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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數位科技從根本上改變了著作權的經濟活動，著作使用型態由以往的實體物重

製轉變為接近創作內容之利用權，而載體媒介趨於簡便以及格式標準化均使音樂創

作能在網絡上大量散布，並使多型態的著作物使用方式與商業模式並存。惟值得注

意的是，集管團體與網路平台業者對於數位音樂創作在價值與價格上之認定不一、

數位音樂創作之授權模式彈性低等因素，使得現階段的商業模式漸漸無法因應數位

時代下大量且多樣化的著作利用型態，且透過這些中間人僅能依其著作數據庫之內

容提供有限之著作類型，導致商業價值較低之數位著作無法受到重視，形成獨立音

樂人更加仰賴大型中間人提供上架與行銷服務之現象。 

        蓋本研究所指的中間人即為集管團體、唱片公司以及串流服務平台等單位。由

於現階段在實務運作上欠缺一套良善的著作授權機制，以及能夠辨認真正著作權人

的全球著作權數據庫，因此市場上對於能夠建置完善商業模式的新技術科技具有隱

性需求，目前集管團體整體之運作不僅欠缺透明性，管理架構過於老舊，跟不上高

新技術之發展，支付權利金的流程龐雜且容易被中間人隱匿而難以追蹤金流，進而

出現「有誰分配？如何分配？為何分配？何時分配？」意即真正權利人如何取得合

理報酬以滿足其經濟利益之問題。因此音樂產業核心的問題依舊存在，音樂人的收

益從產業之源頭被中間人層層剝削，不僅運作效率不彰且欠缺公平性，更使集管團

體無法精確評價每一位產業內參與者的貢獻程度，進而無法對於特定著作人之著作

進行最佳化的商業運用。在整體音樂產業收益成長率漸趨緩之情形下，市場上之參

與者意識到數位音樂產業的整體商業模式具有調整與變革之必要。 

         隨著比特幣之底層技術—區塊鏈技術出現，其所產生的利益與日俱增，區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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鏈被運用的領域亦被快速擴展，因此成為主流科技指日可待。由於區塊鏈技術去中

心化的技術特徵，而具有實現「去中間人」新型態商業模式的可能性，使用者可以

透過部署在區塊鏈之智能合約，直接付費給音樂創作人，並自動執行共同創作者間

的收益拆分，使其獲取相對應的報酬，再依據其所取得之權利享受播放音樂的服務，

透過蒐集音樂產業的相關數據與交易紀錄等資訊。不僅支付報酬的流程公開透明化，

更可建置關於著作權人身分辨認與儲存後設資料的全球數據資料庫（GRD），以

建置導向全球分布式的新形態授權框架。本研究從美國的 ConsenSys—Ujo music、

PeerTracks、dotBlockChain 以及台灣的 KKFARM—Muzeum 來看區塊鏈技術運用在

音樂產業的場景及其與現有市場參與者的合作與競爭關係。 

        由於在市場實際運作下，中間人仍有其存在之必要性，再加上中間人與新科技

間長期處於既為競爭對手亦為合作夥伴的微妙關係，且區塊鏈技術的核心運用—智

能合約，具有難以精確將當事人意思表示轉譯為程式碼，以及法律責任歸屬不清、

救濟困難等問題而無法確定契約內容。因此本研究將會聚焦在目前數位音樂市場遭

遇到的問題、區塊鏈技術可否為音樂產業帶來供應鏈的轉變，以及其可能面臨到的

問題，進而如何和既有市場主要參與者建立新型態商業模式以重新找回音樂創作人

收益的利基，試圖以區塊鏈技術型塑音樂產業的新型態商業模式並提出初步的研究

結果。 

 

關鍵詞：數位音樂、中間人、商業模式、全球著作權數據庫、著作授權機制、合理

報酬、去中間人、區塊鏈技術、智能合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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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Digital technology has fundamentally changed the economic activities of the music 

industry. The utilization of copyright, especially the musical works, has changed from the 

physical entities to the access right. The simpler types of carrier media and the format 

standardization make music creation spread on the internet massively and fastly. Multi-

type of utilization and business models coexist in the digital age eventually. Because 

collective management organizations and streaming music platform have a different 

opinion about the value of the music creation than music creators do. Additionally, the 

model of the music creation licensing a lack of flexibility. The two factors above make the 

current business model gradually unable to cope with the complex transactions of diverse 

utilization of music creations. Eventually lead the music creators could only rely on 

intermediaries, which is the collective management organizations, recording company and 

streaming platform, to promote their music works. This kind of situation especially 

happens on independent musicians. 

         Nowadays, the music marketplace lacks a good authorization mechanism in practice 

and a global copyright database that can identify the real copyrighter. Therefore, there is a 

recessive demand for new technology that can establish a flawless business model in digital 

music industry to solve the problem that music creator encounter of the transactions lacking 

in transparency and the exploitation from intermediaries that music creator encounter, not 

only the inefficient operation and lacking in fairness, but also the collective management 

group cannot accurately evaluate the participants of contribution proportion in each music 

creation. Music industry's revenue growth rate slows down overall, participants in the 

market realize that the current business model of the digital music industry needy fo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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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djustment and change. 

         With the underlying technology of Bitcoin－blockchain technology coming up, users 

or/and consumers can directly pay the royalties to music creator through the smart contract 

deployed in the blockchain. The smart contract can automatically execute the split ratio 

between the co-creators to let real owners obtain the corresponding rewards, and let users 

or/and consumers then enjoy the services of playing music according to the rights they have 

acquired. The main technical characteristics of blockchain let the process of transactions 

more transparent.  

 This study will focus on the problems encountered in the current digital music 

marketplace. Through studying the blockchain application of ConsenSys-Ujo music, 

PeerTracks, dotBlockChain, and KKFARM-Muzeum to better grasp the scenarios of 

blockchain technology used in the music industry. Then attempt to answer the research 

problems of whether the blockchain technology can be the solution, and establish a novel 

supply chain, shape the new business model with the main players in the existing market 

for the digital music industry.  

 

 

 

 

keyword：digital music industry；intermediaries；business models；global copyright 

database；blockchain technology；royalties；smart contrac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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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緒論 

第一節 研究背景與動機 

        由於自身過去學習音樂的背景，對於音樂創作人以及音樂家在該產業的發展具

有濃厚的興趣，在蒐集與閱讀相關文獻之過程中發現，數位音樂時代下的音樂創作

人收益銳減的情形，由於這樣的主觀想法需要透過客觀的研究來加以支撐剖析，因

此想藉由本研究來了解未來數位音樂的發展動向與音樂創作人無法獲得合理收益的

主因。隨著 1996 年 OECD 宣告知識經濟時代的來臨以及數位資訊網際網路的進展，

Edvinssone 以及 Malone 於 1997 年隨著提出智慧資本相關概念，無形資產的運用及

其蘊含的價值，開始被大量討論與研析，以音樂產業而言，科技之發展改變音樂著

作的授權模式，間接影響交易目標之認知，更改變傳統物之處分與移轉流通的觀念，

意即數位時代的來臨影響消費音樂的方式。 

        根據音樂產業之發展歷史可知，音樂經濟活動深受技術革新的影響，每一次的

技術革新，不僅導致著作權商業模式設計的基礎事實發生變動，讓整個音樂產業供

應鏈同時面臨市場接受度的考驗，創意內容產業的核心—音樂創作人，亦必須被動

因應技術之演進而改變音樂著作的呈現形式與交易方式。 

        而音樂最早由自然、人聲而來，游唱詩人（troubadour）是中世紀歐洲的歌曲

作曲者和表演者，他們透過周遊列國宮廷之間，相互交流新曲調和詩句來傳唱音樂

創作，當時音樂流傳與保存係以詠唱的方式，由貴族透過教會傳唱至民間，因此教

會是保存音樂很重要的單位，當時並未有載體的概念直到西元 9 世紀，影響音樂歷

史最重大的音樂紐姆記譜法出現，使得音樂能夠透過手抄或是印刷而廣為傳播，而

不再是貴族專屬的娛樂享受，音樂創作內容也隨著收聽觀眾的改變，創作的主題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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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加多元。 

        接著，著作權權利化概念的建立，加上保存聲音技術更加精進的錄音技術出現，

從黑膠唱片、卡式磁帶、錄音帶，到飛利浦研發並由音樂指揮家卡拉揚推廣的 CD

光碟片等不同載體形式不斷推陳出新，CD 唱片行業更以自身為中心建立起上游為

音樂內容創作者、唱片發行商、生產商、零售商，以及下游為終端消費者的產業供

應鏈。唱片公司一般而言係居於市場開發的地位，透過直接和藝人、作曲者簽約以

管理唱片品牌，同時為藝人制定行銷策略，包括包裝、培訓藝人、塑造藝人形象、

管理唱片品牌、市場聲譽並投放大量的廣告。唱片公司亦在載體技術盛行的時期居

於核心營運角色，以載體銷售為主要營收來源，不僅掌握各通路之交易訊息、創作

內容等資源，更透過併購而居於市場壟斷的地位，在在均顯現音樂創作人在市場上

除了將自己託付給唱片公司以外別無選擇的窘境，面對自身作品之利用權以及收益

份額毫無議價能力。 

         網際網路第一個紀元帶來網路、社群媒體、行動運算、大資料以及雲端運算，

開始出現數位串流、點對點傳輸等數位傳輸技術，數位音樂創作之利用型態日趨複

雜且多樣化，而形成著作權人無法自行管理著作之情形，因此音樂產業開始出現可

與唱片公司抗衡的競爭對手—網路平台服務商以及集管團體，惟值得注意的是，並

非所有的技術、商業模式之革新均會為市場帶來顯著或正面的影響，正因為數位著

作所附著的載體或是媒介之成本遠低於著作本身之價值，終端使用者可透過電子郵

件、檔案傳輸、P2P 技術對於著作進行無償使用，著作權人漸漸無法僅透過中間人，

意即出版商、音樂、娛樂公司、廣播、電視公司以及集管團體等中間媒介團體，掌

握所有的利用行為，且這些中間人藉由掌握所有之利用行為與著作授權交易來蒐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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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訊數據，並利用資訊不對稱之情勢取得市場壟斷之地位，而使得整體市場之深層

結構更加根深蒂固，無法撼動與改變音樂創作人居於層級制度底端的運作型態，權

利仍舊掌握在少數人的手中，疊床架屋的授權模式以及交易資訊的不透明是造成音

樂創作人無法取得合理報酬的主要原因。 

        另一個讓音樂創作人收益銳減的原因在於，音樂創作人可以銷售的產品變少了。

在過去有實體唱片即可獲取大量的收益，惟數位科技讓音樂創作內容的價值消失。

在數位時代下的交易環境，著作權與著作物的區分界線模糊，且由於我國著作權法

對於著作的保護採「創作保護主義」，意即於著作創作完成時起，即受著作權法保

護，無須另外進行註冊或登記，而非採「著作權登記制度」。值此，於發生著作權

的爭議時，著作權人必須自行就真正著作權人之身分、著作權存在及其存續期間等

事項負舉證責任，因而在數位音樂產業創作與交易的流程中出現確權難、授權難、

維權難、取證難等現象。 

        消費模式的轉變，讓音樂著作的內容價值消磨殆盡，消費者現在僅需支付一定

的費用即可取得使用音樂服務的使用權（access），市場上幾乎只剩下音樂服務的

服務費用，著作本身價值已在龐大的洪流中漸漸流失，若產業生態與環境無法讓音

樂創作人能夠持續提供創作內容，則沒有創意著作的創意內容產業將面臨產業癱瘓

的局面，最終使著作權人陷於著作創作成本和收益不成比例且無法即時取得權利金

之窘境。據上，以著作物為契約標的之授權框架已漸無法應用在數位時代下的經濟

活動型態，整體數位音樂產業隨著既有商業模式的失敗，不論是身在此產業內或是

在產業外的參與者與相關人，均認為音樂產業需要革新，商業模式需要跟隨科技發

展進行調整而對於新技術與科技具有隱性需求，以解決長久存在的問題，包含交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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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訊不透明、權利金因錯誤的交易資訊數據，或是未將數據完整保存而產生分配不

均等問題。 

        Dan Tapscott 以及 Alex Tapscott1曾表示：「網際網路進入了第二紀元，一方面

它給我們機會去創造無限可能，一方面這代表著電腦科技的極大創新」2。目前網

際網路已邁入第二紀元，比特幣的底層技術-區塊鏈技術開始受到社會大眾的注意，

2015 年 10 月 31 日經濟學人雜誌搶先登出“The Trust Machine: how the technology 

behind bitcoin could change the world ” （信任機器:比特幣背後的技術如何改變世界?）

3，由於區塊鏈技術可以運用在多個領域，從金融服務、能源、醫療健康、運輸到

音樂產業，甚至是數位民主制度之建立，均存在龐大的適用可能性而受到重視。另

外一篇由經濟學人雜誌於 2016 年 3 月登出的文章提到：「區塊鏈是一個非由單一

單位管理的數據庫，就像是一間銀行，但是係由多個參與者所組成。區塊鏈的運作

乃係透過共識機制來更新數據，任何修改均透過嚴密複雜的加密技術，因此任何資

訊變成永恆存在，即可作為權利存在之證據」4。 

        區塊鏈技術係一開放且可編程的程式碼，在現有網路上建構一整層新的網絡層，

並由一系列的協議所組成，稱為”分佈式帳本”。 由於波士頓的 Berklee 音樂學院創

意企業機構在 2015 年 10 月 2 日舉辦了論壇，邀請全球在音樂產業深耕多年的專家，

                                                      
1 The Authors of 《Blockchain Revolution: How the Technology Behind Bitcoin is Changing Money, 
Business, and the World》. 
2 Jeremy Silver, PhD, Blockchain or the Chaingang? Challenges, opportunities and hype: the music 
industry and blockchain technologies, CREATe Working Paper Series DOI: 10.5281/zenodo.51326, p8, 
May, 2016. 
3  The Economist, The Trust Machine: how the technology behind bitcoin could change the world, the cover 
story of the November 6th issue, https://www.economist.com/leaders/2015/10/31/the-trust-machine, last 
visit day：2019.6.30. 
4 Jeremy Silver, supra note 2, at 2. 

https://www.economist.com/leaders/2015/10/31/the-trust-machin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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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同討論區塊鏈技術帶來的透明交易訊息以及獲取公平合理收益的可能性，因此促

發區塊鏈技術應用在音樂產業的廣泛討論。這論壇亦協助 Berklee 學院獲取相關資

訊以建立中立公開區塊鏈平台，讓音樂創作者對於自己的作品具有較大的控制權，

這樣的應用場景主要來自於音樂著作權人意識到運用區塊鏈技術保護自己權益的必

要性，因此極力為整個產業建構新型態的運作規模進行創新改造。目前這項技術運

用在音樂產業已通過概念驗證，而區塊鏈技術的追隨者更進一步追求建立更具有系

統性的制度，他們認為可以利用區塊鏈技術建立一個去中心化的音樂產業運作模式。

區塊鏈技術讓資訊的傳遞轉變為價值傳遞，除了可以讓既有音樂市場的價值增加，

新的商業模式、新的成員均對產業、市場帶來衝擊，也帶來新的挑戰與機會。 

        綜上，本研究將以音樂創作人本位的角度出發，透過法規、商業模式以及專利

等不同角度了解區塊鏈技術之內涵，剖析台灣集管團體之現況與費率計算等相關法

令，以及美國最新提出的 MMA 法後，從法律面以及產業面探討區塊鏈技術這一波

技術革新將如何影響音樂產業，並使其產生結構性的轉變，不僅探討可否運用區塊

鏈技術建立新型態的音樂產業生態系，更探究區塊鏈技術與現有音樂產業核心參與

者所能建立之關係以及合作型態，最終彙整出音樂創作人未來的發展可能性。區塊

鏈其去中心化的運作模式讓音樂創作人多了一種選擇，透過重組市場權力分配，除

避免音樂創作人被寄生蟲類型之中間人剝削外，更需要去蕪存菁地留下能夠共創利

益的文化中間人，或可些許改變音樂創作人之市場地位，成為音樂創作人獲取合理

收益的解決方案。 

        本研究使用質性資料研究法中的文獻分析法與訪談法（Interview）。文獻分析

法（Document Analysis）是指根據一定的研究目的或課題，透過蒐集有關市場之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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訊、年度報告書與統計資料調查報告、產業動態、圖書、期刊與學術論文等文獻資

料，從而以系統、客觀的角度，全面而精準進行相關問題之研究，並且就上揭資料

加以研究歸納、整理分析，以增進對於事實科學有所認識的一種方法。文獻分析法

主要目的在於了解過去、洞察現在和預測未來，因此蒐集內容儘量要求豐富及廣博，

再將四處收集來的資料，經過分析後歸納統整，再分析事件淵源、原因、背景、影

響及其意義。其分析步驟有四，即閱覽與整理（Reading and Organizing）、描述

（Description）、分類（Classfying）及詮釋（Interpretation）等四大步驟，除此之

外，因為文獻分析法不與文獻中記載的人、事有所接觸，因此，又稱為非接觸性研

究方法 5。本研究透過閱讀國內外文獻，以 Jeremy Silver 博士撰寫的論文主軸，輔

以 RIAA 針對音樂產業收益數據的分析報告以及對於區塊鏈技術應用相關資料之蒐

集與整理分析，彙整區塊鏈技術與數位音樂產業發展情形與現況之相關資訊與議題，

其他並包含新聞報導以及業者與從業人員的公開資訊，例如白皮書，或是參加相關

論壇聽取資訊與最新發展。通過調查文獻來獲得資料，從而全面地、正確地了解掌

握事物的全貌。 

         而訪談法即指訪問者（Interviewer）面對面訪問與研究課題相關之當事人之過

程，透過人與人間溝通與相互交流知道他人的觀念、信仰、意見之看法，並藉著這

種交互作用獲取所需資訊之調查方法。本研究經過蒐集、閱讀與分析相關文獻後針

對研究個案中的特定人進行無結構式個人訪談，事前以大略的問題大綱或幾個要點，

在訪問過程中隨時提出相關問題以了解目前產業概況，以及該個案中相關項目之內

                                                      
5 朱柔若（譯），社會研究方法：質化與量化取向（原作者： Neuman, W. L.， 原著出版年：

1997），2000，台北揚智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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容與發展方向。 

        本研究之研究架構部分共分為六章，第一章為緒論，以音樂與科技的發展論述

到音樂的商業模式深受技術革新的影響，以及本研究將以音樂創作人的角度來探討

數位音樂在區塊鏈技術浪潮下與市場的互動關係；第二章前半部將以 RIAA 對於音

樂市場收益的統計數據綜覽全球音樂產業的市場概況，並說明數位音樂產業各通路

之收益概況，後半部則說明數位音樂產業面臨音樂創作者無法取得合理報酬之問題，

並剖析造成這個問題的主因在於音樂市場交易資訊不透明、權利金分配費率不公平

以及欠缺一個全球著作權數據資料庫，最後提及區塊鏈技術對於音樂產業可能的影

響；第三章則係透過閱讀區塊鏈之相關書籍與學術論文說明區塊鏈技術之特色與架

構、智能合約的發展沿革及其法律地位與責任歸屬問題，並透過專利與美國相關判

決了解區塊鏈技術特徵與該技術之專利適格性，最後討論區塊鏈技術在商業化過程

中遭到的問題與挑戰。 

        接下來第四章說明區塊鏈技術適用在音樂產業的應用場景，並從音樂產業的交

易模式與供應鏈之轉變，以及著作權集管團體的授權機制面臨變革的需求，點出音

樂著作權人意識到運用區塊鏈技術重新取回著作利用權，以保護自己權益之必要性。

接著從法律面探究集管團體制度的弊病，並簡要說明美國 MMA 法案前後對於音樂

創作人之影響，並討論現行數位音樂產業主要的問題來自寄生蟲類型的中間人剝奪

市場生產者之利益，惟在資訊爆炸的時代仍需要合作型中間人所提供之服務，始能

讓市場獲益極大化，以達到音樂創作人獲取合理報酬之終極目標。 

        而第五章透過了解國內外關於運用區塊鏈技術建置音樂著作授權交易系統之相

關案例，諸如 Ujo Music、Bittunes、PeerTracks 以及 dotBlockChain 等企業之運作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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形來進一步說明新型態數位音樂商業模式態樣，並透過訪談 KKFARM 創辦人吳柏

蒼來了解區塊鏈技術實際應用在音樂產業的現況與相關問題，以及實際上能夠落地

實施的項目。最後第六章為結論與建議，透過彙整閱讀文獻與透過訪談了解相關企

業之發展後以提出研究發現，希望能為音樂產業中的音樂創作者提供一些營運方面

的建議。 

 

第二節 研究問題 

        本研究在文獻分析階段，以音樂創作人為本位，進行以下問題之探討：「數位

音樂產業目前有哪些問題？音樂創作者如何才能獲得合理報酬？區塊鏈技術是否能

夠解決音樂產業目前面臨到的問題？以及由區塊鏈技術運用智能合約會面臨到什麼

樣的問題？市場上是否能夠接受採用區塊鏈技術的商業模式？而音樂市場上的核心

參與者在區塊鏈技術後應何去何從？」而在區塊鏈技術應用個案上，則是以訪談的

方式進行，本研究訪談個案為台灣的 KKFARM，訪談對象為 KKFARM 合夥人／

Senior Advisor—吳柏蒼，訪談的問題臚列如下：「1.關於 Muzeum 的商業模式，

Muzeum 項目如何獲利？如何吸引音樂創作者以及消費者來使用 Muzeum 的服務？

目前有無成功案例？比如說 Ujo Music 有和 Heap 合作，Muzeum 有無相類似的案例？ 

2.目前多數區塊鏈新創企業會選擇將運作系統架在以太坊上面，是否可以降低營運

成本？是否會考慮跟現有的網路平台合作？ 3.如何吸引創作者使用數位典藏服務？ 

4.關於 KKFARM 的 Soundscape 是一個什麼樣的產品？有使用到區塊鏈技術嗎？5.

