之本質與目的，並檢討對其之規範必
要性。經由了解日本著作權集體管理法制及 JASRAC 著作權集體管理之運作，並與我國之
著作集體管理現狀比較，可知兩國之著作權集體管理發展，有其相似，亦有可供對照之處。
相似之處在於管制的放鬆，於著作權集體管理引進更多私法自治與競爭之概念。而日本 
JASRAC 著作權集體管理運作之完善，對照我國著作權集體管理現狀，極具參考價值。

於比較的過程中，著作權集體管理之核心概念浮現，而對於著作權集體管理須規範之
處及其必要性，亦逐漸明朗。著作權集體管理之核心係：(1) 為多數著作財產權人管理；(2) 
訂有統一之使用報酬率及使用報酬分配方法，並依之為利用授權、收取使用報酬、為使用報
酬分配。而依此核心概念可知，著作權集體管理須受規範之處，主要為兩部分。其一係與著
作財產權人之關係，必須確保著作財產權人委託為集體管理其著作財產權後，其權益保障不
因而受損；具體而言，如使用報酬分配方法之公平性、為著作權集體管理者是否公平、分別
管理個別著作財產權、對於受委託管理之著作財產權是否積極行使等。其二係與利用人之關
係。必須確保利用授權之條件合理，利用授權無不公平差別待遇；具體而言，如使用報酬率
之合理性、對利用申請的授權義務等。

此些須規範之處，其背後考量係來自著作權集體管理者對於個別著作財產權人及利用
人的相對優勢地位。固然於符合要件的某些情況下，競爭法有於嗣後介入之可能；然而著作



權法本身有其追求之公益目的，並不單只是競爭政策之問題，且競爭法事後管制之性質，也
未必足以解決著作權集體管理之問題。因而本文認為就著作權集體管理仍有另以法律規範之
必要。

三、著作權集體管理法制的再思考

理解著作權集體管理之本質及其規範必要性後，對於數位時代中，新型態著作流通方
式─數位資料庫為進一步探討。當數位資料庫同時提供著作本身，及其利用授權時，實質上
是否係一種著作權的集體管理？本文以 Google Books 和解案的和解契約作為探究數位資料
庫其運作方式的參考。以上述著作權集體管理之核心概念比對後，本文認為，此種數位資料
庫之運作方式，實質上亦係著作權的集體管理。本文既已肯認著作權集體管理之規範必要
性，故認為此種數位資料庫之運作，亦應納入規範。

經由數位資料庫的例子，可知現行著作權集體管理法制之規範方式有其缺陷，著作權
集體管理其受規範之必要性，係來自於著作權集體管理發揮功能時，對著作財產權人、利用
人之影響。亦即應將規範之重心，置於執行著作權集體管理業務，而非著作權集體管理之組
織及其架構。故本文認為，著作權集體管理法制於未來修法時，應以功能性觀點進行規範，
將實質上著作權集體管理之行為納入規範，並著重於確保著作財產權人、利用人之權益，以
達著作權集體管理「保障著作財產權人權益，促進著作流通與利用」之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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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司法院網站，http://nwjirs.judicial.gov.tw/

6. 公平交易委員會網站，http://www.ftc.gov.tw/

貳、日文文獻

一、書籍與學位論文

1. データベースの法的保護に関する動向調查。財団法人データベース振興セン
ター，2003 年 12 月。

2. 著作権法令研究会編，逐条解說著作権等管理事業法，有斐閣，2001 年。

3. 稲葉俊夫，デジタル著作権，デジタル著作権を考える会，2002 年 12 月。

4. 蘆立順美，データベース保護制度論―著作権法による創作投資保護および新
規立法論の展開，信山社出版，2004 年 12 月。

5. 斎藤博，著作権法，有斐閣，2007 年。

6. 加戸守行，著作権法逐条講義，著作権情報センター，2007 年 6 月。

7. 半田正夫，著作権法概説，2009 年 1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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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紋谷暢男，JASRAC 概論，日本評論社，2009 年 11 月。

9. 中山信宏、大渕哲也、小泉直樹、田村善之，著作権判例百選，有斐閣，2009 
年12 月。

10.三山裕三，著作権法詳説―判例で読む 16 章，雄松堂出版，2010 年 1 月。

11.田中豊，判例でみる音楽著作権訴訟の論点60講，日本評論社，2010 年 3 月。

12.作花文雄，詳解著作権法，ぎょうせい，2010 年 4 月。

13.田村善之，知的財産法，有斐閣，2010 年 5 月。

14.名和小太郎，著作権 ２．０ ウェブ時代の文化発展をめざして，エヌティ
ティ，2010 年 6 月。

二、期刊論文

1. 中山信弘，デジタル時代における財産的情報の保護，法曹時報，第四十九卷
八號。

2. 金子博人，高度情報化社会におけるデータベースの法的保護（上），NBL，
第三四三期，1985 年。

3. 板東久美子，コンピュータ・ネットワーク時代における著作権施策の展開，

ジュリスト，第一一一七期，1997 年 8 月。

4. 松田政行・増田雅史，「クラスアクション和解案に対する米国政府意見書

（和訳）」，2009 年 11 月 26 日。

5. 松田政行・増田雅史，Google Book Searchクラスアクション和解の実務的検

討，NBL，第九百〇五期及九百〇六期，2009 年 5 月及 2009 年 6 月。

6. 松田政行・増田雅史，Google Books問題の最新動向および新和解案に関する

解説，NBL，第九百一十八期及九百二十一期，2009 年 12 月及 2010 年 1 月。

7. 松田政行・増田雅史，Google Books和解案不承認決定に関する解説，NBL，

第九百五十三期，2011 年 5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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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網路資源

1. 著作権審議会権利の集中管理小委員会報告書，http://www.mext.go.jp/b_menu/
shingi/12/chosaku/toushin/000101.htm

2. 文化審議会著作権分科会報告書，http://www.mext.go.jp/b_menu/shingi/bunka/
toushin/06012705.htm

3. 社團法人日本電子機械工業會對私人錄音錄影補償金制度之見解，http://
www.jeita.or.jp/file/080530.pdf

4. JASRAC 網站，http://www.jasrac.or.jp/

參、英文文獻

一、網路資源

1. WIPO 網站，http://www.wipo.int//portal/index.html.en

2. ASCAP 網站，http://www.ascap.com/

3. Creative Commons 網站，http://creativecommons.org/

4. Copyleft 網站，http://www.gnu.org/copyleft/copyleft.html

5. IFPI，Piracy Report 2006，http://www.ifpi.org/content/section_resources/
piracy-archive.html

6. The Economist 網站，http://www.economist.com/node/1664617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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