透過 Soundscape 是否可以達到累積音樂創作人端之使用者的目的？6.本研究有一部

份是關於中間人的部分，區塊鏈技術之目的在去中心化與去中間人，而本研究的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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論是認為中間人還是有存在的必要，但市場上必須要將寄生蟲類型的中間人汰換，

才能讓市場運作更加有效率，想請問您對這個議題的看法？7.目前唱片公司還是能

透過合約來綁住音樂人嗎？8.如何開始進行區塊鏈技術應用在音樂產業的相關項目？

是否有參酌國外的案例，數位典藏項目是否類似 Peertracks？」透過蒐集與閱讀文

獻後，對於數位音樂產業目前面臨到的問題以及了解區塊鏈技術內涵，並對於區塊

鏈技術應用在音樂產業的應用場景有初步的認識後，進一步基於研究的初步成果擬

定訪談大綱，並綜合文獻分析的結果，提出本研究的結論與建議。 

 

第三節 研究限制 

        由於區塊鏈技術之發展尚未有定論，亦因研究時間的限制，區塊鏈技術之發展

並未停歇，惟仍需二至三年，甚至更長的時間才能達到技術純熟的程度，目前無法

得出在音樂產業運作區塊鏈技術所能獲得之成效為何，根據本研究蒐集之資訊可知

目前實務上還未有相關案例能達到驗證商業模式是否可行的階段，關於商業模式的

實施成效仍處於概念驗證階段，須待日後發展始能得知實質成果。對於區塊鏈有越

多了解即會領會有限的知識阻礙我們對於這項技術的理解，最終成效無法僅經由文

獻分析獲取運作成果，因此研究區塊鏈的困境就在於所有被記錄下來的文件很有可

能已經是舊聞，技術發展的前端已超前文獻許多。訪談亦因為這些運用區塊鏈技術

之企業多處於新創階段，因此許多商業上的策略，多數企業會採用營業秘密之方式

保護其商業性商業機密，故本研究難以取得進一步之資訊，僅能透過對談的方式間

接了解區塊鏈技術運作的概況，透過彙整文獻分析結果與訪談內容提出數位音樂產

業商業模式未來發展方向之建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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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數位音樂產業概況以及其所面臨之困境 

本章會先以美國唱片業協會（Recording Industry Association of America，下稱

RIAA）對於整體音樂產業所整理出來的營收數據，來說明目前音樂產業的市場規

模以及各通路的運作概況，進而提出產業內目前面臨到的問題。由於串流音樂服務

之興起，自 2015 年起，數位音樂產值超越了實體產品之銷售，交易流程不僅跨足

音樂產品到音樂服務的兩個世代，對於音樂的消費方式也從過去經由取得著作重製

物所有權，轉變為著作使用權之授予。這樣的轉變對於消費者、使用者來說，接觸

音樂的管道變多，消費選擇多元而可以各方比價，但對於音樂創作人而言，雖然能

夠增加收益的通路增加，惟對於自身音樂著作的運用與掌握程度因產業運作的複雜

度提升而降低，造成這些問題的主因，其一係因整體產業鏈上的參與者因市場規模

變大以及銷售與授權的通路多元而增加，惟適用的合約框架過時，多數仍以實體產

品銷售的合約條件進行授權；其二則係因為目前沒有一套機制與辨認真正著作權人

的全球數據庫，能夠精確評價每一位產業內參與者的貢獻程度，造成市場上的交易

資訊多且雜亂，最終導致權利金報酬分配方面，由誰來決定費率之計算、誰才是真

正的權利人以及費率的公平性均成為問題，整個支付權利金的流程不僅效率不彰且

欠缺公平性，以下將透過數據分析現行音樂產業之問題，而產業供應鏈與價值鏈演

變之部分將會在第四章作詳細的介紹，本章將不會就此討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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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節 2018 上半年音樂市場概述 6 

        現代音樂產業之收入來自數位歌曲授權、實體唱片販售等數百萬筆的微型交易

所組成，藝人或是音樂創作者不僅可自串流音樂服務平台上獲取收益，還能藉由網

路直播以及廣播頻道賺取收益，例如：iTunes、 Google Play、Amazon 以及其他平

台，當然亦可從實體通路取得，故在數位音樂時代，音樂創作者可自串流音樂服務

平台商、數位下載模式以及實體產品銷售等不同通路與營收模式中獲取利潤，下面

將一一說明收益概況。 

        根據 RIAA 的相關研究數據顯示，2018 年上半年的整體市場趨勢繼續反映出

音樂行業的交易已從基於每單位之實體唱片銷售額快速轉向串流音樂服務。在

2018 年上半年，美國音樂產業的總收入增長了 10％，達到 46 億美元（以零售價格

計算）。而根據圖 2 所示，串流音樂通路的總收入在 2018 上半年佔了整體產業的

75%，是音樂產業收入成長的主要來源，按批發價計算，收入增長 10％，共計 31

億美元，而近乎四分之三的市場比例讓其他通路無法與之抗衡。 

圖 1：美國音樂產業近三個上半年的零售收入 7 

                                                      
6 Joshua P. Friedlander（Senior Vice President）, Matthew Bass（Associate）,RIAA, MID-YEAR 2018 
RIAA MUSIC REVENUES REPORT, https://www.riaa.com/wp-content/uploads/2018/09/RIAA-Mid-Year-
2018-Revenue-Report.pdf, at1, last visit day：2018.12.8. 
7 Id. at 1. 

https://www.riaa.com/wp-content/uploads/2018/09/RIAA-Mid-Year-2018-Revenue-Report.pdf
https://www.riaa.com/wp-content/uploads/2018/09/RIAA-Mid-Year-2018-Revenue-Report.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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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項 2018 上半年 RIAA 音樂產業收入數據概述 8 

        2018 上半年各通路佔總收入之比例，串流音樂佔 75%，數位下載佔 12%，實

體銷售佔 10%，影音廣告配樂則佔 3%。 

圖 2：2018 上半年各通路佔總收入之比例 9 

 

 

        下列表 1 的數據乃係用零售價格來呈現，而零售價格係根據貨運的建議售價或

是估算價格，當然零售價格不會與批發價格相同，對於零售價格而言，批發價格就

是零售價的進貨成本。而這些使用之基礎歷史數據更新到 2016 年。以下分為十點

就 2018 上半年音樂產業之收入作一說明： 

1. 串流音樂服務、條件式的歌曲下載服務以及其他付費訂閱服務其運作模式

並非法定授權，而訂閱量係以每年訂閱數量排除限制型訂閱服務所計算之

平均數。 

                                                      
8 Joshua P. Friedlander, Matthew Bass, RIAA, supra note 2, at 4. 
9 Joshua P. Friedlander, Matthew Bass, RIAA, supra note 2, at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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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付費串流訂閱服務的互動式服務受限於收聽裝置、歌曲、可接觸性或其他

因素。 

3. 廣告支援服務模式亦不在法定授權下運作。 

4. 支付給表演者與著作權人的數位客製化收聽頻道列在法定授權項目之下。 

5. 直接來自法定授權項下的收益並不會被 SoundExchange 進行分配，且不包

含在串流音樂服務項目之下。 

6. Kiosk 一個提供音樂影音下載之服務平台，在 2016 年開始進行數位音樂的

授權服務。 

7. 這邊的影音同步錄音著作權利金包含來自其他媒體的費用與權利金。 

8. 其他實體包含單曲 CD、卡帶、黑膠唱片以及影音 DVD、SACD。 

9. 這邊的一單位包含專輯與單曲，不包含訂閱量與權利金。 

10. Shipments 不包含影音同步錄音著作權利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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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2018 上半年音樂收入分析 10

 

 

                                                      
10 Joshua P. Friedlander, Matthew Bass, RIAA, supra note 6, at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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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項 串流音樂之收益概況 

         串流音樂市場之收入根據圖 3 所示，每年增長約有 28％，2018 年上半年達到

34 億美元。蓋串流音樂之營收模式大致上分為交互或點播服務模式（Paid 

interactive or on-demand models）、廣告支援模式（Advertising-supported models）

以及非互動之廣告支援訂閱模式（Advertising or subscription-based models)；交互

或點播服務模式即讓使用者可以通過支付每個月的月費選擇收聽的音樂，並將這些

音樂儲存至伺服器中，直至訂購期結束，Spotify每月的付費訂閱服務、Apple 

Music、亞馬遜的付費版本、TIDAL 訂閱服務（TIDAL 為採用訂閱收益模式的串流

媒體服務商）即屬於這種模式；廣告支援模式則是讓使用者可以在收聽或觀看廣告

之後享有與互動點播模式下的音樂隨選服務，典型代表即為 Youtube、Spotify 以及

Vevo 的免費廣告支援服務；而非互動之廣告支援訂閱模式即係使用者無隨選音樂

之權利，僅能透過基於程式運算和系統推薦的方式進行收聽，接近電臺的收聽模

式，惟好處在於使用者不需要支付任何費用，Pandora 即為此類型代表，廣告是其

主要收入來源 11。 

 

                                                      
11BerkleeICE, Fair Music: Transparency and PaymentFlows in the Music Industry, at 7, July, 2015, 
Rethink Music Initiative, https://ppt.cc/fzEoFx, last visited Jan.21.2019. 

https://ppt.cc/fzEoF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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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串流音樂收入 12 

        而在串流音樂的各類營收模式下，根據圖 4 可知，付費訂閱模式係目前音樂產

業最大宗的收入來源。 

圖 4：2018 上半年串流音樂收入 13 

 

                                                      
12  Joshua P. Friedlander, Matthew Bass, RIAA, supra note 6, at 2.  
13 Joshua P. Friedlander, Matthew Bass, RIAA, supra note 6, at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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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接著，我們進一步來看付費訂閱模式在整體訂閱服務中所佔比例。根據圖 5，

付費訂閱服務每年 33％的成長，為整體訂閱服務帶來 25 億美元的收入，因此錄音

產業 3/4 來自串流音樂服務的收入，其中有 3/4 來自付費訂閱模式，雖然用戶較少，

但訂閱戶的使用服務流量遠大於廣告支援模式運作下所得之收益。而在付費訂閱模

式中，有3.54億美元之收入來自限制型訂閱服務（受限於可收聽的裝置、歌曲等），

Amazon Prime、Pandora Plus 均為提供限制型訂閱服務之代表。 

 

圖 5：付費訂閱模式之收入 14 

 

 

 

 

 

                                                      
14 Joshua P. Friedlander, Matthew Bass, RIAA, supra note 6, at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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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訂閱模式收入之增長來自於使用者的消費行為，付費訂閱提供給使用者的隨

選服務（On-demand Service），其訂閱量在 2018 年上半年成長 48%，平均收入為

46.4 百萬美元，而每月訂閱量增長率高於 100 萬。（圖 6 不包含限制型訂閱服務之

相關數據）。 

 

圖 6：付費模式訂閱量 15 

 

 

 

 

 

 

 

 

                                                      
15 Joshua P. Friedlander, Matthew Bass, RIAA, supra note 6, at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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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廣告支援模式下的音樂隨選服務（像是 YouTube、Vevo 以及廣告支援模式下

的 Spotify）每年成長 21%，收入來到 3.69 億美元，而根據 Nielsen 相關研究報告顯

示 16，串流服務在 2018 年上半年為美國的使用者與粉絲提供了數千億首歌曲，惟

音樂隨選服務之收入僅佔串流音樂服務總收入的 11%，而數位及客製化廣播服務的

收入則達到 5.28 億美元，比去年上半年增長了 13%。圖 7 中，SoundExchange17的

權利金收入主要來自 SiriusXM 服務商（美國廣播公司）、網路廣播電台以及其他

廣告支援的串流服務商。 

圖 7：數位隨選模式收入 18 

 

                                                      
16 Joshua P. Friedlander, Matthew Bass, RIAA, supra note 6, at 3. 
17 SoundExchange 自 2003 年成立以來，已分配超過 20 億美元的權利金給歌手及唱片公司，目前亦

積極尋找並確認其他可受分配權利金的真正權利人。然而至 2013年為止，已累積高達 9千 6百萬美

元的權利金尚未分配。依照相關規定，SoundExchange 必須保留尚未分配的權利金至少三年。超過

該期間而仍未分配者，該等未分配權利金得用於支付 SoundExchange 的行政費用，或從事費率訂定

及執法的活動。經濟部智慧財產局，出席「2015 年第 17 屆澳洲著作權研討會」報告，頁 29，105
年 1 月 4 日。 
18 Joshua P. Friedlander, Matthew Bass, RIAA, supra note 6, at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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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項 數位下載模式下之收益概況 

        根據 IFIP《2017 全球音樂報告》顯示，數位下載市場份額從 2013 年開始出現

全球性大幅下滑 19，由於數位的本質即為取得該著作之使用權限，即等同取得該著

作重製物所有權，惟消費者於取得該等著作之使用權限，在網路平台商的協助媒合

之下，其所投注之時間與金錢一定會比取得著作重製物所有權來得少且方便快速，

因此造成了以著作重製物所有權為交易標的之數位下載市場在 2014 年急速萎縮。

至 2016 年，全球數位音樂下載市場較上年萎縮了 20.5%，並於 2018 年上半年下降

了 27%，單首歌曲銷售收入之部分，每年減少了 28%，數位專輯亦減少了 26%，

僅佔整體音樂產業收入的 12%，總收入約為 562 百萬美元，為十年來最低點。 

圖 8：數位下載收入 20 

 

 

 

                                                      
19 BerkleeICE, supra note 11, at 7. 
20 Joshua P. Friedlander, Matthew Bass, RIAA, supra note 6, at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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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數位下載模式即係消費者透過向平台支付一定費用取得永久下載音樂作品的權

利，代表平台為 iTunes Music Store。蘋果在 2001 年推出 iTunes Music Store，雖在

初入市場之時便打破了音樂市場傳統的唱片模式，惟隨著串流音樂服務商—瑞典的

Spotify 興起，iTunes Music Store 在數位下載市場之表現堪慮，根據 Kobalt 出版商

的相關數據顯示，雖然營運串流音樂服務的成效隨各區域有所不同，惟目前

Spotify的總營收高於 iTunes。Spotify自 2008 年成立以來均保持高速增長，現已成

為全球最大的音樂串流服務供應商，2018 年 4 月 3 日以直接上市（Direct Listing）

模式登上了紐約股市（NYSE）21。當然這並不代表蘋果在現階段會完全停止音樂

下載和銷售的服務，然 MIDiA Research 的分析師 Mark Mulligan 表示，蘋果在未來

可能停止提供 iTunes Music Store 的音樂下載服務，並引導用戶轉向 Apple Music 的

訂閱模式 22。 

 

第四項 實體產品之銷售情形 23 

       實體唱片等相關產品之出貨量在 2018年上半年下降了 25%，來到了 462百萬美

元，下降幅度為近年來之最。蓋 CD的銷售收入即下降了 41％，抵銷來自黑膠唱片

13%的銷售收入成長比率，總體而言，實體產品之銷售收入在 2018 年上半年約佔

                                                      
21 代號為 SPOT，一開盤即來到 165.9 美元，最後以 149.01 美元作收，創下 265 億美元的市值為了

和 Spotify抗衡，蘋果 2014 年以 30 億收購 Beats 並將之改造成 Apple Music。憑藉全球數量龐大的 
iPhone 用戶，Apple Music 於 2017 年 9 月已有超過 3,000 萬的付費用戶，成為串流音樂服務市場的

第二名，惟仍與 Spotify相差甚大，Spotify截至 2017 年 12 月為止，每月用戶數為 15.9 億，付費用

戶數為 7100 萬，約為 Apple Music 的兩倍。陳曉莉，Spotify上市了，市值衝上 265 億美元，2018
年 4 月 4 日報導，https://www.ithome.com.tw/news/122261，最後拜訪日：2018 年 12 月 10 日。 
22 科技新報，iTunes 被繼續邊緣化，蘋果擁抱串流媒體的決心更明顯了 ，
http://technews.tw/2018/03/09/apple-confirms-it-will-stop-taking-itunes-lp-submissions-as-of-this-
month/，2018 年 3 月 9 日報導，最後拜訪日：2018 年 12 月 10 日。 
23 Joshua P. Friedlander, Matthew Bass, RIAA, supra note 6, at 3. 

https://www.ithome.com.tw/news/122261
http://technews.tw/2018/03/09/apple-confirms-it-will-stop-taking-itunes-lp-submissions-as-of-this-month/
http://technews.tw/2018/03/09/apple-confirms-it-will-stop-taking-itunes-lp-submissions-as-of-this-mont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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整體音樂產業的 10%。根據圖 9 所示，數位下載的下滑態勢與實體產品銷售之間的

差距有縮小的趨勢；據此，串流音樂服務的收入雖然持續上升，惟被日漸減少的數

位下載收入以及實體唱片銷售額所抵銷，整體發展趨勢顯現出數位音樂下載可能會

早於實體音樂走向滅亡，此亦與先前普華永道所做的預測結果相同 24。 

圖 9：美國數位下載音樂及實體唱片市場 25 

 

第二節 數位音樂產業面臨之問題—音樂創作者無法取得合理報酬 

        當音樂產業剛進入商業化時期，唱片公司規模小，電臺與唱片行是市場主力，

隨著飛利浦公司在 1970 年代成功開發的雷射唱片，掀起巨大的市場革命與技術革

新。由於 CD 唱片不需要有一整套精美的設備就能享受到絕佳的音質，這對於整個

消費市場來說是一個很大的誘因，在短時間內成為音響、唱片產業中主導性的新產

品，正式宣告類比時代的終止，數位時代的開啟，唱片公司亦因此市場茁壯，在載

                                                      
24 林厚勳，不敵  Spotify？蘋果傳出明年終止  iTune Store 音樂付費下載服務，專心經營 Apple 
Music，2017 年 12 月 12 日報導， https://buzzorange.com/techorange/2017/12/12/apple-might-close-
itunes-store-musicdl/，最後拜訪日：2018 年 12 月 10 日。 
25 普華永道（PwC）公佈之《2017-2021 全球娛樂暨媒體展望報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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體技術盛行的時期，唱片業者居於核心營運角色，以載體銷售為主要營收來源。隨

著 1999 年 Napster 的出現，每張 15 美元實體唱片的認知價值（Perceived-Value 

Pricing）所剩無幾，使得整體產業的收益出現了巨大漏洞。雖然 iTunes 推出以 99

美分價格出售單曲的替代方案，仍不及免費模式對於市場的吸引力，且大多數消費

者僅想購買想特定曲目亦是造成實體唱片消費下降的原因。 

        而網際網路的無遠弗屆以及數位高新科技的出現，正式宣告數字知識經濟時代

的來臨，並促使全新仲介層—Spotify、YouTube 等科技公司出現在音樂產業的供應

鏈上，掌握大多數的音樂版權與產業走向的控制權。音樂產業已從傳統的唱片產銷

活動（recording）轉變為數位音樂串流（streaming）以及現場演出與演藝經紀活動

（live performance & artist management）的音樂娛樂產業，根據 Nielsen262014 年的

研究顯示，當實體產品銷售量下滑之同時，串流平台上的音樂作品已從 2013 年的

1060 億首曲目激增至 1640 億首，ABI Research 則預測至 2018 年底為止將會有 191

百萬個串流音樂平台訂閱者，產生大約 460 億元的巨額收入。 

         Spotify、Pandora 以及 Deezer 等串流音樂服務平台多數採用免費模式以搶佔市

場，惟這些串流音樂服務提供商推廣之免費模式犧牲了藝人應得的利潤分配而備受

爭議，因此藝人 Taylor Swift 搶先發聲，其將在 Spotify上的所有音樂撤下，她決定

自行在各大通路銷售最新專輯，並獲得巨大的成功，然其過去的歌曲仍得經由

Beats Music、Rhapsody、TIDAL 以及 Rdio 等平台於粉絲付費後進行收聽，但諷刺

之處在於 Taylor Swift 所有的音樂作品均能在 Youtube 上免費收聽。不過 Taylor 

                                                      
26 Nielsen is a global measurement and data analytics company that provides the most complete and trusted 
view available of consumers and markets worldwide. https://www.nielsen.com/ssa/en/about-us.html, last 
visited Dec.8.2018. 

https://www.nielsen.com/ssa/en/about-us.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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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wift 對於權利金等相關權益的積極舉措讓 Apple 開始正視免費模式上的藝人權利

金支付短缺的問題，其他串流平台亦試圖將這些使用免費訂閱模式的消費者，移轉

到付費無廣告的訂閱模式以增加獲益，雖然訂閱戶有逐年增加之趨勢，惟有論者認

為大部分仍舊來自免費模式的用戶。 

        受到串流音樂平台之影響，唱片業者亦從全盛時期的數千家唱片公司，因數位

串流音樂服務公司的出現，整合成三家全球強權唱片集團，分別為索尼音樂娛樂

（Sony）、威望迪（Vivendi）旗下的環球音樂（Universal Music）以及華納音樂集

團（Warner Music Group）。當然這些強權不會坐以待斃，上揭三大唱片公司同時

也是知名串流音樂服務公司 Spotify 的三大股東，其合計持有 Spotify 大約 15%股權

27，且依照目前市場上的運作模式，唱片公司仍取得優勢地位，音樂創作人一件作

品的完成、發布，過去需要面對的僅有唱片公司，在現有體制下還需要經過串流平

台以及唱片公司之層層中間人才能到消費者的手上；接著，再經過同樣複雜的過程，

音樂創作的收益以及後續能夠取得的報酬才有可能回到音樂創作人的手中。為了讓

權利人能釐清市場上的交易訊息以取得合理的報酬，透過檢視目前的音樂創作人的

薪酬結構進而發現，目前音樂市場具有交易訊息雜亂、權利金分配比例不清楚等問

題，雖然 Spotify 宣稱其將廣告以及訂閱收入的七成均支付給權利持有人，與銷售

音樂著作下載服務—iTunes 分配給著作權人之比例相同，惟這邊的權利持有人通常

指的是唱片公司 28。簡言之，數位化並未解決中間人的問題，反而增加了更多中間

人橫槓於音樂創作人與消費者之間。 

                                                      
27 唐.泰普史考特，陳以禮譯，區塊鏈革命－比特幣技術如何影響貨幣、商業和世界運作，遠見天下

文化出版股份有限公司，頁 343，2017 年 5 月 31 日。 
28 同前註，頁 3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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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過去的五年，數位化改變了消費者收聽音樂的消費方式，消費者開始在消費

音樂的模式上享有眾多的選擇權，促使音樂著作發行周期縮短、線上服務之需求激

增，整體音樂產業的財務狀況更加複雜而難以管理，同時徹底翻轉並改變粉絲與音

樂創作者間之關係，使得音樂創作者不論係因其於串流音樂平台所餐與分配之利潤

比例過低，亦或是因其與唱片公司簽訂不合理的合約，均使音樂創作人無法獲取合

理報酬，而需以其對於音樂的熱情與其所得到的報酬來進行衡量的艱鉅挑戰。 

 

第一項 交易資訊不透明 

        蓋造成音樂創作人無法取得合理報酬主要的原因在於市場交易資訊的不透明，

由於其通常會與唱片公司或是串流音樂服務平台簽訂不合時宜且不公平的授權或移

轉合約，即所謂的 360 度全面性的合約（360-degree deals），該類合約內約定唱片

公司所得之利潤不僅包含唱片銷售之獲益、唱片公司未實際參與之各渠道所獲收益

以及分潤多元渠道的收益比例，並將音樂創作存續期間的著作權全數授與唱片公司，

等同將著作財產權讓與唱片公司；更有甚者，關於分配給藝人的權利金條款之部分，

唱片公司時常約定模糊不清的條款以致於使其無須負有支付權利金之義務，或沿用

實體商品的權利金費率等過時的授權條款，進行數位銷售通路收益之計算，且多簽

訂紙本合約，在短時間內，音樂創作人對於來自各方龐雜的資訊，無法在厚重的紙

堆中快速釐清自身收益狀況 29，因此適用過時的授權框架不僅無法充分評價音樂創

作者、表演者之貢獻價值，多比唱片公司提供行銷、發布音樂作品之服務費用更自

                                                      
29 以一個獨立樂團為例，其一年權利金收入之相關報告大約有 12 份 PDF 檔案，500 頁的資料。

Rethink Music Initiative, BerkleeICE supra note 7, at 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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該項報酬中扣除。 

        根據相關新聞的報導，這些音樂創作人常常發生所得之權利金甚少或是幾乎沒

有拿到合約所約定之相應報酬，惟報導中並未確切指出款項金流的去向，諸如應由

何人支付多少給誰、支付款項義務人為唱片公司、表演權利管理組織（ASCAP 或

是 BMI）亦或是出版商等中間人，且此等中間人利用資訊獲取不對稱，忝居於詞

曲著作人、藝人與平台之間使其無法獲得合理報酬的中間人從中獲利。環球音樂的

數位音樂部門首長 Larry Kenswil 表示：「他們（串流音樂服務平台業者）都會漏

未告知權利金應由何人分配以及分配費率等關鍵訊息」。 

        新科技應具備協助提升交易資訊之透明度，讓數據處於隨時可取用、微型支付

交易可被追蹤以及建立權責歸屬制度等功能，以達到交易相關支出、成本資訊透明

化、減少摩擦，以促進公平交易之目的。在數位市場中，音樂創作者的作品可以在

不同平台上線，因此需要電子即時權利金交易資訊，並應知悉其作品在何時何地被

他人使用或進行表演，除了有在其作品之利用與對外表演上表明著作人身分之權利

之外，亦有權知悉權利金支付的整個流程。因此對於其作品在數位通路上之利用情

形，至少應在 30 天內更新一次資訊，其餘則應該在 90 日之內更新一次。惟音樂創

作者在數字知識經濟時代下僅能得到一大疊厚重無意義的紙本合約，無法清楚知悉

其所取得權利金分潤之相關數據與資訊，儘管業界嘗試實施相關國際標準—ISRC30

                                                      
30國際標準錄音錄影資料代碼 (International Standard Recording Code，簡稱 ISRC)，係聯合國「國際

標準組織」(International Standardization Organization，簡稱 ISO)於 1986 年所制定的一套國際性編碼

系統 (ISO 3901)。國際唱片業聯盟 (International Federation of the Phonographic Industry，簡稱 IFPI)，
於 1988年將 ISRC編碼系統推薦給其會員國，並於 1989年被 ISO認定為 ISRC管理權責機構。ISRC
編碼之於錄音錄影資料，就如同 ISBN 之於圖書、ISSN 之於期刊，是國際間通用的資料識別碼，作

為辨識唱片 (phonograms) 等錄音資料及影碟片等音樂性資料 (music videograms) 的一種國際標準，

可協助上述有聲產品資訊的交換、傳播及管理。國家圖書館 國際標準書號中心(ISRC 管理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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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及 ISWC31來規制收益分配，該等代碼標準可用來驗證音樂創作者之姓名、樂曲

名稱、專輯名稱等資訊，惟這些標準仍無法與音樂著作的發布密切結合，一旦將著

作進行移轉，該等辨識編號無法隨之變更到後續繼受著作財產權之人，亦無法辨識

共同著作之各該著作人之貢獻比例，亦未記載著作首次發行之日期與地點。實際上，

目前市場上許多音樂著作權利人堅持適用自己定義的標準向數位串流音樂服務平台

回報交易數據，這代表目前音樂產業仍舊未有一套處理交易資訊數據的統一標準，

多數唱片公司與出版商多依據其各自的系統處理有關授權與分配，導致交易效率低，

且讓中介機構利用資訊不對稱取得市場上的競爭優勢，而將獲益分配給錯誤受益者

的情形層出不窮。 

       音樂產業內亦有認為串流音樂服務商等中間人能夠依照產業標準提供關於音樂

銷售的即時、準確之交易資訊因而成為音樂市場上的核心參與者，然這些中間人提

供的資訊確為真實的交易資訊嗎？現階段並無機制能夠驗證，並且本研究對於目前

的商業模式與利潤分配方式保持懷疑態度。如何讓音樂產業拋棄過往舊時繁文縟節

以及交易上之障礙以達成更高程度的透明度是本文關注的重點之一。 

 

第二項 權利金分潤比例不公平 

        在談權利金費率的問題前，須先了解透過串流音樂服務支付的權利金費率比一

首錄音著作來的低，雖然這兩者係截然不同的經濟模式，需調整相關數據才具有可

                                                      
http://isrc.ncl.edu.tw/history.aspx，最後拜訪日：2019 年 6 月 30 日。 
31 國際標準音樂著作代碼(International Standard Work Code for music works，簡稱 ISWC)，係一套用

於認定音樂著作為無形資產創作物之系統，其功能與 ISRC 的功能非常相似，該音樂著作之著作權

狀態亦或是其上之合約關係均不影響 ISWC 識別一件音樂著作上有幾個音樂創作者。

http://www.iswc.org/en/iswc.html，最後拜訪日：2019 年 6 月 30 日。 

http://isrc.ncl.edu.tw/history.asp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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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性。而在銷售模式的運作下，使用者需收聽 1000 次才能與之產生相同收益，相

對而言，串流音樂平台的商業模式則為以量計價模式（pay-as-you-listen model），

意即權利人之收益直接來自歌曲在一段時間內之收聽次數。在此模式運作下可以產

生比一次性付費的銷售模式獲取告更高的收益。惟表演可獲取之收益則遠低於銷售

該音樂著作可得之收益。目前串流音樂服務平台漸成為主要銷售通路，根據 Kobalt

等出版商的相關數據可知，Spotify的營收高於 iTunes32，據 2014 年 RIAA 的資料

顯示，網路廣播結合付費廣告的服務佔了整體錄音音樂產業總計 69.8 億美元中的

18.7 億美元，約為 26.7％，較前幾年成長了 25-34%。 

        為使分析更加準確，以下將檢驗唱片公司支付給藝人、音樂創作人之費率以及

使用音樂創作人音樂作品等相關服務而支付給唱片公司的相關費用。由唱片公司支

付給藝人、音樂創作者的費率根據不同地區、不同使用類型而有差異，通常對於單

一曲目下載與串流服務的使用率大約在 13-22％之間；購買整張專輯的比例約在 8-

22％。表 2 為串流音樂服務平台支付給唱片公司的各項服務費率 33：  

表 2：串流音樂服務平台支付給唱片公司的各項服務費率 34 

 

        經由藝人、音樂創作人針對其作品在不同國家最常採用的服務，來計算每項服

                                                      
32 BerkleeICE supra note 11, at 8. In Europe, Spotify royalties overtake iTunes earnings by 13% in 2014.  
33 BerkleeICE supra note 11, at 19.  
34 BerkleeICE supra note 11, at 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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務的費率平均值。而計算結果顯然與預期結果一致：訂閱服務支付費率遠高於廣告

支援模式，雖然該費率仍在 Spotify 網站公告的$0.006-0.0084 範圍內，惟 Spotify 

premium 訂閱服務支付費率僅有第二低支付費率之一半，形成此結果的主因在於

Spotify premium 每月訂閱費用為$9.99 美元，Deezer 以及 WiMP（現為 Jay Z’s 

TIDAL 之一部）每月訂閱費用為$15-20 美元 35。 

        根據 MBW（Music Business Worldwide）音樂媒體之相關報導，在 2017年第一

季，全球三大唱片公司－環球、華納、索尼的總銷售收入高達 10 億美元，以全球

音樂市場份額來看，環球占其中的 44%，索尼占 29%，華納則占 29%。而全球排

名前兩位的串流音樂平臺－Spotify和Apple Music，這兩家公司每秒大約可獲取150

美元上下的收益。按照此增長速度，2017 年全年度的音樂市場總收入約有 70 億美

元的收益，相當於 2016 年音樂市場總收入的 45%。由此可知，音樂市場每年增加

的收益相當可觀 36。 

        惟在 2017 年 2 月，Spotify 免費點播模式之單次點擊部分以 0.00014123 美元支

付予音樂人創作人，儘管與同年 1 月所支付之比率相比增長了 1.1%，惟與 2016 年

12 月份時期支付比率 0.00022288 美元相比，單次點擊所支付之金額明顯下降。由

此可知權利金計算方式並未跟上音樂市場的發展 37。 

                                                      
35 BerkleeICE supra note 11, at 20. 
36 RuidoMag，音樂人收益持續下滑，但唱片公司卻口袋滿滿，Spotify 成為罪魁禍首？，2017.5.27
報導，https://ppt.cc/fJVLGx，最後拜訪日：2018 年 12 月 11 日。 
37 同前註。 

https://ppt.cc/fJVLG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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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0：免費點播模式單次點擊收入走向 38 

 

而在付費訂閱模式之單次點擊部分，Spotify 支付了 0.00066481 美元，雖然在

2017 年 2 月時增長了 15%，但相比 2016 年同期之相關數據仍呈現下降之趨勢，由

此可知，音樂創作人能從串流音樂服務平台分到的收益比例持續減少。 

 

                   圖 11：付費訂閱模式單次點擊收入走向 39 

 

                                                      
38 同註 36。 
39 同註 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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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據此，由上述資料與相關數據可知，數位串流技術並未改善音樂創作人被仲介

層剝削的處境，反而使之更顯嚴峻。為了打造一個公平透明的音樂產業運作環境，

我們需要一個新形態的商業模式，讓每個對於音樂有貢獻之人均能從權利金收益中

取得相對應的報酬，並讓拆帳透明化，進而使真正的音樂創作人能夠重新取回對於

著作的利用權以進行多項彈性、微型的授權交易。 

 

第三項 欠缺全球去中心化著作權利數據庫 

        目前音樂產業市面上大約仍有 25 億的權利金收入 40從未支付給音樂創作者與

藝人，而成為永遠拿不到的權利金 (Black Box Royalties41,42)，細究這筆無人領取鉅

額權利金的原因，可能係因音樂產業內欠缺一套能夠準確辨認著作權人身分的系統，

且當唱片公司對於串流音樂服務提供商之公司持股不穩定時，相關收益將無法回流

至特定音樂創作者或藝人的身上，因此，全球市值約有 450 億美元產值的音樂產業，

僅有一小部分會分配給音樂創作者，市場上的音樂創作者時常需要在對於音樂的熱

情以及其所得到的報酬之間來回衡量與掙扎。故自 2016 年起，數位串流服務商已

向美國著作權當局提交 4600 萬份關於詞曲著作權人身分不明之意向書，蓋美國藝

                                                      
40 Paul Resnikoff, Welcome To the Royalty Black Box,’ The Music Industry’s $2.5 Billion Underground 
Economy, https://www.digitalmusicnews.com/2017/08/03/music-industry-royalty-black-box/, last visited 
Dec.8.2018. 
41 Liane Bonin Starr, What's The Deal With Black Box Royalties? , Songtrust （a Billboard Magazine Top 
10 Music Start-Up, provides a technology platform for royalty collection services to music business 
professionals.）https://blog.songtrust.com/whats-the-deal-with-black-box-royalties, last visited Dec.8.2018. 
42 Also known as Black Box Income, these are unclaimed royalties for which a publisher or writer is named 
but cannot be traced by a collection society. Writers who are owed royalties but cannot be found are often 
referred to as "lost" writers. Many US songwriters who sell their music internationally but are not signed to 
a publishing company with representation abroad, often become "lost" writers and lose their mechanical 
royalties. This income may come from the result of audits, adjustments or international sources., Songtrust, 
Music Publishing Glossary, https://www.songtrust.com/music-publishing-glossary/glossary-black-box-
royalties, last visited Dec.8.2018. 

https://www.digitalmusicnews.com/2017/08/03/music-industry-royalty-black-box/
https://blog.songtrust.com/whats-the-deal-with-black-box-royalties
https://www.songtrust.com/music-publishing-glossary/glossary-black-box-royalties
https://www.songtrust.com/music-publishing-glossary/glossary-black-box-royalti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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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特定音樂作品在海外的權利金收入，若該著作未透過 PRO 或是其他集管團體在

特定國家、區域表演、使用、銷售或授權之進行相關登記，將無法認列該筆收入為

該藝人或音樂創作人所有，除非能提供足夠的資訊與數據證明該著作與藝人或音樂

創作人間之關聯性 43。 

        不可諱言，金錢是重要的驅動因素與獎勵機制，然國際上的名譽聲望亦是音樂

創作者主要的著力之處，不過值得注意的是，只有少數藝人能夠享譽國際。Paul 

McGuinness44認為一個享譽國際的樂團若必須在音樂的熱情與金錢的追求上二擇一，

將無法處理好財務問題進而錯失發展機會。因此為了達到平衡必須檢視現下的薪酬

制度是否平衡了所有利害關係人之收益，精確來說，音樂創作者應自其作品、表演

中獲取多少報酬才算公平合理？且應由誰來分配、計算這些收益以及如何分配？而

日益增多的頻道與通路讓商業模式的運作越加複雜，雖使越來越多的參與者加入音

樂產業行列，有利於創意內容的授權與相關使用，惟產業內部又將必須對於獲益付

出什麼樣的代價? 再者，現今各行各業均在提倡的大數據似乎也能解決很多問題，

為何音樂創意產業卻不加以採用？ 

        蓋創意內容產業與娛樂產業相關性高，音樂創作者與藝人要以表演或是音樂作

品謀生實屬不易，唱片公司通常會授權一系列的音樂著作以作為持有串流音樂服務

提供商公司股份之對價，同時會向其預收一筆授權費用。當 Spotify 或是 Pandora的

授權服務中心與唱片公司間之合約屆期，通常會讓唱片公司保有權利金收入與初始

預付款間之差額，以利其與唱片公司續約之機會。然而，這筆權利金收入差額並未

                                                      
43 BerkleeICE supra note 11, at 4. 
44 BerkleeICE supra note 11, at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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指定給特定藝人或是創作團體，非通過串流服務通路進行銷售者無法計算獲利多寡，

諸如機械錄製權利金、PRO 權利金等收益均無法支付給真正的權利人，再加上目

前音樂產業商業模式之運作對於追蹤權利金之金流去向，與公平分配權利金收益等

事宜欠缺財務上的獎勵機制，最終導致鉅額權利金收入無法進行分配而入了唱片公

司口袋之結果 45。 

        由上可知，儘管科技進步，消費者接觸音樂相關服務產品的管道越發多元且方

便，音樂產業仍舊存在無法公平合理分配收益給真正音樂創作貢獻者之財務問題存

在，能夠追蹤到的金流亦不過是過時的消費關係，由於沒有統一的音樂著作權數據

庫，常有孤兒著作的現象產生或是將權利金付給錯誤的人，再加上這些支付給音樂

創作者與錄製者的表演、錄音著作或出版品之收益，均係根據過時的合約框架、技

術以及計算方式，已跟不上產業內的消費型態。然每一位音樂創作者均應自他人對

其作品之利用上獲取合理公平的報酬（fair-market value，公平市價），這是促使整

體音樂產業蓬勃發展的重要支點。 

        為了改善音樂產業的交易流程與運作，Rethink Music建議可運用區塊鏈以及加

密技術建置去中心化的權利數據庫，透過管理產業價值鏈，直接追蹤粉絲與音樂創

作者之線上交易資訊，以提供透明資訊與數據進以教育音樂市場，吸引產業核心參

與者的加入，實現公平音樂市場的最終目的 46。美國著作權當局亦在 2015 年發布

的 「著作權與音樂市場報告書」 （Copyright and the Music Marketplace）概述美國

著作權法為因應數位時代相關應用之修法建議，特別提及對於音樂著作與錄音著作

                                                      
45 BerkleeICE supra note 11, at 4. 
46 BerkleeICE supra note 11, at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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間不做區別處理，將可大幅度降低政府決定各類服務權利金授權費率之影響力，以

使音樂著作與錄音著作處於更加公平的競爭環境，並力求權利金之計算與分配上應

更加透明 47。Rethink Music進行研究後發現，音樂產業內的一些核心元素將永遠不

會改變，需要突破的障礙亦大致相同，該研究之目的亦是要促進資訊透明化，減少

交易成本，提高 250 億美元詞曲著作市場的運作效率，讓全球 450 億美元的音樂市

場能在新世代下蓬勃發展 48。 

 

第三節 小結 

        根據 RIAA的相關研究數據顯示，2018年上半年的整體市場趨勢繼續反映出音

樂行業的交易已從基於每單位之實體唱片銷售額快速轉向串流音樂服務。在 2018

年上半年，美國音樂產業總收入達到了 46億美元，與 2017年相比增長了 10％，其

中，串流音樂市場收入是音樂產業收入成長的主要來源，Spotify、Pandora 以及

Deezer等串流音樂服務平台採用免費模式搶佔近乎四分之三的市場比例，讓其他通

路無法與之抗衡。惟這些串流音樂服務提供商推廣之免費模式犧牲了藝人應得的利

潤分配而備受爭議，唱片業者亦受到串流音樂平台之影響，從全盛時期的數千家唱

片公司整合成三家全球強權唱片集團，對於音樂創作人來說，過去需要面對的僅有

唱片公司，在現有體制下還需要經過串流平台以及唱片公司之層層中間人才能到消

費者的手上；接著，再經過同樣複雜的過程，音樂創作的收益以及後續能夠取得的

                                                      
47 US Copyright Office, Copyright And The Music Marketplace, a report of the register of copyrights, 
february 2015. https://www.copyright.gov/policy/musiclicensingstudy/copyright-and-the-music-
marketplace.pdf, last visited Jan.21.2019. 
48 BerkleeICE supra note 11, at 5. 

https://www.copyright.gov/policy/musiclicensingstudy/copyright-and-the-music-marketplace.pdf
https://www.copyright.gov/policy/musiclicensingstudy/copyright-and-the-music-marketplace.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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報酬才有可能回到音樂創作人的手中。 

        數位化並未解決中間人的問題，反而增加了更多中間人橫槓於音樂創作人與消

費者間，透過檢視音樂創作人的薪酬結構發現，目前音樂市場交易訊息不透明且雜

亂、沿用實體商品的權利金費率過時的授權條款導致權利金分潤比例不公平，造成

音樂創作人無法取得合理報酬，雖然 Spotify 宣稱其將廣告以及訂閱收入的七成均

支付給權利持有人，與銷售音樂著作下載服務—iTunes 分配給著作權人之比例相同，

惟這邊的權利持有人通常指的是唱片公司；再者，音樂產業市面上大約仍有 25 億

的權利金收入從未支付給音樂創作者與藝人，而成為永遠拿不到的權利金，細究這

筆無人領取鉅額權利金的原因，可能係因音樂產業內欠缺一套能夠準確辨認著作權

人身分的系統，且當唱片公司對於串流音樂服務提供商之公司持股不穩定時，相關

收益將無法回流至特定音樂創作者或藝人的身上，因此，全球市值約有 450 億美元

產值的音樂產業，僅有一小部分會分配給音樂創作者。 

        據此，我們可以發現音樂創作人無法得到合理公平報酬的主要原因在於不透明

的交易資訊，此處的不透明包含音樂著作利用程度、方式、交易對象以及最重要的

權利金分配費率等計算資訊，雖然數位電子平台似乎能夠為創作者提供即時、易理

解的權利金等相關訊息，惟實情卻是數據常常太過分散、太複雜或缺乏相關細節，

而無法提供有用的情報，主要原因為出版商或唱片公司本身無法快速地獲得正確信

息，再加上音樂創作人常會以個人主觀喜好製作音樂，對於市場上的需求更無法精

確得知。然其他產業早已致力於現代化信息報告和分析系統之建置，反觀音樂產業

應如何拋棄過時的制度與阻礙以提升資訊的透明度是值得整個產業深思的核心議題。 

        故為了改善音樂產業的交易流程與運作，Rethink Music建議可運用區塊鏈以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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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密技術建置去中心化的權利數據庫，透過管理產業價值鏈，直接追蹤粉絲與音樂

創作者之線上交易資訊，以提供透明資訊與數據進以教育音樂市場，吸引產業核心

參與者的加入，實現公平音樂市場的最終目的。藝人與唱片公司間之關係經常代表

目前市場上對於音樂產業的投資情形：唱片公司對於音樂錄製、行銷以及巡迴演出

提供資金，這樣的關係與一般科技公司取得創業投資挹注之關係不同，創業投資者

取得新創企業發行之股票係作為對價以賺取股息；而唱片公司賺取的是預付款之差

額以及具有專屬發佈、授權音樂作品之權利。不過值得注意的是，在美國一些非交

互式服務機構，其權利金的交付乃係依照 Copyright Royalty Board 董事會訂立之權

利金標準並透過 SoundExchange 交易所進行支付，無須通過層層中介機構 49，這樣

的權利金支付模式似乎值得業界參考。 

 

 

 

 

 

 

 

 

 

 

                                                      
49 BerkleeICE supra note 11, at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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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音樂著作交易類型與相關問題 

        本章將概述著作權制度下之音樂著作交易類型與交易過程中所面臨到的問題。

蓋著作權制度之建立即係為使著作權人得自市場上獲取合理報酬，以鼓勵著作人從

事創作，因此實施於音樂市場之商業模式必須確保音樂創作人可自市場獲取合理足

夠之報酬，始能促使音樂創作人持續地進行創作。而音樂著作係指詞、曲或詞曲之

組合，由創作者創作完成後，再附著於紙本或其他載體形成著作重製物以對公眾散

布，著作重製物於商品化後所得之收益，由著作權人以及參與著作推廣、散布之人

共享。 

       惟目前並無機制能夠確保將合理報酬支付給真正音樂著作權利人，因此若無相

對應的商業模式將嚴重影響數位音樂產業的發展，故如何運用高新科技和層層中間

人合作，或是整合音樂產業中間人之服務內容與窗口，以在全球建置全方位之授權

交易模式與平衡銷售數位著作之價值鏈，將權利進行有效率之應用，促使市場進行

大量且正規之交易以使真正音樂著作權利人獲取合理報酬，係數位音樂產業目前關

注之核心問題。 

 

第一節 音樂產業供應鏈與價值鏈 50 

        整體音樂產業市場可大略區分為著作權人、著作商品化人、著作中介商、大型

著作利用人以及消費者所構成。以下將概述音樂產業的供應鏈及相關價值創造活動： 

 

                                                      
50  BILL ROSENBLATT, WATERMARKING TECHNOLOGY And Blockchains In the Music Industry, 
DIGIMARC Corp., p6-7, https://www.digimarc.com/docs/default-source/digimarc-resources/whitepaper-
blockchain-in-music-industry.pdf?sfvrsn=2, last visited Jan.26.2019. 

https://www.digimarc.com/docs/default-source/digimarc-resources/whitepaper-blockchain-in-music-industry.pdf?sfvrsn=2
https://www.digimarc.com/docs/default-source/digimarc-resources/whitepaper-blockchain-in-music-industry.pdf?sfvrsn=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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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2：來自數位音樂服務平台之音樂著作權利金 51 

        圖 12 說明詞曲作家、出版商所有之音樂著作在各種不同類型 DSP 平台

（Demand-Side Platform，即需求方平台）的流向，具有不同服務類型與不同授權

金額，在流動傳輸的過程中，DSP平台上供有錄音目錄，由於每個錄音著作中均包

含一個音樂著作，因此當 DSP 向用戶提供錄音作品時，無論是通過下載還是串流，

DSP 將向 MRO（Music rights organization，權利人團體）支付使用機械灌錄權之權

利金，並向 PRO（Performance rights organizations 公開表演權之表演著作權管理團

體）支付表演系爭著作之權利金，這兩筆權利金均會將部分比例給出版商，出版商

再將這兩筆權利金之部分比例分配給詞曲著作人。 

圖 13：來自數位音樂服務平台之錄音著作權利金 52 

                                                      
51 Id. at 6. 
52 BILL ROSENBLATT, supra note 91, at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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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圖 13 說明錄音著作從 iTunes、Amazon 等數位音樂下載服務商流向唱片公司與

藝人間的情形，在此商業模式下，由音樂服務商依據使用者的下載量支付權利金給

唱片公司，唱片公司再將錄音著作內含之音樂著作機械灌錄權之權利金支付給出版

商，最後將剩餘的部分支付給錄音著作之製作者。 

 

圖 14：來自交互式音樂串流平台之錄音著作權利金 53 

 

        圖 14 則說明錄音著作在採用訂閱收益模式的串流媒體服務商 TIDAL，或是

Apple Music, Spotify 等交互式音樂串流 DSPs 平台上的流動關係，此流動關係與數

位下載模式相類似，相異之處在於交互式音樂串流將線上、線下之表演著作收益納

入錄音著作權利金之計算基礎，故 DSPs 平台需支付表演著作權利金給相關的 PRO

等表演團體組織以及唱片公司。 

 

                                                      
53 BILL ROSENBLATT, supra note 91, at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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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5：來自非交互式服務平台之錄音著作權利金 54 

         圖 15 則說明非交互式服務平台（例如：廣播），其權利金的交付乃係依照

Copyright Royalty Board 董事會訂立之權利金標準，透過 SoundExchange 交易所支

付錄音著作內含的表演著作權利金給唱片公司、AFM（American Federation of 

Musicians，美國音樂家協會）、 SAG-AFTRA（ Screen Actors Guild‐American 

Federation of Television and Radio Artists，美國演員工會-美國電視和廣播藝人聯合

會）、藝人以及音樂創作者。 

 

第二節 音樂著作交易型態的轉變 

        本節介紹音樂著作在不同時期的交易型態，以及隨著科技進步對於音樂利用型

態的轉變，並說明市場上在各階段的核心參與者分別為唱片公司、著作權集體管理

機構以及網路平台。 

 

 

 

                                                      
54 BILL ROSENBLATT, supra note 91, at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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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項 早期交易型態單純 55 

        早期音樂市場的著作利用型態單純，在著作交易的型態上，通常會由著作權人

完成創作後自行將著作銷售至各個著作市場，或將著作授權、讓與給著作推廣或散

布者，即當時的出版社、唱片公司或電影公司等文化中間人，再由這些中介機構進

行後製與行銷，提供加值服務。由於著作權人能直接自著作重製物之銷售、授權或

讓與等方式獲取報酬，因此在此階段，著作權人對於自身著作具有完整的控制與利

用權。 

圖 16：早期著作利用型態 56 

第二項 多對多交易型態出現 57 

        隨著科技的發展進入工商社會後，著作表現的型態增加，新型態著作通路隨之

而生，因此一件音樂創作通常含有多個著作權與多種著作利用之型態，著作權之法

律與商業利益關係開始變得複雜，這對於著作利用人而言，其須分別對不同的著作

                                                      
55 益思科技法律事務所，數位科技對著作權授權契約及合理使用範圍之影響之研究，經濟部智慧財

產局委託，91 年 11 月 28 日，頁 145。 
56 同前註，頁 146。 
57 同註 55，頁 1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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權人尋求著作利用之授權，因此取得合法利用權的成本提高；對於著作權人而言，

由於自身著作之利用型態不論是在著作種類上，或是利用行為上，已完全無法依照

過去對單一著作利用的方式進行制式的授權，交易雙方均須依照個別利用型態設計

不同的授權條款，再加上商業性利用音樂著作的機會增加，使得商業性質的著作利

用人數量龐大，著作權人已無法透過著作重製物來控制與計算著作物之銷售量與獲

益，利用人之法遵成本亦高於其利用該等著作所能獲取之利益。故複雜的著作類型、

權利內容以及利用型態，讓著作權人漸無法自行處理著作之利用，因為只要其中一

個環節出現問題，著作即無法順利進行商業利用，最終導致著作權人無法獲取合理

報酬之結果。因此在市場運作失靈的情形下，著作權人之權益被侵害的可能性大幅

提高 58。 

        據此，為使著作利用人能合法使用著作，以及著作權人能獲取合理報酬，「音

樂著作權集管團體」即在此市場氛圍下應運而生。目前著作權集體在國內市場係一

獨佔業者，在大規模與分散的使用著作物之商業型態出現後，逐一洽談授權的經營

成本太高，因此透過授權仲介團體取得多數著作權人之授權後，再概之授權予大量

的商業性著作利用人，甚且代替著作權人向違法利用者追索著作權侵害的賠償，不

僅可降低合法利用著作之交易成本，亦可保障著作權人取得報酬之權利。 

                                                      
58 同註 55，頁 1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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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7：多對多的交易型態 59 

        另一方面，音樂創作人與藝人更加仰賴唱片公司提供之服務，由唱片公司進行

市場開發與行銷，且因大型唱片集團旗下均有唱片公司、唱片發行商和唱片出版商。

以華納音樂集團為例，其將業務分為兩大部分。其一為 recorded music segment，主

要負責市場開發、培訓藝人，並進行唱片之銷售，兼具唱片公司和發行商的功能，

而集團下屬的 WSM 的子公司，專門負責篩選歌曲和簽署與第三方有關音樂版權的

協議。另一部分則為 Warner/Chappell Music Inc.所負責的 music publishing segment，

由於該公司擁有數萬個音樂著作權，因此其主要功能即係規劃著作權之利用與設計

授權框架，為公司獲取最大化的收益 60。由於難以預測市場的喜好，唱片公司無所

不用其極的將各個唱片品牌收歸旗下，以分散發行不成功的風險，分攤虧損，故目

前市場上主要的唱片制作和發行均由大型音樂集團公司負責，形成寡頭壟斷的經濟

模式。 

                                                      
59 同註 55，頁 146。 
60 劉佳，傳統唱片與在線音樂：唱片行業的現狀與發展分析，艾瑞網，2007 年 05 月 22 日報導，

http://media.people.com.cn/BIG5/40628/5763191.html，最後拜訪日：2019 年 1 月 2 日。 

http://media.people.com.cn/BIG5/40628/5763191.html%EF%BC%8C%E6%9C%80%E5%BE%8C%E6%8B%9C%E8%A8%AA%E6%97%A5%EF%BC%9A20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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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項 網際網路時代 

        隨著科技進步，網際網路帶來的「MP3 規格」使音樂壓縮技術強化，讓電子

數據傳輸時間縮短，整個音樂產業開始出現前所未有的鉅變，著作利用人在數位時

代下透過網際網路的傳輸即可快速取得音樂內容 61。以下將說明進入網際網路時代

音樂市場的改變。 

 

第一目 網路平台之崛起 62 

        進入數位化時代後，網路平台成為新的著作流通管道。網際網路皆是透過各種

平台提供者接取(Internet platform provider)，其中包含狹義的網路服務提供者（ISP，

諸如瀏覽器或搜狗、百度、Google 等搜尋引擎）、通訊服務提供者（如中國電信、

中國移動、AT&T、Deutsche Telecom、Vodafone 等固網或行動通訊服務提供者）、

服務整合提供者（如微信、Apple 的 iPhone 的大量應用程式）、多媒體提供者（如

愛奇藝、Spotify、iTunes、Netflix、SIPX、TuneCore 等，提供包含文字、影片、音

樂或影音內容）、社群媒體（如微信、臉書、YouTube、Twitter 等。網路平台提供

者（又可認為是廣義的網路服務提供者）可以是著作權人、著作權集體管理團體、

以及大量的商業性被授權人等，因此與著作權人（包括其所屬集體管理團體）與著

作物現有的利用者之間的關係非常微妙，可以說有著既相互依存合作，但同時又以

著競爭緊張的關係 63。 

                                                      
61 劉穎貞，線上音樂發展與未來－從美國 i-Tunes 到台灣 KKBOX，中正電訊傳播所，

http://mail.nhu.edu.tw/~society/e-j/52/52-10.htm，最後拜訪日：2018 年 12 月 24 日。 
62 同註 55，頁 149。 
63 劉孔中，如何利用網路平台提供者解決著作權全球授權的問題，月旦法學雜誌第 269 期，2017 年

10 月 12 日，頁 93-94。 

http://mail.nhu.edu.tw/%7Esociety/e-j/52/52-10.htm%EF%BC%8C%E6%9C%80%E5%BE%8C%E6%8B%9C%E8%A8%AA%E6%97%A5%EF%BC%9A20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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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數位化著作流通系統之建置來自於高效率、高透明度以及零阻力（friction-

free64）的非摩擦經濟環境。於此，網路平台提供者跨界傳輸的功能將強化授權效

率，同時減少交易成本，不僅從根本上改變消費者的行為，更因著作權應對數位需

求所產生本質上的變動，讓著作權人重新取得對於著作權之控制權而可直接進行授

權，著作交易市場中心從唱片公司、集管團體手中重新回到著作權人身上；因此有

論者認為網際網路具有去中間化之性質，意即有越來越非商業性質的著作利用人已

可自行透過網際網路的傳輸取得重製物，不再需要透過傳統著作交易市場，漸漸弱

化過去所建立之著作權市場價值鏈。 

        惟事實上數位環境下對於資訊的搜索成本，以及分銷創意內容成本等摩擦並未

消失，僅係隨著不同銷售模式變換存在的形式，為了讓分銷、傳輸之成本下降，使

音樂的傳播不受限於載體，網路平台媒介數據與資訊的角色越趨重要，並藉由蒐集

交易雙方之資訊掌握數據，取得排他性的技術控制權，進而居於市場壟斷之地位，

因此本研究以為壟斷市場的中介機構或以下章節所稱的中間人，僅係自傳統交易市

場的唱片公司、集管團體移轉至網路平台商。 

由於目前並無機制能夠確保使用者能夠過網路平台將合理報酬支付給權利人，

且亦無機制確保實際創作人能夠參與分配，再加上相較集管團體而言，網路平台商

擁有更大的市場力量，根據網路平台商 Spotify 與唱片公司的股權結構，這些關鍵

                                                      
64 非摩擦經濟(Friction-Free Economy)來自於美國學者勒維斯在 1997年出版的《非摩擦經濟——網路

時代的經濟模式》一書中，隨著網路技術的發展某些產品的生產和交易成本(如複製一個軟體)逼近

於零，同時網路使信息不對稱的工業社會條件下產生的搜索、分銷成本基本消失，市場份額越大，

獲利就越多，邊際收益呈遞增的趨勢。MBA 智庫百科，非摩擦經濟，https://ftt.tw/577t0，最後拜訪

日：2019 年 1 月 9 日。 

https://ftt.tw/577t0%EF%BC%8C%E6%9C%80%E5%BE%8C%E6%8B%9C%E8%A8%AA%E6%97%A5%EF%BC%9A2019
https://ftt.tw/577t0%EF%BC%8C%E6%9C%80%E5%BE%8C%E6%8B%9C%E8%A8%AA%E6%97%A5%EF%BC%9A20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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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與者如何分配收益，均會對音樂創作人以及藝人的權利金收益產生負面影響 65。

因此，若無相對應的管制措施將嚴重影響數位音樂產業的發展，故如何運用高新科

技和層層中間人合作，或是整合這些中間人的服務內容與窗口以建立全球的授權交

易模式，將權利進行有效率之應用，促使市場進行大量且正規之交易方式以獲取合

理報酬、平衡著作銷售之價值鏈，係此階段產業運作所關注之核心問題。本研究建

議在制度設計上應以「利用權」為著作授權制度設計之方向，並設計著作授權利用

機制，使著作權人於著作被實際利用之同時，能獲取適當、合理且公平之報酬，以

達到「使用者付費」、「落實著作權保護」之理念 66，而這項機制或許可參考區塊

鏈技術，後續章節將作進一步的說明。 

圖 18：網路平台商的崛起 67 

 

                                                      
65 同註 55，頁 102。 
66 同註 55，頁 170。 
67 同註 55，頁 1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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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目 集管團體運作機制之變革 

        依前揭所述，著作權人雖透過出版商或音樂、娛樂公司和集管團體即可取得著

作之間接控制權，然隨著數位時代的來臨，數位著作所附著的載體、媒介，其成本

遠低於該音樂著作之價值，因此終端使用者可透過電子郵件、檔案傳輸、P2P 技術

對於著作進行無償使用，故著作權人漸漸無法僅透過中介團體，意即出版商、音樂、

娛樂公司、廣播、電視公司以及集管團體等中間媒介團體，掌握所有的利用行為，

且在網路上流通或被利用之著作亦無法對於該些利用行為獲取任何報酬。 

        據此，高新技術措施導致的商業模式，使權利人再度取得其喪失已久對其著作

使用的控制權，著作權產業相當大部分已經不再依靠著作權集體管理制度 68，個別

授權的付費機制日益受到重視，然而這卻使網路連線提供者、串流服務平台業者等

這些新型態的文化中間人，因著作之重製、散布而直接或間接受有利益 69，後續章

節將說明何謂文化中間人，以及中間人之型態。以下為我國集管團體運作上之問題： 

1. 現行集管團體授權彈性低，無法因應數位時代對於著作大量、多樣化之利

用。 

2. 以公益性社團法人之形式無法提供適當商業誘因。 

3. 由於集管團體與網路平台業者對於數位音樂創作在價值與價格上之認定不

一，且其亦僅能依其著作數據庫之內容提供有限之著作類型，導致商業價

值較低之數位著作無法受到重視，形成獨立音樂人更加仰賴大型中間人提

供上架與行銷服務之現象。 

                                                      
68 本研究認為不論是劉孔中教授提及之網際網路服務商、行動服務商或本研究提出之區塊鏈技術所

運營之商業模式，均可得出相同之結論。 
69 同註 55，頁 16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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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集管團體整體之運作欠缺透明性，管理架構過於老舊，跟不上高新技術之

發展，而導致集管團體已無法對於特定人之著作進行最佳化的運用，致使

著作權人往往無法取得著作之最佳報酬，美國國會著作權局在 2015 年「著

作權與音樂市場」（Copyright and the Music Market Place）研究報告指出作

曲人及灌製藝人最擔心的問題就是集管團體報帳及付款的透明度 70。 

        綜上，集管團體具有上述的隱憂，因此集管團體的地位岌岌可危。傳統的著作

權集管團體制式的授權模式，雖然相較於一對一的著作權授權談判，顯然降低相當

大的授權成本，但面對數位環境下，著作權多變的利用型態及利用人遍及全國各地，

運作效率明顯下降。故對於音樂創作人而言，徒然具有法律上優勢地位，不僅不具

有實質商業談判地位，更無法帶來實質上的報酬 71。 

然而，值得注意的是，著作利用型態的複雜化及大量化，仍然是獨立著作權人

無法忽視的現象。蓋獨立著作權人若非透過大型商業機構之支援，很難自行取得授

權，即使著作權人有意願自行管理著作，大型著作利用人亦會因與個別著作權人洽

商之交易成本遠大於所可能取得之利益，而不願意與個別著作權人洽談授權事宜，

反而使著作被利用的機會大幅降低，不利著作權人利益之取得。再加上網路乘載的

資料過於龐大，消費者難以抉擇，因此須由文化中間人協助搜尋、整理並挑選，一

方面為音樂創作人提供精準行銷的服務，一方面為消費者提供客製化的服務；且由

於網際網路具有不正確的特質，因此更需要第三方提供精準的資訊，為資訊之正確

性與真實性提供擔保，以促進音樂創作人以及著作使用者間交易之進行。據此，現

                                                      
70 同註 63，頁 95。 
71 同註 55，頁 17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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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集管團體應如何提供透明且高效率之授權服務，並參考北歐各國採行的延伸集體

管理機制（extended collective management）72以更新管理架構係該等團體組織踏出

下一步的首要之務。 

 

第三節 音樂產業與集管團體相關法令 

        根據前述，集管團體在音樂產業具有不容忽視之地位，然其授權不透明、框架

老舊、運作僵硬的問題，造成音樂產業整體效率降低，音樂創作人無法取得合理公

平的報酬。針對這個全球性的問題，美國國會就此提出音樂現代化法案（Music 

Modernization Act，MMA），企圖解決著作權授權問題並維護音樂創作人之權益。

由於美國並未如同我國立有規範集管團體之專法，因此美國司法部門透過「同意判

決（Consent Decree）」對集管團體予以約束，當利用人與集管團體發生費率爭議

時，可透過費率法庭（rate court）制度決定費率 73。反觀我國雖訂有著作權集體管

理團體條例，並有「共同使用報酬率」及「聯合收費窗口」之規定，然實行成效不

彰，以下將進一步說明台灣與美國 MMA 法案前後關於集管團體制度之改變。 

 

第一項 我國集管團體之運作 

        按我國著作權法所稱之「音樂著作」，通常可分為詞、曲二部分，並分別受著

作權法保護。「錄音著作」則指任何藉機械或設備表現聲音而能附著於任何載體或

媒介物上之著作，而一件作品之授與，通常包含音樂著作與錄音著作兩部份，且該

                                                      
72 同註 63，頁 92。 
73 洪若婷，「美國音樂集管團體新媒體授權的挑戰與困境」，智慧財產權月刊，第 221 期， 2017
年 5 月，頁 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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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著作上的權利分別歸屬於不同的集管團體進行管理，我國目前針對音樂著作與錄

音著作分別設有 2 家經許可設立的音樂著作集管團體，分別為 MUST、ACMA，以

及 2 家錄音著作集管團體 ARCO 及 RPAT74，而 MCAT、TMCS 已分別在民國 105

年 2 月 24 日以及 106 年 10 月 27 日被廢止許可並命令解散。 

        音樂著作部分，其中公開傳輸、公開演出、公開播送之權利由 MUST、ACMA

進行管理、授權，涉及到重製的用途者，則由台北市音樂著作權人代理協會

（MPA，類似美國 Harry Fox Agency的單位）為授權。因此，音樂著作在授權方面

充分運用集管團體以及強制授權制度而具有窗口單一、費率單一的優勢，惟強制授

權費率計算方式僵硬，根據我國音樂著作強制授權申請許可及使用報酬辦法第 12 

條規定使用報酬之計算方法為 75： 

 

       預定發行之錄音著作批發價格×5.4%×預定發行之錄音著作數量 

使 用 報 酬 率 =   ─────────────────────────────────────  

                          預定發行之錄音著作所利用之音樂著作數量  

 

        依照上述公式計算將無法充分評價音樂創作人各自的貢獻程度，亦無法反映市

場上實際的銷售狀況，此種齊頭式的分配方式無法達到支付合理公平報酬的目的，

且將與市場價格波動脫節。 

                                                      
74 經濟部智財局，現有之著作權集體管理。

https://www.tipo.gov.tw/ct.asp?xItem=202448&ctNode=7001&mp=1，最後拜訪日：2018 年 12 月 26
日。 
75 同前註。 

https://www.tipo.gov.tw/ct.asp?xItem=202448&ctNode=7001&mp=1
https://www.tipo.gov.tw/ct.asp?xItem=202448&ctNode=7001&mp=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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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而錄音著作的部分，其各個權利分散在不同團體與著作權人之手中，公開演出

與公開播送由 ARCO、RPAT 兩家集管團體管理，重製權則由唱片公司或其所組成

的「財團法人台灣唱片出版事業基金會（RIT）」進行管理，公開傳輸權則由各家

唱片公司管理。 

        由此可知，要取得一首音樂的授權，必須經過多個窗口、多重談判，授權過程

複雜且曠日費時，以致於利用人取得音樂著作後，錄音著作卻沒有取得分屬在唱片

公司或是其他集管團體之授權，導致著作利用人必須同時向唱片公司以及集管團體

取得授權；再加上重製權之部分，並非每個著作權人均有加入 RIT。因此在取得授

權時，常常會有掛一漏萬的情形發生。 

 

圖 19：我國音樂著作與錄音著作管理概況 76 

 

第二項 美國 2018 年音樂現代化法（the Music Modernization Act） 

                                                      
76 吳沛恆，美國音樂現代化法案（MMA）專題（二）：你該知道的修法內容兩三事，

https://zh.taiwanbeats.tw/archives/18987，最後拜訪日：2018 年 12 月 26 日。 

https://zh.taiwanbeats.tw/archives/18987%EF%BC%8C%E6%9C%80%E5%BE%8C%E6%8B%9C%E8%A8%AA%E6%97%A5%EF%BC%9A2018
https://zh.taiwanbeats.tw/archives/18987%EF%BC%8C%E6%9C%80%E5%BE%8C%E6%8B%9C%E8%A8%AA%E6%97%A5%EF%BC%9A20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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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美國音樂現代化法（the Music Modernization Act，下稱 MMA）已於 2018 年

10 月 11 日由美國眾議院投票，並經總統簽署通過正式生效，MMA 法為美國年久

失修的著作權法注入了活水，而音樂創作人的權益正是 MMA 法的核心宗旨。美國

共和黨議員Sen. Orrin Hatch (R-UT)表示，美國關於音樂授權的相關法令不僅過時，

還很繁複冗長，無法因應美國劇烈變動的消費模式以及聆聽音樂的習慣，並且無法

讓音樂創作者獲取公平合理的報酬。 

 

第一目 2018 年 MMA 法前之著作集管團體與同意判決 

        由於個別音樂著作之著作權人無法與所有使用人以及潛在使用人逐一洽談授權，

音樂產業開始出現集體管理團體公司或音樂著作出版社等相關組織，例如 Lady 

Gaga 的 Paparazzi 係由兩個音樂著作權人所創作完成，分別為：Stefani Germanotta, 

a/k/a Lady Gaga 和 Robert Fusari；以及兩家出版商：House of Gaga Publishing、

Sony/ATV，以及環球唱片旗下的 Interscope Records 進行唱片的行銷與發行，通常

由這些組織代為管理權利，可替音樂創作人或藝人取得有效率的談判締約權。 

        而不同的集體管理團體公司管理不同類型的權利。美國音樂著作集管團體存在

與發展已有悠久歷史，例如 1914 年即成立的「美國作曲家、作家和出版商協會

（American Society of Composers, Authors and Publishers，ASCAP）」和在 1939 年

成立的「廣播音樂公司（Broadcast Music, Inc.，BMI）」，即為美國兩大處理公開

表演權等權利運用相關的集管團體，目前美國實務運作上，機械重製權(下稱鄰接

權)由 1927 年所成立之 The Harry Fox Agency 向唱片公司或影音產品製作人等音樂

著作利用人收取權利金，而影音同步重製權則需由利用人直接與唱片公司取得授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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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開演出權之授權則必須經音樂著作集體管理組織（ Performance Rights 

Organizations, PRO ）、 ASCAP （ American Society of Composers, Authors and 

Publishers，成立於 1931 年）及 BMI（Broadcast Music, Inc., 成立於 1939 年）來管

理表演公開演出之相關權利，其所得之權利金將會依照約定比例分潤；而錄音著作

的部分則由錄音製作人或是唱片公司擁有著作權 77。 

圖 20：美國音樂著作與錄音著作管理概況 78 

 

        而美國司法部門關於「同意判決（Consent Decree）」中對兩大著作權集管團

體的規範內容包含：集管團體負有提出合理的授權金費率之授權義務、對利用人不

得為差別待遇，以及集管團體可否管理公開表演權以外之權利、音樂出版公司及創

作人等權利人可否就部分權利不交由集管團體管理等之規範，目前實務上認定權利

人僅得全權委託，不得將詞曲分離而單獨不予以授權；在上述規範當中又以（1）

                                                      
77 同註 73，頁 33。 
78 同註 7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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費率法庭（rate court）作為授權金費率爭議的決定機制、（2）權利人須授予著作

權集管團體公開表演權的所有權利等規範，對串流音樂授權實務產生重大影響 79。

換言之，在串流音樂授權實務上，串流媒體業者等利用人欲使用由集管團體管理之

音樂著作，集管團體有義務進行授權，惟雙方若對於費率之公平性有疑義時，則可

向紐約南區聯邦地方法院的費率法庭請求解決爭議 80。 

        蓋「同意判決」之宗旨在於協助音樂創作者和串流服務業者雙方掌握權利之衡

平，惟在費率爭議決定上需經美國聯邦地方法院和巡迴上訴法院判決才能確定授權

費率，冗長費時 81；且因缺乏明確的判決指引，導致最終的費率判決結果經常偏離

實際市場價格 82。再加上美國網路著作權侵害責任限制法第 512 條關於免責主體及

要件規定（又稱避風港原則）在實踐上遭到濫用 83，使眾多串流平台在無需承擔侵

權監督責任之情況下，即能獲得豐富的用戶內容，產生無數侵權內容，對音樂著作

的授權費率產生負面影響；再加上同意判決本質上屬於著作權集管團體與美國司法

部間達成的協議，效力與司法判決相同，但效力範圍僅止於集管團體與數位串流服

務商等利用人之間，其效力不及於音樂著作集管團體和音樂創作人之間，或音樂出

版公司與音樂創作人之間，在串流音樂時代下的創作人只能經過唱片公司、經紀人

和出版商等層層中介後拿到不斷縮水的收入，酬勞無法得到公平保障 84。 

                                                      
79 同註 73，頁 34-35。 
80 同註 73，頁 36。 
81 音樂先聲，為什麼美國《音樂現代化法案》被視作這個時代最重要的立法？，2018 年 9 月 23
日，https://posts.careerengine.us/p/5ba780a6427fdd6dcdc476fe，最後拜訪日：2018 年 12 月 26 日。 
82 ASCAP, Public Comments Of The American Society Of Composers, Authors And Publishers Regarding 
Review Of The ASCAP And BMI Consent Decrees (2014). 
83 李治安，「網路服務提供者民事免責事由之要件分析」，國際比較下我國著作權法之總檢討，台

北中央研究院法律學研究所專書(19)，2014 年 12 月，頁 454。 
84 李秉燊（美國杜克大學法學院訪問學者），從 2018 年美國音樂現代化法案簡介串流音樂授權演

進 ， 北 美 智 權 報 第 222 期 ， 2018 年 10 月 17 日 ，

https://posts.careerengine.us/p/5ba780a6427fdd6dcdc476f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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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目 2018 年 MMA 法之授權模式 

         2018 年 MMA 法主要針對串流音樂的授權與權利金相關規範進行更新，集中

音樂產業各方授權與監管，將音樂產業授權機制下的收益核心轉回到音樂創作人本

身。簡化授權流程，使音樂創作人能快速地自串流音樂中獲得報酬。MMA 法將

《音樂製作人分配法案 85》、《公平競爭及薪酬法案 86》、和《CLASSICS 法案 87》

等幾部法案之合併，以統一混亂的法律規範。 

        MMA 法授權著作權局局長（the Register of Copyrights）指定一個非營利「鄰

接權集體授權組織（Mechanical Licensing Collective, MLC）」，以建構及維護完整

且可公開查閱的音樂著作權人歸屬權益資料庫，並協助確認錄音著作中所使用音樂

著作之相關資訊，以利分配權利金等收益，而這項業務原先係由 Harry Fox 執行，

因此新法恐使 Harry Fox 的功能被取代。該資料庫將由 Pandora 或是 Google 等公司

協助營運，取代過去必須操作大量書面文件始可授權的繁複手續，促進線上音樂之

授權交易 88。 

        這項法案係為因應數位音樂串流之實際需求，將現行著作權法的授權機制，調

整為「概括授權」模式 89，數位音樂串流服務平台（互動式線上串流業者

                                                      
http://www.naipo.com/Portals/1/web_tw/Knowledge_Center/Industry_Economy/IPNC_181017_0702.htm?
fb_comment_id=2108633755847702_2119178541459890，最後拜訪日：2018 年 12 月 26 日。 
85 the AMP Act (Allocation for Music Producers Act, H.R.881/S.2625).  
86 the Fair Play Fair Pay Act (H.R.1836). 
87 CLASSICS, Compensating Legacy Artists for their Songs, Service, and Important Contributions to 
Society (H.R.3301/S.2393). 
88 章忠信，美國 2018 年 MMA 法案對音樂著作利用之影響，著作權筆記，2018 年 9 月 23 日，

http://www.copyrightnote.org/ArticleContent.aspx?ID=54&aid=2884，最後拜訪日：2018 年 12 月 26
日。 
89 同前註。 

http://www.naipo.com/Portals/1/web_tw/Knowledge_Center/Industry_Economy/IPNC_181017_0702.htm?fb_comment_id=2108633755847702_2119178541459890
http://www.naipo.com/Portals/1/web_tw/Knowledge_Center/Industry_Economy/IPNC_181017_0702.htm?fb_comment_id=2108633755847702_2119178541459890
http://www.copyrightnote.org/ArticleContent.aspx?ID=54&aid=288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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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teractive”streaming services，例如 Spotify）僅須向 MLC 註冊登記成為會員並繳

納會費，即可避免為取得音樂創作人授權使用音樂而被訴的風險，以此解省訴訟上

的花費與成本，權利金亦可分配給真正著作權人。 

        惟對於無法確認誰是音樂著作權利人而無法分配之權利金，MLC 將會保留 

三年，逾期則歸屬 MLC，並將之使用於有利於全體音樂著作權人的相關事務。關

於概括授權之使用報酬率比照同意判決機制，由 ASCAP 及 BMI確保詞曲創作人能

獲得公平合理的費率 90，惟允許法院參考錄音著作權的授權權利金來確定公開演出

的著作權的授權權利金，讓法院得以更加準確的衡量產業市場價格 91。 

        而《音樂製作人分配法案》，則首次將權利金合理的分配給參與音樂製作的錄

音製作人與混音工程師，不同於以往僅將權利金分配給詞曲著作人；《Classics Act》

則係針對 1923 年 1 月 1 日至 1972 年 2 月 14日之間所完成而不在著作權法保護範圍

內之錄音著作，增訂就其未經授權而進行數位錄音傳輸(digital audio transmissions)

之行為，適用第 502條至第 505條損害賠償規定，並使該等錄音著作得比照 1972年

2月 14日之後所完成之受著作權法保護之錄音著作，適用法定授權制度。惟上揭規

定僅適用於錄製於錄音著作中之音樂著作，至於錄音著作線上(Online)之使用行為、

線下(Offline)的公開演出以及非互動式的線上傳輸，仍由唱片公司與串流業者自行

協商以及既有之音樂著作集體管理組織負責 92。 

        據此，MMA 法下概括授權將使 MLC 省下大筆人事成本，MLC 的營運費用將

                                                      
90 MUSIC MODERNIZATION ACT Signed into Law 10/11/18, Recording Academy, 
https://www.grammy.com/advocacy/learn/music-modernization-act , last visited Jan.21.2019. 
91 Nate Rau, Senate approves Music Modernization Act, first major reform to copyright law in a generation, 
Tennessean, Sept. 18, 2018, https://www.tennessean.com/story/money/2018/09/18/music-modernization-
act-2018-clears-senate/1349368002/, last visited Jan.21.2019. 
92 同註 88。 

https://www.grammy.com/advocacy/learn/music-modernization-act
https://www.tennessean.com/story/money/2018/09/18/music-modernization-act-2018-clears-senate/1349368002/
https://www.tennessean.com/story/money/2018/09/18/music-modernization-act-2018-clears-senate/13493680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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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 Spotify、Apple 等串流平台分攤，串流平台亦因概括授權而無須擔心漏未授權而

違法使用的訴訟風險，僅需繳納月費即可讓收聽的用戶能有更多選擇及更好的服務，

進而創造串流平台間之良性競爭，音樂與詞曲著作權人不用再被收取多餘的佣金或

費用，且建構了一套能夠反應市場價額的標準，以防弊法院做出低於市場行情的費

率判決。另外在 1972 年前創作的錄音著作均將會受到保護，肯認製作人與錄音師

的這些工程師工作內容的著作權，並給予相當版稅之報酬，建構音樂創意更合理之

產業生態，台灣音樂著作授權費率之部分或可考慮參照 MMA 法「willing buyer, 

willing seller」的市場價格，依照自由市場的運作情形由主管政府機關公告費率 93。 

 

第四節 音樂產業現行的桎梏 

       「現行的音樂授權方式，絕對比你想像更加複雜許多」，KKFARM 合夥人吳

柏蒼表示：「理想上，音樂人授權給利用人，利用人使用之後，就把利用報酬給音

樂人。惟實際上卻非如此簡單，以 KKBOX 為例，數位音樂平台將音樂上架前，必

須先經過多方授權，而且可能來自不同的授權單位，例如要取得合法的音樂重製權，

必須取得音樂發行商及管理音樂著作權公司之授權，如果同時要取得公開播送權，

還要經過音樂著作權集管團體之授權，才能行使公開播放的權利」，整個著作授權

之過程相當的繁瑣又耗時。而在音樂創作人收取報酬之部分，一項巡迴演出的收入

會由唱片公司、錄音發行公司、音樂與錄音著作集管團體以及表演相關單位等文化

中間人抽取部分收入和主管機關智慧財產局的監管後，經過大約 6 到 18 個月，剩

                                                      
93 同註 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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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的餘款才會分到音樂創作人的手裡，美國獨立音樂協會會長李奇班格洛夫亦進一

步表示：「非直接與音樂使用相關的收入通常不會和音樂創作人分享 94。」 

        因此，音樂創作人在中間人層層剝削之下，其所能分到的利潤又更少了。惟中

間人提供的服務在現階段的市場運作下無法被替代，可謂中間人與新科技間長期處

於既為競爭對手亦為合作夥伴的微妙關係，以下將論述何謂中間人，及其居於市場

壟斷地位而使音樂創作人無法取得合理報酬之問題。 

 

第一項 誰是中間人 

        根據《中間人經濟》一書中，作者將中間人分為 6 種類型，分別為搭橋者、認

證者、強制者、風險承擔者、禮賓者以及隔離者。蓋中間人提供的服務在於減少交

易雙方的摩擦、降低交易成本，滿足交易雙方對於信任的需求，擴大市場面積，產

生正向外部性，讓交易雙方獲取更多利益 95。而心理學家 Susan Fiske 曾用 2 乘 2 的

矩陣模型說明個人、組織與品牌的反應關係，Marina Krakovsky 則進一步用此模型

論述中間人的種類，縱軸為熱度，橫軸為能力將中間人區分為四大種類，首先最低

熱度低能力者即為寄生蟲類型，此類型的中間人不僅無法提供相較於既有服務更細

膩準確的服務，卻對於使用者收取費用，等同一次服務收取了兩次費用，不僅無法

創造價值，更進一步剝奪既有的市場利益；其次為寵物、捕食者，而最高熱度高能

力者即為合作者，合作者這類型的中間人能夠創造最多獲益，且對於共同利益感興

                                                      
94 同註 27，頁 345。 
95 Marina Krakovsky著，唐榕彬 許可譯，中間人經濟，中信出版集團 ，2018 年 1 月，導論，頁 11-
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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趣，進而能夠達成雙贏，甚至三贏的結果 96，也是市場上最需要的中間人。 

        每一個時代的新科技雖然均預示著中間人的終結，惟市場上對於信任的需求，

以及中間人對於交易雙方因溝通頻率高而產生的高品質聯繫關係，其所提供的價值

無法被替代，均讓中間人在市場上的地位不可抹滅，在資訊爆炸的時代仍需要合作

型中間人所提供之服務，始能讓市場獲益極大化，以達到音樂創作人獲取合理報酬

之終極目標。當然現階段對於音樂創作人而言，驅逐市場上的寄生蟲是其首要任務，

並找到合作者，以彰顯中間人所創造的價值。 

        本研究認為與數位音樂產業以及區塊鏈技術最為相關者即為搭橋者、認證者以

及強制者。儘管因為網路網路的出現，資訊的推播與傳送更加方便，然由於人多半

會與同類來往，人際關係的經營在不同圈子間因間隙而產生結構洞，不僅使得交易

對象受限，更容易形成貿易壁壘，而搭橋者即是與多個圈子間保持直接關係的中間

人，瞭解各圈內的問題，包含過去交易對象、成交價格、時間點等交易狀況，因此

中間人知道哪邊有阻隔訊息流動的缺口共用的關鍵，交易雙方可在無需付出高額成

本的情形下取得新資訊 97。惟搭橋者通過填補結構性缺口獲利的營利模式由於進入

門檻低，容易被模仿、複製，因此中間人必須創造專業性優勢。而在目前數位音樂

環境中，唱片公司、音樂發行商、出版商與經紀人應屬於此處的搭橋者，由於唱片

公司擁有各大唱片品牌的歌手、藝人與歌曲，因此能夠掌握音樂市場上的關於交易

對象、價格與時間點等訊息，而發行商則與零售商間具有良好的關係，因此亦可知

悉唱片最佳的發行時間點，拉近消費者、企業以及投資者間的社交距離，填補網絡

                                                      
96 同前註，導論，頁 14-19。 
97 同註 95，頁 14-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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缺口，減少訊息交流之成本與封閉消息之風險。 

        另因科技發達，市場上充斥著各方的消息與資訊，要取得對自己有利的資訊，

需要花費時間勞力進行抽絲剝繭，且針對不同種類的資訊，如何在短時間內判定真

偽或是有利於己之資訊，均有一定的困難度，而認證者即是提供專業知識的專家中

間人，其具有辨別品質的能力，因此能為交易雙方建立信譽，帶來更多交易，根據

相關資料顯示，商家評價越高，可獲得的利潤空間更大 98。目前數位音樂產業由於

欠缺一個全球去中心化的著作權數據庫，因此市場上的交易資訊雜亂，不僅音樂創

作人對於自身作品的利用狀況無法全盤了解，使用者若無串流音樂服務商根據使用

習慣進行精準廣告投放以及推播，其在音樂收聽的挑選上應猶如大海撈針。故目前

市場上對於提供專業服務之認證型中間人仍屬於剛性需求。 

        而交易雙方在簽約前有隱蔽資訊導致逆向選擇的道德風險，簽約後有隱蔽行為

的問題，因此需要強制者平衡雙方利益，建立良好的共同行為準則，以強制執行合

約，避免損害某一方的風險。有強大執行力的強制者透過即刻懲罰有效威嚇大多數

的機會主義，激勵良好行為，建立保證用戶誠信的強大信用系統，轉化為未來長久

的收益，那些繼續從業者身上賺取高額利潤的無力強制者，僅能吸收到無誠信的用

戶，自然會被市場剔除，最終留下有力的強制者 99。本研究認為區塊鏈技術中自動

履行智能合約的特性與強制者提供的功能相類似，而運用共識決進行節點記帳的功

能則與認證者相關，由此可知市場上對於區塊鏈技術具有需求，透過交易對象之資

訊上載到區塊鏈上，經由共識決之真偽認證後，首先可揭露簽約前的隱蔽資訊，接

                                                      
98 同註 95，頁 44。 
99 同註 95，頁 71、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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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來若能解決智能合約中程式碼與法律文字間的轉譯問題，而能將當事人意思表示

精確表達，則雙方締結智能合約進行的自動履約功能即可為市場建立良好的共同行

為準則，以避免履約之風險。 

第二項 文化產業的中間人 

        文化產業係一個高度不可預測的市場，，一件作品是否能夠成功的被市場接受，

運氣所占比例高，因此需要文化中間人（cultural intermediaries）為了讓市場接受創

作人之作品，作為創作人與市場間的搭橋者，其將會依據市場需求提供相當程度的

修改建議，並進行遴選及過濾。然文化中間人對於作品之品質、創作人能力之價值

判斷多半係以其自身品味，以及其對於銷路的考慮作為篩選的主觀判斷標準，而非

一中性標準，因此在整個創意生產的過程充滿不確定性與不透明性，而文化產業中

諸如編輯、星探、製作人等文化中間人及利用資訊不對等以即可篩選、過濾以及編

輯之地位，不僅掌控文化生產的管道，成為產業的守門人，隨著產業結構變遷，文

化中間人從早期的守門人，逐漸轉變為類似唱片產業中的製作人，其角色從把關到

介入，最終文化中間人成為作品之共同創作人，進而和創作者間形成不對等的權力

關係 100。 

        圖 21 為 John B. Thompson 根據出版產業的運作提出「價值鏈」（value chain）

模型，此模型亦可作為音樂產業之借鑒。Thompson 認為在出版業價值鏈中，每個

鏈節均有其功能或任務，並能替最後的成品做出某些實質的貢獻讓產品加值（add 

value），如何定義中間人貢獻的價值及其地位成為文化產業的核心問題。在音樂

                                                      
100 李令儀，文化中介者的中介與介入：出版產業創意生產的內在矛盾，台灣社會學第 28 期，2014
年 12 月 1 日，頁 1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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產業方面，於數位串流服務商出現之前，音樂產業供應鏈上已存有多個文化中間人，

除了唱片公司與表演組織（performance rights organizations, PROs）外，還有製作人、

錄音工作室、巡迴演唱會主辦單位、行銷公司、批發商、通路商、代理商、經理人、

經紀人以及非營利的美國作曲家、作家與出版商協會（American Society of 

Composer, Authors and Publishers, ASCAP）、廣播音樂公司等組織，這些單位是否

均為產業所需要，亦或是某些組織與功能係寄生蟲的角色，此或可參酌美國 MMA

法之精神，指定一組織作為概括授權之窗口，以整合服務並讓創作生產過程透明化。 

 

    圖 21：出版產業價值鏈 101 

       

而台灣之音樂產業運作價值鏈，根據經濟部智慧財產局及文化部將流行音樂產

業的參與者分為流行音樂有聲出版業者（唱片公司）、數位音樂經營者（經營數位

音樂網路業、行動通信加值服務業、電信業者及手機服務業者、數位電視服務營運

商）、音樂展演業者（Live House、獨立音樂個人發行團體、流行音樂展演活動承

                                                      
101 同前註，頁 1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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辦單位、流行音樂展演經紀公司）、KTV 及伴唱帶業者（錢櫃、好樂迪、瑞影、

弘音、美華）、集管團體（MUST、MCAT、ARCO 、RPAT）、流行音樂實體與

虛擬通路業者以及流行音樂相關傳媒業者（廣播、電視）等單位，依據不同通路區

分為唱片價值鏈、傳媒價值鏈、網路價值鏈以及演出價值鏈，該等通路之運作流程

可參圖 21。這些促發價值鏈運作之創作內容均來自唱片公司的授權，以整個產業

之運作而言，唱片公司是各通路的搭橋者，由於其可透過音樂出版商自音樂創作人

處取得最完足的創作內容，因而能夠洞察市場上每個結構性的間隙，並在市場獲益

裂縫出現之前，抓緊填補市場需求的機會，因此直到數位時代的來臨仍能夠立於不

敗之地。 

  圖 22：音樂產業運作價值鏈 102 

 

當然，顯而易見地，從圖 22 可看出唱片公司是音樂產業的中心，其掌握各通

路之交易訊息、創作內容等資源，並透過併購而居於市場壟斷的地位，在在均顯現

                                                      
102 劉剛，汪安佑，傳統音樂產業價值鏈研究，中國地質大學（北京）人文經管學院，2006 年 6 月 5
日，http://www.paper.edu.cn/releasepaper/content/200606-26，最後拜訪日：2019 年 1 月 21 日。 

http://www.paper.edu.cn/releasepaper/content/200606-26%EF%BC%8C%E6%9C%80%E5%BE%8C%E6%8B%9C%E8%A8%AA%E6%97%A5%EF%BC%9A20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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音樂創作人在市場上除了將自己託付給唱片公司以外別無選擇的窘境，面對自身作

品之利用權以及收益份額毫無議價能力，因此如何重組市場權力分配，除避免音樂

創作人被寄生蟲類型之中間人剝削外，更需要去蕪存菁地留下能夠共創利益的文化

中間人。雖然數位音樂的出現無法改變這樣的局面，惟本研究認為區塊鏈其去中心

化的運作模式或可些許改變音樂創作人之市場地位。 

 

第三項  音樂創作人在數位音樂時代面臨之困境 

        根據 Nielson SoundScan 的調查顯示，在 2011 年時，索尼、環球和華納已在全

球唱片市場份額上佔有高達 88% 的市占率，成為全球唱片業的三大巨頭，居於市

場壟斷之地位，因此市場上的其他唱片業者及串流音樂平台商等中間人，為了掌握

全球絕大部分的音樂版權資源，而選擇和大型唱片公司達成合作關係，以騰訊音樂

娛樂集團為例，其已在 2014 年與華納、索尼建立合作關係，並在 2017 年 5 月進一

步與環球簽訂數位著作分銷戰略性合作協議，不僅在數位音樂著作資源上達成共享，

更合作開發市場與探索新形態的商業模式 103。儘管這些消費者或是粉絲對於串流

平台的使用、收聽的習慣以及黏著度情形不一，惟音樂創作人的訂閱或是廣告贊助

之串流服務權利金收入仍舊必須服從唱片公司或是集管團體的分配。雖然唱片公司

和集管團體在這波風潮下遇到許多問題，但整體而言還是取得了控制權。 

        因此本研究認為透過檢視這些中間人所創造之經濟活動及其運作的方式，可描

繪出其所構建的市場型態，授權窗口眾多而疊床架屋、以著作物為授權標的之條款

                                                      
103 未來網新聞，最後一塊拼圖完成！騰訊再獲環球音樂集齊「全球三大」，2017 年 5 月 17 日報

導，https://kknews.cc/entertainment/ovylj45.html，最後拜訪日 2019 年 1 月 3 日。 

https://kknews.cc/entertainment/ovylj45.html%EF%BC%8C%E6%9C%80%E5%BE%8C%E6%8B%9C%E8%A8%AA%E6%97%A52019%E5%B9%B41%E6%9C%88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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內容、欠缺可供交易之著作權資料庫以及不透明的交易模式是目前音樂創作人無法

在數位音樂市場獲取合理報酬的主因，以下將一一說明。 

 

第一目 中間人對於音樂創作人的層層剝削 

        經過 2008 年 9 月的金融風暴後，許多金融產業與相關機構開始尋找能夠減少

類似問題發生，且更有效率的新形態交易、換匯模式。在同一時期音樂產業也面臨

相當程度的崩解。隨著 Spotify、Pandora、SoundCloud、Apple Music、Deezer 等其

他音樂串流訂閱服務平台的出現，使音樂產業商業模式發生急遽變動，串流音樂的

訂閱服務從原先的附隨收入，漸成為數位音樂產業下的主要收益來源，目前約有 7

千 5 百萬個早期消費者接受這樣的商業模式，且有越來越多的消費者接受這樣的消

費方式，同時這些串流服務提供者亦從唱片公司之其一銷售通路變成最主要的收益

渠道，此型態的授權交易模式便於吸引大量的消費者進而提高客戶黏著度，並提升

整體產業運作效率。 

        惟上揭運作模式對於音樂創作者以及藝術表演者所能得到的權利金並無助益，

主要原因在於授權窗口太多且無統一的著作權利歸屬資訊。在數位化音樂傳輸過程

中，就大型著作利用人而言，其必須分別就音樂著作與錄音著作的不同權限之授權

針對不同之權利人團體進行洽談，因為權利歸屬雜亂，甚至還必須就同一傳輸行為

洽談不同之授權契約，再加上表演著作保護團體無法區分其所收取的權利金係來自

ISRC、ISWC 或是其他標準，因此將無法得知權利人之權利金是否已存入託管帳戶，

而有對於同一著作權人支付二次使用報酬，卻未將權利金支付給真正權利人。最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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串流音樂服務商所收取權利金 104，其中有 73%均到了唱片公司的口袋。 

        據此，疊床架屋且不透明的授權模式導致大部分的權利金收益均在這些中間人

的手中，美國法院實務運作之同意判決亦僅拘束集管團體與串流媒體等利用人間，

新修正的著作權法案亦需待實踐予以驗證，因而無法確保音樂創作人自唱片公司及

其他中間人取得合理的報酬；而在屈於劣勢的個別音樂創作人方面，情況更趨嚴峻，

事實上這些獨立音樂創作人無法全面控制數位著作的流通、散布，即使其透過限縮

著作授權範圍，提高著作授權價格，以避免著作輕易在市場上未經授權流通，亦無

法杜絕違法無償的使用行為以獲取相對應之報酬 105。因此僅能依附於大型商業機

構，更加仰賴集管團體等中間人，而無法有效行使自身權利。 

  

第二目 黑膠唱片年代的合約—過時的授權條款 

        據上，目前音樂著作財產權大多數仍掌控在唱片公司這些中間人的手上，不論

過去是以銷售唱片為營生管道，或是現在以舉辦現場演唱會、巡迴表演為主要營收

市場，音樂創作人因唱片公司或行銷公司要求所簽下的全方位合約（360 度全面合

約），其合約內容不僅包含唱片銷售之獲益，亦包含唱片公司未實際參與之各渠道

所獲收益，唱片公司將可觸碰到原先的獲益禁區，像是數位銷售之收益、巡迴演出、

現場表演、實體商品銷售、應用在電影、廣告、手機鈴聲以及代言合約

(endorsement contract)等之收入，該等合約條款內容與黑膠唱片年代所研擬的合約

條件相去不遠，不僅將音樂創作存續期間的著作權全數授與給唱片公司，契約期間

                                                      
104 BerkleeICE, supra note 11, at 10. 
105 同註 55，頁 17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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長達 70年，甚至 95年 106，且縱使已無巨大的模擬錄製與發行成本，音樂創作人產

生的所有收入，包含詞、曲發行的收入、錄音著作物的授權收入、巡迴表演的收入、

商品及贊助收入等，不論唱片公司是否有對上述專案進行投資，他們仍根據過時的

合約條件而具有分潤這些收入的權利。 

        更有甚者，透過解讀這些音樂創作者與唱片公司所簽訂的制式化合約條款內容

可知，唱片公司並不具有將其年度淨收入分配給大多數音樂創作者的履約義務。相

比串流訂閱服務平台收益管道，數位下載以及實體唱片銷售通路會先透過中間人將

收入分配予數位服務提供者、表演者以及音樂創作人，在此分配下音樂創作人所能

得到的收入份額很少，因此音樂創作者、藝術家、詞曲作家以及出版商也開始為自

己沒有在此商業模式中獲得合理報酬而發聲 107，這使整個產業運作得更有經濟效

益。蓋透明合理的解決方案會較被音樂創作群體所接受，數位串流服務給予不成比

例的收入分配已漸漸被社會洪流淘汰。再者，整個著作權的存續期間均授權給唱片

公司，其契約究屬讓與還是授權的定性問題，將會影響契約目標價值的認定，更遑

論在原音樂著作上所為的創新及其衍生著作的未來預期價值應如何計算，對於音樂

創作人來說才屬公平合理的對價與報酬，均是需要正視且待解決的問題。而區塊鏈

技術其運作透明的特性，將讓音樂創作者對於自己作品的銷售收益能夠得到更合理

的收入分潤，可能成為音樂創作人的救世主。 

 

                                                      
106 根據美國著作權法第 302條(a)款規定：其著作權自創作時起存在，並存續於著作人之生存期間及

其死後 70 年；以及同條(c)款規定：不具名著作、別名著作或因受雇完成之著作，其著作權存續

期間為該著作第一次發行後 95 年，或自該著作創作之日起 120 年，以期間先屆至者為準。 
107 Jeremy Silver, supra note 2, at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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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目 欠缺可供交易之著作權資料庫 

        根據前述，數位時代下的音樂著作類型多元，惟著作權利歸屬資訊凌亂複雜，

吳柏蒼表示：「相關權利人的關係錯綜複雜，也造成整個音樂產業授權和分潤的網

絡非常複雜。」而在音樂著作儲存方面更無統一之標準格式，再加上目前跨國音樂

之授權，仍舊簽立紙本合約，儘管締約雙方已經過多次信件往來，仍因彼此間的不

信任，而必須簽訂厚重的書面契約以確保合約之履行，導致取得著作授權之過程繁

瑣，即便已透過具認證型功能之中間人進行合約之簽署，目前市場上亦無一套公開

透明且資料完整之著作權數據庫可進行音樂創作人權利歸屬之驗證，針對信託給權

利金亦欠缺可供檢視相關權利金流向之機制，進而在執行權利金分配階段難以將收

益分配給真正的權利人。 

因此若要提升著作權支付報酬機制的透明度，即必須建立一個精簡明確的著作

權資訊保護系統，與經過一定驗證程序之權益歸屬數據資料庫，於此，著作權人即

能自行管理資料庫中關於著作交易之相關資訊，進而達成合於現有法律規範之著作

授權交易，讓交易雙方均能信賴該等交易之進行以促進著作權交易市場之運作。而

要建立一個全球音樂資料庫，有論者認為須與主流唱片公司以及串流音樂服務提供

商合作。根據前述，唱片公司與串流音樂服務商藉由取得著作版權居於市場壟斷地

位，因此市場上，誰掌握數據，誰就是市場領頭羊。 

以英國的 Semetric音樂數據分析公司為例，Semetric在 2008年推出musicmetric

服務，透過追蹤社群網路服務，蒐集音樂愛好者在社交媒體上討論的歌手和歌曲等

娛樂產業之相關資訊，以此為客戶提供音樂下載和串流播放之銷售分析數據及即時

交易數據，其所提供之服務吸引了唱片公司以及串流音樂服務商之注意，故其客戶



 

69                                          DOI:10.6814/NCCU201900529 
 

包含唱片公司、Spotify、Gracenote 等數位音樂公司，並在 2015 年其被蘋果公司收

購。而蘋果收購 Semetric最主要的原因在於其領導地位之削弱以及 iTunes音樂下載

收入開始下滑。蓋 musicmetric 整合了整個音樂生態系的資源，尤其是藝術家與唱

片公司在 Twitter、Facebook、YouTube等社交媒體平台上提供音樂服務的詳細統計

數據，包含互動，點擊率等，因此有助於蘋果分析受歡迎的音樂創作者，藝術家以

及作品類型，以鞏固其在數位音樂市場上的地位。 

        擁有這些數據的重要性在於其可優化音樂服務的提供以及市場對於音樂創作類

型的接受程度，以達到產業收益的最大化。惟若採與唱片公司合作之策略，值得注

意的是，唱片公司對於存在公眾的一切資訊保持高度敏感，甚至他們寧願忍受盜版

行為的存在，也不希望公司內部相關數據被取得利用，因此是否能夠以合作策略取

的相關數據與資訊恐有疑義。 

 

第五節 區塊鏈技術對於音樂產業之展望 

        音樂產業是第一個受到網路與數位科技技術影響運作的產業，主要是受到 mp3

格式以及無遠弗屆的網路雙重影響，這兩項關鍵因素直接衝擊音樂產業的主要收入

來源。網際網路首次出現的時候，對於音樂產業來說是一波地下化且具顛覆性的力

量。而音樂創作者在網際網路上建立平臺的初衷並非係為了保護自己的作品或是管

控作品發布的渠道，而是建立一個能和粉絲互動的管道，後續讓粉絲間能夠相互交

流的社群如雨後春筍般地出現並非原先設計之原意。這是因為在 1994 年對於高新

技術嚮往的時空背景之下，音樂創作人僅需使用前沿的科學技術建立一個尖端新潮

的網站，傳統媒體就會爭相報導並賦予一個響亮的稱號，使音樂創作人的專輯大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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廣大群眾的歡迎。目前許多手機應用以及網站仍舊提供上述的功能 108。 

        而音樂產業經過數位化之後，增加了音樂作品流通的渠道，降低零售價格，節

省了製造銷售的成本，帶來了高度市場發展。惟運作這樣的混合式經濟仍具有挑戰

性，根據相關資料顯示，瑞典數位串流音樂之收入雖佔了整體唱片業的八成，惟其

他主要經濟實體，像是德國，其實體唱片的銷售則仍佔了五成的收入。因此數位音

樂的收入雖可觀且前景看好，然數位音樂尚未完全顛覆整個唱片業，究其主要原因

恐來自於華爾街的壓力所塑造的競爭環境：音樂產業被迫維持唱片公司的利潤，然

而一方面難以回到唱片業在 19 世紀末的盛況，另一方面則擠壓到音樂創作人所能

得到之收益，因此串流音樂服務平台將大部分權利金收益上繳給唱片公司之後，分

給音樂創作人之部分可說是所剩無幾，而音樂產業的其他部分亦為了面對數位音樂

的挑戰進行產業供應鍊之重組。 

        據此，音樂無國界以及數位化檔案體積小因而易於傳佈的特性強化了 P2P的運

作，惟 Napster，Gnutella，Grokster，Limewire 以及 BitTorrent網絡、Pirate BayKick 

或是 Ass Torrents 等讓 P2P 這項技術變得惡名昭彰，而讓這項技術遭到汙名化。後

來出現的 Spotify 串流音樂使用了 P2P 技術來解決頻寬限制的問題，讓各大企業採

用作為公司基礎建置層，使大眾對於 P2P技術改觀，卻仍然無法撼動並削弱主流唱

片公司在音樂授權交易市場的地位以及影響力，音樂產業的收益分配仍然不公平、

不合理，真正的音樂創作人仍無法取得合理的報酬，串流音樂平台亦或是數位化的

運作模式僅讓音樂創作人分得更少，增長收益分配的時間軸，並未解決音樂創作人，

                                                      
108 Jeremy Silver, supra note 2, at 21-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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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別是獨立音樂樂團於數位時代下所面臨之困境。 

         值得注意的是，比特幣的底層技術-區塊鏈，這項技術雖亦採取 P2P 技術，惟

其採取分布式系統，不僅能夠提供既有系統一些好處，卻不會產生像 Napster 癱瘓

整個音樂產業。區塊鏈最大的發明就在於去中心化的運作系統能夠杜絕大規模的駭

客行為，並且其結合了數位資產易於複製的特性以及數據加密技術使得交易能夠被

登載紀錄，並節省驗證交易真實性與權利存否之成本，這不僅能夠加強交易間的連

結性並減少交易糾紛，更能使交易進行的更有彈性與效率 109。 

        據此，除了傳統實體唱片與數位串流音樂市場概況與發展方向上的差異，整體

數位音樂產業隨著既有商業模式的失敗進而意識到商業模式需要進行調整，不論是

身在此產業內或是在產業外的人，均認為音樂產業需要革新，以解決長久存在的問

題，包含交易資訊不透明、權利金因錯誤的交易資訊數據，或是未將數據完整保存

而產生分配不均等問題，故對於新技術科技具有隱性需求，再加上群眾對於創新技

術的熱忱仍未減少，區塊鏈這項新技術受到大眾的注意，尤其是這項技術能夠產生

的價值以及相關應用實際產生的收益，不僅將會為音樂整體文化產生顛覆性的影響，

並可使身在科技尖端的音樂創作者，有足夠的動能發掘音樂產業的另一種可能性，

據而對於區塊鏈技術產生一條陡峭的需求曲線，而將之作為解決音樂產業運作難題

的解方。 

 

 

 

                                                      
109 Jeremy Silver, supra note 2, at 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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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區塊鏈技術之特色與架構 

        首先，我們要先來談談什麼是區塊鏈。目前沒有一項研究能夠精確定義，因為

不論多細節的描述，仍舊可能被明日的新資訊取代。《經濟學人雜誌》在 2015 年

10 月 31 日搶先登出頭條“The Trust Machine: how the technology behind bitcoin could 

change the world”110，這篇文章提供一個重要的訊息，那就是運作整個比特幣系統

的是區塊鏈技術。面對這項新技術，過去兩年帶著無限興奮，現在要開始依照這些

媒體報導來評估這項技術可以創造什麼樣的投資機會，激盪出何種綺麗的火花。 

 

第一節 區塊鏈技術 

        區塊鏈技術最早起源於 2008 年，由比特幣的創造者—中本聰（Satoshi 

Nakamoto）在其 2008 年發表的論文《比特幣：一種點對點網絡中的電子現金》提

出了通過區塊鏈技術其一系列的協議建立一個去中心化的集體協作分布式帳本系統

111，而《經濟學人雜誌》於2016年3月的一篇文章對於區塊鏈有下列定義：「……

區塊鏈代表者一個巨量的資料庫，並分別由參與者而非仲介機構－銀行來維持與運

                                                      
110 The Economist, The Trust Machine: how the technology behind bitcoin could change the world, Oct 25-
31st 2015, cover story, https://www.economist.com/leaders/2015/10/31/the-trust-machine, last visited Jul. 4 
2019. 
111 龔鳴（暴走恭親王），區塊鏈社會-解決區塊鏈全球應用與投資案例，中信出版集團，頁 9，
2016 年 8 月。 

https://www.economist.com/leaders/2015/10/31/the-trust-machin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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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他們均同意透過共識機制來更新資料庫，而這資料庫內所紀錄的交易資訊透過

複雜的加密技術而無法竄改，因此，該等紀錄可用於證明所有權、出生死亡證明、

結婚證明、教育文憑、金融帳戶、醫療程式、保險理賠以及智慧型物件之間的交易

等有價值的資訊。」112目前很多的文獻在探討區塊鏈的價值以及相關運用。區塊

鏈與政府的關係亦是核心關注的問題。2016年 1月，英國科技部發布了一份與區塊

鏈相關的技術報告：《Distributed Ledger Technology: beyond blockchain: A report by 

the UK Government Chief Scientific Adviser》。這份報告可以看出英國的政府機構如

何領導這項技術的發展，以公共政策協助私人部門的創新發展。政府指定一項技術

做為國家挑戰的解決方案並不常見。這均代表區塊鏈將會成為下一個典範之移轉。

三年前大家聚焦在比特幣上，現在則是聚焦在比特幣底層有關區塊鏈技術的多項協

議，期待它對世界兌現承諾 113。 

        區塊鏈技術，簡單來說，即係將資料區塊以時間順序相連方式組合成的一種鏈

式資料結構，以密碼學方式保證不可竄改且不可偽造；意即將帳本建構在點對點網

路上，利用分散式節點共識演算法來生產和更新資料，並用鏈式資料結構來驗證與

存儲資料，再以密碼學的方式保證資料傳輸和訪問的安全，執行面則係以自動化腳

本代碼組成的智能合約來編碼和運算元據的一種全新分散式基礎架構與計算範式。

值得注意的是，「分散式共享帳本」（distributed shared ledger）的存儲與紀錄功能

和區塊鏈技術是不同的資料結構，應分別予以定義，蓋分散式帳本係由多種現有技

術，諸如加密演算法、共識演算法加以整合，記錄在網路上發生過的每一筆比特幣

                                                      
112 The Economist, “The blockchain in finance: Hype Springs Eternal”, March 19-25th, 2016, Jeremy 
Silver, supra note 2, at 2. 
113 Jeremy Silver, supra note 2, at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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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易，而建構成一個功能單純的資料庫，而該資料庫乃係透過網路運行，經由自動

複寫確保每個在比特幣網路上的節點（Node）均有一本內容相同的帳本，透過簡

單的民主共識過程來防止偽造並建立信任，使區塊鏈之技術運作可達到去中心化的

目的。據此，區塊鏈上各個節點，可透過共識認證來信任自己的帳本與交易對象所

存儲之帳本具有一致性，因而不須依賴中間可信賴之機構為交易雙方進行對帳

（account reconciliation）114。 

        而關於不可竄改之部分，由於交易資訊係以不可逆的哈希函數（one-way hash 

function）加密後載入區塊鏈中，當文件的哈希值載入區塊鏈，即無法塗銷及竄改

該載入之時間戳記，且欲修改鏈上的交易資訊成本極高，侵入者或竄改者必須同時

掌握 51%的節點始能更改資訊，因此在現行的技術運作下，區塊鏈上之資訊僅能以

新增的方式運行而難以竄改；再者，每次經由相同哈希函數的運算均會得到相同的

哈希值（Hash Value），且縱將儲存於各節點的哈希值向各節點公開，各該節點僅

能看到哈希值而無法回復至原始文件，於此確保文件之機密性與單一性，並驗證資

訊是否有經過竄改 115。 

 

圖 23：中田聰，2008，取自 Bitcoin：A Peer-to-Peer Electronic Cash System 

                                                      
114 陳恭（政治大學資訊科學系教授），智能合約的發展與應用，財金資訊季刊 No.90，頁 34，2017
年 10 月。  
115 同註 47，頁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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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此外，區塊鏈大致上區分為三種運作網絡，分別為公有鏈、私有鏈以及聯盟鏈，

這三者均可創造永久且同步的帳本，但具有不同的特點。公有鏈，即指全世界任何

人均可在任何時候參與鏈上交易的共識過程、讀取數據並獲得經濟獎勵，依據共享

經濟模式，經由共識機制結合經濟獎勵與加密演算法架構一個去中心化的運作體系，

且程序開發者無權干涉用戶之行為，排除強權的壓迫與審查是公有鏈的運作優勢

116。在公有鏈當中，我們發現幾個比較激進且令人興奮的特點，第一，在公有鏈

當中，不需要知道係由誰來運作該鏈，參與者在無信任的環境中進行交易，一方面

他們使交易資訊透明，一方面對於身分以及交易的內容保持匿名，意即我們無法得

知交易的主體，但可知悉交易的客體，而整筆交易可在礦工進行多筆交易認證的複

雜加密手續後，讓交易在匿名的環境下進行，以此創造安全的交易環境 117。 

        私有鏈，則係指寫入、讀取數據之權限由特定組織管理控制，其公共性限縮於

一特定系統內部範圍，且從系統內部來看，每一節點均擁有一去中心化的記帳權限，

特定組織可控制該系統內的所有節點與網絡環境，因此處理帳本之速度遠高於公有

鏈，且具有私密性與安全性。故在私有鏈當中，所有參與者均相互認識並信任彼此

的身分認證，音樂集體管理組織或是唱片公司若注重客戶隱私或是注重交易對象者，

在採用區塊鏈技術的類型上，私有鏈將會是他們的選擇 118。 

最後要介紹的是聯盟鏈，聯盟鏈係指共識過程受到預選節點控制的區塊鏈，而

成員間大多係通過 KYC（Know your customer，認識你的客戶，是銀行監管手段之

                                                      
116 同註 47，頁 21。 
117 Jeremy Silver, supra note 2, at 3-4. 
118 同註 47，頁 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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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而具有共同利益關係的合作夥伴，透過區塊鏈交換有價值的資訊，因此實務上

無公開所有資訊的需求，屬於部分去中心化的運作系統 119。由於銀行對於公開資

訊所獲得的益處較少，通常會建立一個封閉不對外開放的網絡，因此聯盟鏈為國際

清算銀行投資的項目，以改進現下的中心化運作系統，透過消除交易過程中的層層

中介者來達到節省時間、費用的益處。目前全球大型銀行已透過點對點的傳輸管道

組成 R3 區塊鏈聯盟（R3 Consortium），並發展成一個龐大的技術生態系，以開發

即時數位清算和數位加密貨幣。另外由 Linux 基金會所創建的超級帳本計畫

（Hyperledger Project），均擁有為數不少的參與會員 120。 

        基本上不同的區塊鏈類型從資訊處理之方式，可大致上分為資料控制者（Data 

Controller）以及資料處理者（Data Processor）。資料控制者即係指擁有資料的個

人、組織、或聯合機構，定義資料處理的方式與目的；資料處理者係指代表資料控

制者如何處理資料的行為 121。而在區塊鏈的核心技術中，從公有鏈的角度上，並

沒有中心化的管理者，意即公有鏈上並無資料控制者之存在，惟若從 Dapp 應用的

角度上來看，則 Dapp 透過智能合約根據預先設定的規則、條件來自動執行預先許

可事項，意即相關資料之操作邏輯與應用目的已先行定義於智能合約當中，合約條

件觸發後即會自動執行已被程式設計者定義完成之相關項目，因此合約的程式設計

與組織方即為所謂的資料控制者，進而有義務針對使用者之資料進行保護與刪除。

而在聯盟鏈上，由於礦工或驗證者乃經由聯盟成員所授權；換言之，資料控制者即

                                                      
119 同註 47，頁 23。 
120 Jeremy Silver, supra note 2, at 11. 
121 陳昶吾，當區塊鏈遇上 GDPR，數位時代，2018 年 7 月 13 日，

https://www.bnext.com.tw/article/49723/blockchain-gdpr-privacy，最後拜訪日 2018 年 12 月 5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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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這些聯盟成員，並由其掌握數據。據此，資料的保護與刪除亦由其共同協作與處

理 122。私有鏈之部分，則回歸一般契約法之概念，由締約雙方對於各自契約內容

負擔義務與相關責任。 

 

第一項 建立交易驗證的信任機制 

        首先，我們必須先討論比特幣以及區塊鏈技術想解決的核心問題即是交易之驗

證問題。舉例而言，在 A 與 B 的交易活動中，「是否 A 為真正所有權人？」、

「B 是否具有支付能力？」，以及「A 是否只想把東西賣給 B？或是 A 亦想把東西

同時賣給 C、D？」，上揭問題均可透過數據排列以及加密技術來解決，意即經過

經由一系列複雜的加密技術－「挖礦」（mining）來完成 6 到 7 次的驗證後，若均

能得到相同結果，我們就能確信該結果為真。而挖礦既是驗證交易的方式亦是節點

上的礦工獲得比特幣的途徑，這項驗證不僅可以確認交易對象，亦可確認交易對象

是否有能力進行款項的支付，而協助認證的礦工則會得到比特幣作為獎勵，這就是

交易驗證的過程 123。 

        而區塊鏈技術的運作簡單來說就是利用 P2P（peer-to-peer network）技術，在

網路中眾多節點構成的分散式資料庫，使用了工作證明（Proof of Work，POW ）

將交易被記錄於公開的帳本上，並利用時間戳記（timestamp ）進行簽章，以將交

易訊息紀錄在分散式帳本中，訊息發送方通過金鑰將訊息加密，訊息接收方再透過

配對的另一把金鑰將訊息解密，以非對稱加密演算法保證訊息傳遞過程的私密性與

                                                      
122 同前註。 
123 Jeremy Silver, supra note 2, at 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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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全性，再由各節點進行交易有效性的驗證，以解決數位時代下容易重制而有雙重

支付需由協力廠商驗證的問題，最終讓交易行為可在不具有信賴關係之環境下進行。 

        因此區塊鏈技術除可透過上述提及之加密技術使鏈上資訊具有安全性，其亦具

有難以被竄改之特性。蓋區塊鏈技術雖將資訊記錄在公開帳本上，惟如要更改鏈上

的公開資訊與交易紀錄必須具有足以破壞其餘網絡的強大運算能力才能更改，付出

的代價非常高，因而認為區塊鏈技術具有難以竄改的特性，再加上區塊鏈技術對於

創造一個新的區塊給予經濟上的誘因，將鼓勵使用者(礦工)願意將電腦的運算能力

投注於取得在新區塊紀錄交易資訊的記帳權。因此，駭入交易所需的算力遠高於驗

證交易所需的算力，且隨著比特幣的發展，要求驗證所需的算力越來越高，故在成

本與利益考量下，駭入系統將會形成一筆不划算的交易 124。 

       惟值得注意的是，比特幣的創始者在創造之初即表示採用區塊鏈技術運作之系

統並非係一完美無缺的技術，雖然區塊鏈技術具有隱私保護  confidentiality 

(Anonymity)、不依賴信任 integrity (Trustless)、可靠資料庫 availability （Reliable 

Database）等特徵，惟在目前市場的運作下，交易雙方產出的內容均無法自行擔保

資訊來源之真實與正確性，因此目前仍有許多尚未解決的問題留待大眾來一同思考

解決。 

 

第二項 區塊鏈組成系統 

        區塊鏈這套系統由數據層、網路層、共識層、激勵層、合約層和應用層自下而

上所組成。數據層即為最底層的資料鏈式結構，包含非對稱公私鑰數據加密和時間

                                                      
124 Jeremy Silver, supra note 2, at 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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戳技術，而這些技術均已被發明數十年而無須擔心安全性；網絡層即包含分散式網

機制、數據傳播機制和資料驗證機制，這邊採用完全 P2P的組網技術，即代表區塊

鏈具有自動組網的功能；共識層是區塊鏈最核心的運作機制，這個機制決定哪些網

絡節點來進行記帳，記帳的方式將影響系統的安全性與可靠性，目前較知名的共識

機制演算法為工作量證明機制（Proof of Work, PoW，此種方法運算耗電力日益增

長，容易浪費資源）、權益證明機制（Proof of Stake, PoS）以及股份授權證明機制

（Delegated Proof of Stake, DPoS）125。 

        激勵層即為激勵各節點參與記帳的的激勵規則與相關懲罰規定，此層主要出現

在公有鏈上，私有鏈通常已在鏈外完成相關獎勵談判；合約層是區塊鏈可程式設計

的基礎，這邊主要包含腳本代碼與智能合約的運作，比特幣雖包含此層，惟並不支

援迴圈語句，並未圖靈完備；應用層則封裝區塊鏈技術的各種應用，其中資料層、

網路層以及共識層是建構區塊鏈技術的必要因素，由於合約層與應用層有些區塊鏈

應用並不包含，進而促成以太坊的出現 126。 

        區塊鏈技術具有時間戳記，以及一經載入即無法竄改的技術特徵，因此可用於

著作權登記以及創作過程文件的保存，另根基於區塊鏈上程式碼之以太坊，進一步

可經由燃燒交易費用之方式部署智能合約，以利著作權讓與及授權之進行，而目前

最有發展潛力的智能合約即為以太坊的 Solidity。據此，區塊鏈 2.0 ( 如：以太坊、

Hyperledger 與 R3 Corda) 即指除了資料庫的功能外，也可執行智能合約等應用程式，

處理較複雜的資產移轉；藉由確認出賣人區塊鏈位址與著作權人位址同一，以確認

                                                      
125 同註 47，頁 14。 
126 同註 47，頁 15-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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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賣人即為著作權人，而無須擔心當事人不履約之問題，並可大幅降低中介機構產

生的人力成本、手續費及時間耗費，以提升交易安全 127。故在區塊鏈技術與智能

合約的結合運作下，著作人可達到獨立發行著作並獲得合理報酬的理想目標。 

 

第二節 智能合約 

        智能合約結合區塊鏈技術是目前實務上一個很重要的應用，其可運用的領域非

常多，當然包含音樂產業在內。蓋智能合約 (Smart Contract) 乃由學者尼克薩博 

(Nick Szabo) 於 1990 年代初期提出，其對智能合約的定義為：「一套以數位形式定

義的承諾，包括合約參與方可以在上面執行這些承諾的協議。」透過 if-then相類似

的程式語言來落實交易條款。與傳統合約相較，智能合約係一個能在代碼的定義編

寫之下，經由預先編寫的條件觸發後，自動執行相應合約內容的電腦化交易協議，

意即將合約條款轉換為程式邏輯，當合約條件成就時，適時自動履行合約。由於相

同的程式碼指令會得到相同的結果，在代碼編寫下會自動履行特色而有自治、自足

和去中心化的三要素。 

 

第一項 智能合約之發展沿革 

        而以程式碼驅動網絡運作並非新技術，Lawrence Lessig 教授早在 1999 年，在

其《 Code and Other Laws of Cyberspace》著作中，提出「code is law」（程式碼即

法律）這個概念。「code」這個英文單詞同時具有「法律」和「程式碼 」之意，

                                                      
127  Vitalik Buterin, A Next-Generation Smart Contract and Decentralized Application Platform, 
http://blockchainlab.com/pdf/Ethereum_white_paper-
a_next_generation_smart_contract_and_decentralized_application_platform-vitalik-buterin.pdf , last visited 
Jan. 21.2019.  

http://blockchainlab.com/pdf/Ethereum_white_paper-a_next_generation_smart_contract_and_decentralized_application_platform-vitalik-buterin.pdf
http://blockchainlab.com/pdf/Ethereum_white_paper-a_next_generation_smart_contract_and_decentralized_application_platform-vitalik-buterin.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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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essig 教授認為建構網路秩序的四大基石分別為程式架構（architecture）、政府規

範、商業運作機制（commerce）和和約定俗成的規範（norms），雖然網路的程式

建構本身相當程度就決定了網路的運作模式，從事網路相關工作的技術人員因此實

質上就是網路的立法者，惟網路商業化勢必帶動政府之介入，而無法達成網路中立

的目的。蓋傳統合約的電子化乃係以中央伺服器模式來執行合約邏輯，此種模式所

執行的許多程式均僅有一份，且在中央伺服器上執行上要建立制度和規範，不僅在

網絡運作上採集權管理的方式，企業和政府亦將網路的程式架構編織進國家體制內，

這樣的運作模式實違背網路自由的精神。 

        因此，為了創建一個不被約束、不受暴力威脅的虛擬社區，能夠在無政府狀態

有效合作而創造的交易系統與合約執行系統，去中心化的區塊鏈技術隨之而生，節

點上的礦工透過支付礦工費（Gas）將智能合約部署在區塊鏈架設之平台上，實行

可程式化（programmable）的運作機制，並以定型化契約架構 128連結實體資產建立

智能合約的虛實整合應用系統，進行無形數位資產的移轉與授權，上述智能合約之

內容實已超越了尼克薩博當年所提出的智能合約 129，此結合不僅是紙本合約的電

子化或程式化，更是如何將區塊鏈技術應用在無形資產的轉讓與授權交易之上。 

        總的來說，智能合約允許一系列的規則設定，並會依照這些預先設定的規則執

                                                      
128 如英國巴克萊銀行曾進行了一項金融衍生性商品的智能合約實驗專案，他們就是以「國際交換

交易暨衍生性商品協會」(International Swaps and Derivatives Association , ISDA) 所制定的定型化契

約作為基礎。同註 49，頁 37。 
129 當年尼克薩博提出智能合約這個概念時，還沒有相對應的平台可以落實他的想法，所以為了具

體闡釋智能合約的內涵，他舉了自動販賣機當作例子來說明。我們可以設想一部自動販賣機裡的電

腦軟硬體是按著以下的規則來運作：如果使用者輸入 10 元且按 A 按鈕，機器就輸出巧克力棒；如

果使用者輸入 10 元且按 B 按鈕，機器就輸出乖乖包；如果使用者輸入 20 元且按 C 按鈕，機器就輸

出咖啡；⋯。意思是說，自動販賣機在跟它的使用者進行交易時，所依循的「條款與條件」(terms 
and conditions) 就是智能合約的體現，而且是透過電腦軟硬體自動化執行，毋須藉由第三者的協

助。同註 49，頁 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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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合約內容，不僅將合約條款自動複製到網路中的每個節點，確保各節點執行相同

的程式邏輯，產生一致化的帳本記錄，在直接交易的兩造間建立信任，毋須第三方

等中間機構來進行對帳與保證相關資訊的正確性，節省交易成本。若智能合約能夠

被大範圍的運用，將對於智慧財產權的授權方式產生很深遠的影響，且智能合約的

發展將是區塊鏈是否可從金融領域跨足到其他領域的關鍵因素。惟值得注意的是，

智能合約一經部署即難以修改，當契約履行條件成就或被觸發即會自動履約，無須

經由任何人為操作，故將難以在事後加以管制、監控或賠償損失，因此必須做好事

前協商以及契約框架之設計 130。 

 

第二項 智能合約之法律地位與相關問題 131 

        由於智能合約的運作模式與內涵與一般傳統之契約法概念大不相同，因此在智

能合約領域最為關鍵的問題即為：智能合約是否具有法律效力？就其電子化與自動

化的外觀形式在大多數國家中，電子化契約具有合法性應無疑義，且此部分亦非新

技術，此可參考歐盟之電子商務指令（Electronic Commerce Directive）第 9 條之相

關內容：「歐盟會員國應確保其法律系統允許電子契約被涵蓋其中」，上揭指令內

容即說明了法律並非電子契約的使用障礙，且亦不得僅因使用電子方式締結契約而

被剝奪該等契約之法律上效力，據此，在結合契約自由之原則下，法律若未明確規

定需以書面文件之形式締結契約，則僅須雙方當事人對於契約的內容與作成的方式

                                                      
130 同註 49，頁 33。 
131 江佳樺，「智能合約」將條款換成程式邏輯，這種強制執行的作法在台灣有法律效力嗎？，資

策會科法所，https://buzzorange.com/techorange/2018/08/24/digital-contract-has-legal-effect/ ，最後拜

訪日：2018 年 12 月 21 日。 

https://buzzorange.com/techorange/2018/08/24/digital-contract-has-legal-effect/


 

83                                          DOI:10.6814/NCCU201900529 
 

意思表示一致，不論形式為何，雙方簽訂之契約均具有法律效力。 

  而關於電子合約於我國法規範之部分，雖然依據我國民法第 758 條第 2 項之規

定須以書面方式締結契約，惟參照我國電子簽章法第 4 條第 2 項之規定：「依法令

規定應以書面為之者，如其內容可完整呈現，並可於日後取出供查驗者，經相對人

同意，得以電子文件為之。」，意即該合約之締結如未經該管主管機關排除電子簽

章法的適用，於取得交易相對人同意且符合電子文件之相關要件下，即應認定該電

子契約已符合以書面締結契約之相關法律規定而具有法律上之效力。再以澳洲、南

非跟中國大陸為例，該等國家已有許多關於電子契約的法規範以處理大量的電子支

付與平台交易，目的在使新型態的數位化交易與商業模式能夠落地實施 132。因

此，在電子契約法律上之效力已被承認之情形下，契約電子化已非智能合約最主要

的問題所在。 

        根據上述分析，智能合約最主要的問題，本研究結合相關文獻整理如下，分別

為：「程式碼與當事人意思表示間之轉譯是否仍然符合契約法所定義的要約與承

諾？寫入智能合約的程式碼是否足夠明確而成為法律上的契約內容？以及智能合約

自動履行與強制執行有無法律上之效力以及後續法律上如何救濟？」參酌 R3 聯盟

的研究報告 133，智能合約是否具法律上效力，必須回歸到各國家的契約法規範而

定，而各國在探討該議題時，仍具有共通之部分，以下將分別說明： 

 

(一). 難精確自程式碼轉譯當事人之意思表示以確定契約之內容：   

                                                      
132 同前註。 
133 同註 6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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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此為程式碼和契約文字間之轉譯問題。我國民法第 153 條規定：「當事人

互相表示意思一致者，無論其為明示或默示，契約即為成立。當事人對於必要

之點，意思一致，而對於非必要之點，未經表示意思者，推定其契約為成立，

關於該非必要之點，當事人意思不一致時，法院應依其事件之性質定之。」而

在普通法系下，對於形成具法律效力的契約有四大要件要求：要約與承諾、約

因（consideration）、建立法律關係之意圖、條款之確定或完整性。 

        要約與承諾是建立於外部的表現，原則上雙方當事人得自行訂定如何才能

形成對應要約的承諾，約因即是否有價值交換或相互的義務與權利，且契約條

款若純粹僅由電子程序逕行為之，可能因過於模糊或不確定而缺乏契約效力。

因此僅將符合特定要件就執行特定行為的過程數位化，可能無法達成一般契約

可以明白表示各種條款的內容，或在當事人為特定行為時而有被推定或視為之

法律效果。如何確定契約內容符合契約之成立要件及必要之點，通常是影響契

約上是否具有法律效力的關鍵要素，惟智能合約在我國法未明文前，其效力仍

須透過法院為最終判斷。 

(二). 複雜的契約類型與契約目的： 

        所謂要約係指向特定人或不特定人所為訂立契約為目的之意思表示，而其

內容須確定或可得確定。而承諾係以與要約人訂立契約為目的所為之意思表

示。若無法確認當事人之意思表示，應依不同契約、事件類型以及當事人表示

內容是否具體詳盡、相對人性質、磋商過程與交易慣例綜合判斷。如此複雜與

精細的判斷過程如何在程式碼之間表現出來是最大的問題，且若當事人事後對

於前契約有所爭議而要進行修改，則後契約可能會在智能合約之外而無法一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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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動履行進而強制執行後續事項，因此目前實務上複雜的契約類型與契約目的

難以程式碼完全轉譯當事人之意思表示，且難以驗證該等程式碼轉譯之法律文

字是否符合要約與承諾之定義。 

(三). 智能合約難以融入既有技術性法規範： 

        至今沒有普遍適用的智能合約框架（中國大陸稱去中心化預言機），目前

實務上多依賴彭博、路透等中心化資訊源 134，惟此與區塊鏈的去中心化宗旨

背道而馳。另外，關於契約成立在法律上還有一些技術性的規範，例如成立本

約之前的預約，蓋預約係以訂立本約為內容之債權契約，如以智能合約訂立，

將會因其自動履行的特性而造成本約強制執行的結果，此與當事人之意思表示

並不相符，以及中國大陸關於締結數據訊息形式之契約，在條款生效前，任一

方當事人得請求被給予一個簽署確認信件的權利，以智能合約來說，因其自動

執行的特性可能使任一當事人無法擁有契約生效前的簽署權利 135而成為智能

合約有效的潛在阻礙，而難以融入既有之技術性法規範。 

(四). 智能合約法律責任歸屬： 

       智能合約具有法律效力可能只是區塊鏈技術結合運用的第一步，究竟哪些

類型的契約才適合以智能合約的方式呈現？又或者當智能合約實際運作時，造

成他人的損害時，究竟該負責的人是誰？開發智能合約程式的人是否有責任？

或者只有智能合約所涉及的當事人才是該負責的人？近來平台責任的加重是否

                                                      
134 徐忠，區塊鏈能做什麼、不能做什麼？，2018 年 11 月 06 日報導，新浪財經意見領袖專欄，

http://finance.sina.com.cn/zl/2018-11-06/zl-ihmutuea7551496.shtml，最後拜訪日：2018 年 12 月 21
日。 
135 同註 65。 

http://finance.sina.com.cn/zl/2018-11-06/zl-ihmutuea7551496.s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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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影響智能合約責任歸屬之認定？ 

        本研究認為法律結構簡單者才適用以智能合約進行相關應用，例如有以智

能合約進行保險理賠的相關運用 136，而音樂著作之授權單就權利金分配之部

分，音樂創作者快速取得款項的部分與此有相類似之處，僅需將真正著作權人

與貢獻部分登載於區塊鏈上，結合智能合約預先設定好的合約款項自動將報酬

撥付給真正權利人應為可行。而法律責任之歸屬應回歸一般契約法之概念，由

締約雙方對於各自契約內容負擔義務與相關責任。Bitmark 的創辦人—Sean 

Moss-Pultz，其認為在區塊鏈技術時代已經沒有大平台的責任，應該由簽約當

事人自行依照簽約內容負責，至於架設區塊鏈技術服務平台或是 App 應用者，

應由各自的負責人依照平台服務提供者負責，其同樣具有通知取下的法律義

務，具有管領資料權限之人亦應有相對應的法律義務 137。 

(五). 智能合約法律救濟上之問題： 

由於智能合約需紀載一些必要的基本變數，這些變數記載並建立於分散式

公開帳本後，即不可再被更改 138，則在其上發佈的智能合約無法取消運作，在

代碼即法律的世界，及其自動履行的特性，再加上智能合約當事人間要約與承

諾合致上的不確定性，均將因欠缺法律救濟機制（lack of legal recourse）139或自

動履行的特性而有取代部分現實世界法律執行的可能性，故在智能合約自動履

                                                      
136 林展民，以智能合約實現快速醫療保險理賠，國立政治大學資訊科學系碩士在職專班論文，

2016 年，頁 35-41。 
137 Sean Moss-Pultz 在 2018 年 7 月 13 日台灣網路治理論壇所舉辦關於區塊鏈技術在台灣的應用、發

展與未來論壇的發表內容。 
138 同註 70，頁 35。 
139 同註 27，頁 38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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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特性方面，法學家 Primavera De Filippi140 以及 Aaron Wright 表示：「當事人

固然可以自由決定契約簽訂的法律框架與運作規則，惟一旦做出選擇後就無法

擺脫，因為區塊鏈技術會自動執行智能合約，完全不理會當事人之意願。」

141，智能合約執行效率高的原因在於「我們不能選擇違約」，因此履約過程自

動執行的特性讓使用者無轉圜餘地。 

雖然智能合約有提供一個進行合約銷毀的函式，惟必須是智能合約的建立

者才能調用這個函式 142。Washington and Lee University 的法學院教授 Joshua 

A.T. Fairfield 表示：「這代表未來會有更多紛爭，但更多紛爭不代表這是個不

好的技術。」143惟這樣的紛爭是否上到法院，De Filippi 認為有 80%違約事件並

未被強制執行，因為訴訟成本太高，而在區塊鏈時代，這樣的結果並不會相差

太多，因為智能合約確實已被執行，只是一方對於執行結果不滿意而已，是否

會耗費大量資源到法院解決紛爭，以及是否真的能夠找到締約的當事人恐怕也

是需要考慮的問題 144。 

 

第三節  區塊鏈技術專利佈局概述 145,146 

                                                      
140 她是哈佛大學法學院伯克曼互聯網與社會研究中心的教授，大部分研究都集中在比特幣，以太

坊和其他區塊鏈應用這樣的新興分散技術所面臨的法律挑戰上以及分佈式架構有關的“設計治

理”的概念。 
141  Primavera De Filippi & Aaron Wright, Decentralized Blockchain Technology and the Rise of Lex 

Cryptographia, Social Science Research Network, March 10, 2015, at 43. 
142 同註 70，頁 36。 
143 同註 27，作者唐.泰普史考特於 2015 年 6 月 1 日訪談 Joshua A.T. Fairfield 的內容，頁 385。  
144 同註 27，頁 385。 
145 宋皇志，方興未艾之區塊鏈專利，月旦法學雜誌第 266 期，2017 年 7 月，頁 52-68。 
146 林秀英（台灣經濟研究院研六所副研究員），全球區塊鏈專利布局動向剖析，新興領域：8 月焦

點 3，2018 年 8 月 16 日，https://findit.org.tw/upload/research/research_20180816018.pdf，最後拜訪日

2019 年 1 月 26 日。 

https://findit.org.tw/upload/research/research_20180816018.pdf%EF%BC%8C%E6%9C%80%E5%BE%8C%E6%8B%9C%E8%A8%AA%E6%97%A52019%E5%B9%B41%E6%9C%8826
https://findit.org.tw/upload/research/research_20180816018.pdf%EF%BC%8C%E6%9C%80%E5%BE%8C%E6%8B%9C%E8%A8%AA%E6%97%A52019%E5%B9%B41%E6%9C%88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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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根據資料顯示 147，中國的區塊鏈專利在 2017 年申請數突破千件，累計已公開

的申請件數達 1,659 件；美國 USPTO 從 2011 年首度出現區塊鏈發明型專利申請案

件後，到 2018 年 7 月 20 日，已公開的申請件數合計 878 件。推估到年底時，2017 

年已公開的區塊鏈發明型專利申請數應該會超越 2016 年申請數，甚至可能呈現倍

增成長的趨勢。歐洲 EPO 與台灣 TIPO 的區塊鏈發明型專利申請案件，截至 2018 

年 7 月 19 日，已公開的申請件數並不多，均為 66 件，估計未來申請數應會持續推

升。 

        而區塊鏈技術內涵如前揭所述，即係將任何交易資訊傳送至各節點後，由各節

點電腦比拚算力，計算繁複的數學函數，最先完成計算且經過全網驗證之節點取得

記帳的權利，以建立一個不具有中心管理之新型態點對點分散式資料庫（Peer-to-

Peer，下稱 P2P），該資料庫同時具有網路之功能，且可避免因中央伺服器遭入侵

而被破壞或竄改之風險，透過提升流程效率與透明度，改善既有的業務流程，支援

發展新的業務模式，發展新型態的 P2P 業務模式 148。 

        目前架構比特幣的區塊鏈非完全圖靈完備，其腳本的程式能力有限；以太坊則

為完全圖靈完備，可架構智能合約的電腦程式語言為 Java Script 的 Solidity，以及

Python和Serpert。因此，有論者認為區塊鏈技術在形式上屬於一套開源、去中心化

                                                      
147 透過中國國家知識產權局 SIPO、美國專利商標局 USPTO、歐洲專利局 EPO、台灣智慧財產局 
TIPO 等四地區的專利資料庫進行區塊鏈關鍵字檢索，並過濾篩選初步檢索結果的專利，最後針對

篩選後的專利申請案件，進行統計分析。同前註，頁 2。 
148 參與者彼此之間未必互相信任，透過區塊鏈與智能合約提供的技術性信任機制，無須藉由其他

中間人之手即得完成交易。此種交易方式即為毋須中間人的同儕商業模式（Peer-to-Peer，P2P）。

同註 49，頁 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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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軟體與電子商務運作協議 149。電子商務之運作大抵使用之中央伺服器 150為主從

式架構，由於傳統分散式架構可以傳遞資訊，惟難以解決支付款項與交易雙方彼此

不信賴的問題，然由中立的中介第三方建置之交易平台則會花費較多的時間與成本，

且一旦中央伺服器毀損即會影響資料安全性。因此電子商務業者均在尋求能夠取代

中介者，並解決支付款項與交易雙方彼此不信賴的技術方案。 

        而談到區塊鏈技術之專利申請，由上所述，其技術內涵即係由程式語言與代碼

所組成之軟體與電子商務運作協議，因此多半會朝軟體專利的方向進行申請，故關

於軟體之專利適格性，依據美國最高法院 2014 年的 Alice 案採取較 In re bilski 案更

嚴格的標準，法院認為大多數的軟體為抽象思想而不具有專利適格性，單純使用電

腦執行抽象思想或是商業模式已不足以使其具有專利適格性，在此標準適用下，極

少軟體或電子商務方法專利能通過美國法院針對專利適格性的審查，因而在適用二

段測試法後否准軟體與電子商務方法之專利適格性，惟此舉將會影響區塊鏈技術於

專利上之取得可能。因此，專利適格性的判定目前美國實務多依照 Maya 案的二段

測試法：第一階段判定是否僅為抽象思想，若否，即具有專利適格性；若是，進入

第二階段針對系爭權利項單獨、整體的判斷發明概念相較抽象思想是否具有明顯更

多（ siginificantly more ）。而何謂明顯更多，表現於「軟體提升電腦本身的功能」

或是「促進其他技術或技術領域的進步」151。 

        關於軟體專利近年的發展，Enfish v. Microsoft 美國聯邦巡迴上訴法院 2016 年

的判決為影響區塊鏈技術專利有效性的關鍵判決，蓋 Enfish 擁有 6151604 號專利以

                                                      
149 同註 79，頁 53。 
150 中央伺服器分為主從式（client-server）與分散式（peer-to-peer）。同註 72，頁 54。 
151 同註 79，頁 62-6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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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 6163775 號名為「自引用資料庫」（self-referential database）專利，系爭專利乃

係針對電腦資料庫運作進行創新模式，相較於傳統關聯式資料庫（ relational 

database）將每一實體（entity）置於單獨表格中，系爭專利則是將全部資料實體置

於單一表格中，Enfish 認為微軟銷售的 ADO.NET 軟體侵害其專利權，故於 2012 年

對微軟提起系爭專利的侵權訴訟，地方法院認為系爭專利不具有專利適格性，從而

認定專利無效。Enfish 上訴，在聯邦巡迴上訴法院適用二段測試法，發現系爭專利

自引用資料庫確實可提升電腦將資料寫入記憶體以及自記憶體擷取資料之效能，且

在技術上，相較習知技術具有較小記憶體、較短資料搜尋時間以及較大操作彈性等

優勢，故聯邦巡迴上訴法院認為系爭專利揭示的自引用資料庫具有特殊的資料庫結

構，能確實提升電腦運作效能，即具有專利適格性。據此，區塊鏈技術建立之新型

態點對點分散式資料庫，其去中心化的特性可讓交易免去中間媒介，大幅降低交易

成本，任何資訊、交易一經記載及不得再被竄改可確保資訊的安全，上述特性確實

能夠提升電腦將資料寫入記憶體，以及自記憶體擷取資料之效能，在運用 Enfish案

聯邦巡迴上訴法院之見解下，由區塊鏈技術所建立之資料庫具有專利適格性 152。 

 

第四節 中國運用區塊鏈技術進行證據存證之現況 

        由於電子資料具有隨時性、多發性、易逝性的特點，因此可靠的儲存方式係確

保電子資料不被篡改、保持其完整性的關鍵。而電子資料、數據的固定和保存方式

從初期經由公證機關進行複雜的操作錄製與公證，到可信時間戳記之一體化的源碼

                                                      
152 同註 79，頁 64-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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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取與認證，表明了電子證據取證方式和運用因技術的不斷發展而更新。以區塊鏈

技術作為電子資料存儲、確保資料完整性的存證方式，是互聯網技術與司法審判深

度結合之應用。 

        值得注意的是，2018年 9月，中華人民共和國最高人民法院制定之「最高人民

法院關於互聯網法院審理案件若干問題的規定」承認了區塊鏈存證的法律效力，該

法令之第 11 條第 2 項規定：「當事人提交的電子數據，通過電子簽名、可信時間

戳、雜湊值校驗、區塊鏈等證據收集、固定和防篡改的技術手段或者通過電子取證

存證平臺認證，能夠證明其真實性的，互聯網法院應當確認」153。此種新型態的

電子證據存證技術雖因區塊鏈技術本身而具有難以篡改、刪除之特點，進而使電子

數據之證據取證程序便捷化、高效率且低成本，然其作為一種資料存儲的方式，僅

能確保已上傳至區塊鏈中的電子資料具有完整性，故當其作為證明案件事實之證據

時，如涉及多個區塊鏈，即應逐一審查各區塊鏈中所保存的資料是否與初始上傳之

資料相對應；意即首先應審查初始上鏈的電子資料是否為涉案侵權檔所對應的電子

資料，其二則應審查各區塊鏈中所對應之涉案電子資料一致性 154。   

        目前區塊鏈存證已成為北京、杭州、廣州三家互聯網法院普遍的取證方式之一

155。而根據相關資料顯示，杭州互聯網法院早在「最高人民法院關於互聯網法院

審理案件若干問題的規定」出台前已針對杭州華泰一媒文化傳媒有限公司訴深圳市

                                                      
153 尋夢新聞，最高人民法院定調，區塊鏈存證獲初步認可，https://ek21.com/news/1/70314/，最後拜

訪日：2019 年 4 月 7 日。 
154 新華網，杭州互聯網法院首次確認區塊鏈電子存證法律效力，http://www.xinhuanet.com/2018-
06/28/c_1123051280.htm，最後拜訪日：2019 年 4 月 7 日。 
155 幣世界，區塊鏈版權保衛戰：侵權難治，技術無解，https://www.bishijie.com/shendu_18228，最

後拜訪日：2019 年 4 月 7 日。 

https://ek21.com/news/1/70314/
http://www.xinhuanet.com/2018-06/28/c_1123051280.htm
http://www.xinhuanet.com/2018-06/28/c_1123051280.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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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同科技發展有限公司侵害作品資訊網路傳播權糾紛案，於 2018 年 6 月 28 日作成

（2018）浙 8601 民初 81 號一審判決（下稱本案），首次對採用區塊鏈技術存證的

電子資料的法律效力予以確認，本案原告為杭州華泰一媒文化傳媒有限公司（下稱

華泰一媒公司），被告為深圳市道同科技發展有限公司（下稱道同公司）。 

  本案法院主要審酌之爭點有三個，分別為(一)、華泰一媒公司是否具有原告主

體資格；(二)、道同公司是否構成侵害原告之資訊網路傳播權以及(三)、若侵權成

立，則華泰一媒公司主張之賠償金額是否合理等爭點，其中原告華泰一媒公司為證

明被告道同公司在其運營的網站中發表了原告享有著作權的相關作品（下稱涉案作

品），通過了第三方存證平臺—保全網，進行侵權網頁的自動抓取及侵權頁面的源

碼識別，並將相關資料計算成雜湊值上傳到 Factom 區塊鏈，由於本案宣判後雙方

當事人均未提出上訴，故該案判決現已生效，本研究認為本案在區塊鏈技術存證應

用之部分具有參考價值，故將針對上揭關於區塊鏈電子存證的法律效力認定之部分，

以下將以杭州互聯網法院之相關判決內容為論述主軸，並進行文獻與相關實務見解

之探究 156。 

 

(一). 華泰一媒公司具有原告主體之資格 

  杭州互聯網法院認為涉案作品係對於社會現象進行採訪、描述、歸納和評議，

內附圖片在角度、構圖和光線體現了作者的選擇與編排方式而具有獨創性，符合中

國大陸著作權法關於文字作品和攝影作品之規定而受著作權法保護，且涉案作品發

                                                      
156張延來，網路法實務圈，重磅號外：全國首例區塊鏈存證判決在杭州互聯網法院誕生！【附判決

書】，https://reurl.cc/nmrYn，最後拜訪日：2019 年 4 月 7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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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時署名的兩位記者均聲明該作品著作權歸都市快報社享有，結合都市快報社出具

的勞動合同和該聲明能證明涉案作品的著作權由都市快報社享有。都市快報社將涉

案作品之資訊網路傳播權以排他的方式授權予華泰一媒公司行使，並明確華泰一媒

公司能以自己名義就涉嫌侵權之行為提起訴訟，因此華泰一媒公司具有提起本案訴

訟之主體資格 157。 

 

(二). 道同公司是否構成侵害原告之資訊網路傳播權 

  而在道同公司是否構成侵害原告之資訊網路傳播權之部分，華泰一媒公司通過

第三方存證平台—保全網針對道同公司之侵權網頁予以取證，並通過區塊鏈儲存電

子數據之方式證明電子數據未被竄改而具有完整性，故若要認定本案之侵權行為是

否確係存在，即必須就華泰一媒公司固證、存證方式是否符合中國大陸電子數據相

關規定及該證據之證明力進行認定。根據中華人民共和國電子簽名法第 8 條之規定，

將電子數據做為證據應考量：1.生成、儲存或者傳遞電子數據方法之可靠性；2.保

持內容完整性之方法是否具有可靠性；3.鑑別發件人之方法是否具有可靠性；4.其

他相關因素之規定。據此，本案法院審查存證平台資質、侵權網頁取證之技術手段

可信度以及區塊鏈電子證據保存完整性等三方面進行認定 158。 

 

(三). 保全網具備本案存證平台之資格 

  運營保全網的公司－數秦公司，其股東之組成結構以及經營範圍相對於原告以

                                                      
157 同前註。 
158 同註 2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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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都市快報社而言較具有中立性，且保全網已通過國家網路與信息安全產品質量監

督檢驗中心之鑑別檢測而認定保全網具有作為第三方電子存證平台之資格。查保全

網之固證系統架設在阿里雲 BGP 數據中心，其服務器於收到侵權網頁之 URL，透

過自動回傳目標地址，以確保侵權鏈結之抓取係一有效可訪問之網頁地址，而抓取

則係透過 Google 開源程式 Puppeteer 的 Curl 來獲取目標網頁源碼，由 Puppeteer 在

DevTools Protocol 協議上控制 Headless Chrome 的 Node 庫提供 API，作為爬蟲訪問

頁面收集數據之工具，而 Curl則是通過模擬 HTTP請求，獲取頁面內容與訊息，並

利用 URL規則在命令行下工作的文件傳輸工具 159。 

        此種固證系統對於任何人均公開、公平、開放，任何人均可使用，操作過程乃

係由機器自動完成事先設定之程式，因此取證、固證過程遭受竄改之可能性較小，

且該技術手段對目標網頁進行抓取而形成的網頁截圖、源碼資訊、調用日誌能相互

印證，可清晰反映資料的來源、生成及傳遞路徑，應當認定由此生成的電子資料來

源可信性較高。同時，保全網已獲得公安部第三研究所與國家網路與信息安全產品

質量監督檢驗中心授予之信息系統安全等級保護認證證書與備案證明，其所使用之

Puppeteer 以及 Curl 關於網頁擷取與源碼調取之技術性，亦透過浙江千麥司法鑑定

中心進行技術鑑定加以確認，在無相反證據推翻之情形下，法院認定保全網通過開

源程式抓取目標網頁以儲存電子數據之方式具有可靠性，故本案通過 Puppeteer 抓

取的網頁截圖顯示「第一女性時尚網」於 2017 年發布之被訴侵權文章與涉案文章

基本一致，再通過 Curl 獲取之目標網頁源碼網址為 www.ladyfirst.com，經查詢，

                                                      
159 同註 226。 

http://www.ladyfirst.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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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ww.ladyfirst.com 網站名稱即為「第一女性時尚網」，該網址之備案主體 160即為

道同公司 161。 

 

(四). 運用區塊鏈技術保存電子證據完整性之審查 

        通過網頁截圖和源碼提取以固定證據之第一階段後，第二階段即將前階段形成

之資料計算成 SHA256 值存儲至公共 FACTOM 區塊鏈中以此確保資料不被竄改。

而審查此技術方法之可靠性須對於區塊鏈技術加以分析判斷。蓋區塊鏈技術誠如前

面章節所述係一去中心化之資料庫，由多個節點以同步資訊之方式驗證資訊有效性

並生成區塊，若需要修改鏈上之資料必須要修改區塊內及其之後的所有區塊，並修

改所有節點所備份之數據與相關資料，因此修正、竄改之成本非常高昂，故於此確

保鏈上之電子數據具有內容真實、完整、可靠與關聯性。為確認電子數據已上傳至

區塊鏈，應從電子數據是否真實上傳和上傳的電子數據是否為本案系爭電子數據兩

方面為審查 162： 

 

1. 電子數據已真實上傳且上傳的電子數據為本案系爭電子數據 

        根據華泰一媒公司提供之交易哈希值於 FACTOM 區塊鏈中查找，可以發現該

                                                      
160能對網站負法律責任之法人或自然人。《互聯網資訊服務管理辦法》（國務院令第 292 號）第四

條：“國家對經營性互聯網資訊服務實行許可制度；對非經營性互聯網資訊服務實行備案制度，未

取得許可或未履行備案手續的，不得從事互聯網資訊服務”。《非經營性互聯網資訊服務備案管理

辦法》（原資訊產業部令第 33 號）第三條：“擬從事非經營性互聯網資訊服務的，應當向其住所所

在地省通信管理局履行備案手續”。中華人民共和國工業和資訊化部，非經營性互聯網資訊服務備

案核准，http://www.miit.gov.cn/n1146300/n1306936/n1307231/n1307236/index.html，最後拜訪

日:2019 年 4 月 5 日。 
161 同註 226。 
162 同註 226。 

http://www.ladyfirst.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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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易哈希值之生成時間與使用 Puppeteer 以及 Curl 自動獲取網頁截圖、源碼所顯示

之時間具有合理性；區塊節點中包含之內容與保全網下載之網頁截圖、源代碼及相

關打包壓縮文件進行哈希值計算，經比對該數值與 FACTOM 存放之哈希值一致，

據此確認保全網已將完整之電子數據上傳至 FACTOM 區塊鏈中而未被竄改 163。 

 

2. 運用區塊鏈技術進行固證應個案認定效力 164 

        採用區塊鏈技術對於電子資訊與數據進行存證、固定程序，不可應該技術具有

難以竄改之特點而降低證據認定之標準，而應依據電子數據相關法令、電子數據來

源與內容完整性、技術手段之安全、可靠與形成之合法性與其他證據相互應證之關

聯度以綜合判斷個案證據之效力。 

 

(五). 本案侵權證據之認定 

        據此，本案通過保全網自動抓取所形成的的電子證據清楚反映電子資料的來源、

生成及傳遞路徑，其包含的各項資訊與其他證據的關聯性、區塊鏈存證所反映的時

間戳記資訊與其間之邏輯關係，均能夠進一步印證電子資料的真實性。故本案依據

自動抓取程式所反映的侵權頁面資訊、網頁源碼所指向的網址與當事人的陳述加以

比對而能夠反映侵權行為成立之結果。蓋自動抓取程式所反映的抓取開始和完成的

時間差、資料生成和上傳至區塊鏈的時間差，其間僅有幾秒間之誤差值，於此除可

印證固證、存證方式之可靠性，更可形成一完整的證據鎖鏈，而足以認定該等電子

                                                      
163 同註 226。 
164 同註 2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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證據之法律效力，並據此作為認定道同公司於其運營之「第一女性時尚網」發布侵

權內容（即涉案作品）之證據，最終形成華泰一媒公司侵權指控成立之判決結果

165。 

 

第五節  區塊鏈技術運作之問題與挑戰 

        現今區塊鏈技術之應用越趨普及，惟如同許多倚賴資料蒐集與分析的新興科技，

同樣在科技發展運作下面臨商業化的運作困境。首先我們必須思考的是為什麼音樂

產業適合用區塊鏈技術，由區塊鏈技術建立的數據庫是最慢、最貴、低效能、高成

本的運作方式，根據 Bitmark 的創辦人—Sean Moss-Pultz 在 2018 年 7 月 13 日台灣

網路治理論壇所舉辦關於區塊鏈技術在台灣的應用、發展與未來之會談中表示，如

果結合區塊鏈技術來運作智能合約，和在 AWS（Amazon Web Services）伺服器上

部署運作相比，其網絡速度將慢上一千萬倍，且成本方面將貴上兩千萬倍。以太坊

創始人 VITALIK BUTERIN 表示，在公有鏈上所有人必須下載自開始以來的所有交

易資料，惟區塊鏈本身對於資料處理的速度每秒最多僅能處理 15 筆交易（即 TPS，

每秒能處理之交易數），因此如果應用要求更高的性能，大多數人會選擇創造自己

的私有鏈進行交易，然私有鏈交易將會失去將交易資訊公開透明化的目的，而如何

將區塊鏈相互打通也成為了尚未解決的技術難題之一，雖目前 VITALIK BUTERIN

提出擴容方案，估計能增加以太坊 TPS 每秒交易量 30 倍，然運算效率與處理資訊

與儲存之成效仍未可得知 166。 

                                                      
165 同註 226。 
166 YahsinHuang，以太坊創辦人 Vitalik Buterin 來台演講，首次介紹「ZK ZK Rollup」以太坊擴容

方案，2019 年 3 月 17 日報導，https://blocktempo.com/ethereum-vitalik-buterin-in-taiwan-first-intro-zk-

https://blocktempo.com/ethereum-vitalik-buterin-in-taiwan-first-intro-zk-zk-rollu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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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惟區塊鏈技術其去中心化的運作系統結合數位資產的防偽技術可避免金流走失，

藉由去中心化的運作機制與加密技術來保障資料主體隱私與資料掌控權，同時可掌

握交易的流向，知悉交易之客體，這正是音樂產業所需要的透明化交易過程、精確

的交易資訊，以及報酬分配明朗化，因為透明反而有助於產業的運作，Sean 認為

特定音樂創作的著作權人是誰，以及該音樂目前由誰代理發行與授權，均不值得企

業花大把金錢與時間進行保密，因為該等資訊作為保密性的訊息來管理，無法讓市

場或是音樂創作人得利，而對於消費者而言，私密的資訊更不是其消費音樂的理由

與主要訴求。 

        然而目前市場上對於去中心化的交易執行模式，以及去中央化的資訊管理接受

程度尚不明朗，意即對於區塊鏈技術的程度並不高，且企業與供應商在這之中所扮

演的角色亦不清楚。根據圖 13所示，目前市場滲透率為 1-5%，估計需要 5至 10年

的時間，始能讓市場接受區塊鏈技術而廣泛運用。根據美國 Gartner 諮詢公司於 

2018 年的調查結果顯示 167，目前僅有 1%的企業已投資與使用區塊鏈技術，8%則

正在進行試驗性計畫，惟大多數僅屬於概念性的驗證（Proof of Concept, POC），

而無法通過初始的試驗性階段。對於傳統企業來說，超過 85%的區塊鏈相關措施缺

乏說服力、可行性與永續商業應用，雖然區塊鏈技術已通過許多概念性之驗證，惟

在技術安全性、介面使用彈性、市場擴張性、資料管理、標準建立與企業大規模商

業使用方面均面臨挑戰。因此若要順利進入商業及技術具有可行性的階段前，必須

                                                      
zk-rollup，最後拜訪日：2019 年 3 月 18 日。 
167 蔡玉琬，2018 年區塊鏈技術成熟曲線，國家實驗研究室科技政策研究與資訊中心，科技發展觀

測平台，2018 年 9 月 3 日報導，https://outlook.stpi.narl.org.tw/index/focusnews/detail/534，最後拜訪

日：2018 年 12 月 12 日。 

https://blocktempo.com/ethereum-vitalik-buterin-in-taiwan-first-intro-zk-zk-rollup
https://outlook.stpi.narl.org.tw/index/focusnews/detail/5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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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對現有市場投注規模性的教育宣導成本，以提升市場最終使用者對於區塊鏈技術

開發潛能有相當程度之了解，進而帶動整體消費行為 168。 

圖 24：區塊鏈技術發展 169 

蓋企業投資區塊鏈技術將會在組織結構、商業模式與營運模式等方面產生顯著

的影響，而區塊鏈技術所提供的服務與產品與目前的電子商務平台相似，惟多了資

訊真實性認證之部分，分別為知識證明機制（Zero-Knowledge Proof）、代幣、隱

私性控制、應用程式介面（API）與防盜電子錢包（secure wallet）等部分，而分散

式帳本著重於解決企業內部商業之問題，Gartner 諮詢公司認為區塊鏈技術在商業

化過程中將會面臨企業不再是商業活動的中介者，以及採行破壞式創新的新創企業

成為市場運作的潛在威脅等問題；再加上，市場上對於區塊鏈系統紀錄具有整合現

有記帳系統運作之需求，這些均是區塊鏈商業化面臨到的挑戰 170。據此，縱使許

多地區與產業對於區塊鏈技術能解決市場效率運作不彰之問題而保有高度興趣，惟

以目前的技術成熟曲線來看，仍需克服許多技術上之問題才能被產業應用，距離實

                                                      
168 同前註。 
169 由科技發展觀測平台整理，同註 167。 
170 同註 1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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現大規模的商業活動與市場仍有一大段路要走。 

        MusicGlue，一個音樂創作者與電子商務平台的合作夥伴，消費者可在其上直

接向藝人購買喜愛的音樂，其 CEO—Mark Meharry，同時也是電商平台上的藝術家

認為，區塊鏈技術是一個最糟糕的詐騙手段，專為自欺欺人的行為；Saari Ltd，一

家數位市場公司，其 CEO—Nikke Osterback 亦對於區塊鏈術的發展抱持懷疑的態

度：「我不認為音樂產業內的消費者可以輕易接受數位貨幣的新形態交易方式，其

他產業的可能性較大。當你看到一位藝術家在現階段採取區塊鏈技術，只代表他們

想塑造一個新潮、跟得上時代腳步的形象，不代表他們真的接受這項技術。我仍認

為串流媒體是目前音樂產業的主要消費型態，惟目前沒有人可以在串流訂閱服務上

適用區塊鏈技術並採取下一步的行動。」據此，區塊鏈技術在音樂產業中成功實施

的關鍵點在於要找出音樂產業內有哪些需求是新技術能滿足，且什麼樣的需求是區

塊鏈技術始能達成，並在概念上驗證可行者，才是讓區塊鏈技術在音樂產業界實施

落地的方法。 

 

第六節 小結 

        區塊鏈之技術內涵即係由程式語言與代碼所組成之軟體與電子商務運作協議，

具有時間戳記，以及一經載入即無法竄改的技術特徵，因此可用於著作權登記以及

創作過程文件的保存，另根基於區塊鏈上程式碼之以太坊，進一步可經由燃燒交易

費用之方式部署智能合約，以利著作權讓與及授權之進行，惟其相關應用目前多為

概念性驗證，後續章節將介紹區塊鏈技術如何應用在音樂產業以及可能的商業模式，

我們將更清楚的看見音樂產業所出現的困難與挑戰仍舊係在最基本的技術上做探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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雖然智能合約能以程式碼以自動履行之方式實現合約的條款與條件，比起傳統合約，

在分配報酬部分具有可預測性，使整個流程更加透明、清晰的當然優勢，惟在可預

見的未來，智能合約仍無法完全取代以自然語言制定的法律合約。 

目前仍有很多類型的合約不能完全用程式碼表述或用電腦執行，如前述提及的

不完全合約；即便可完全自動執行合約，然一旦合約雙方遇到意思表示不一致時仍

需參考法律條文和相關內涵解釋當事人真意以定義合約雙方權利的內容，才能繼續

依約履行。智能合約的出現，讓學界以及實務界均重新評估了目前的法律合約是否

符合產業的發展，惟仍然需要透過持續地嘗試、辯論與調整才能界定出適合以程式

碼實現的合約類型和條款，以及如何將兩者結合以達到最好的效果，取得合宜的法

律位階，讓智能合約落地實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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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 區塊鏈技術與音樂產業 

        近 20 年來，數位科技使音樂創作在網絡上大量散布，從根本上改變著作權經

濟，由以往的實體重製物轉變為接近創作內容權利之數位下載與串流商業模式，不

同著作物使用方式與商業模式並存，然核心問題依舊存在，意即真正權利人如何取

得合理報酬以滿足其經濟利益。隨者比特幣的出現，區塊鏈技術在 2015 年夏天成

為熱門話題，其中包含將區塊鏈技術應用在音樂產業上，這樣的應用場景主要亦是

音樂著作權人意識到運用區塊鏈技術保護自己權益的必要性，試圖使音樂創作者重

新取得其作品之利用控制權。 

蓋創意內容產業，內容是產業的核心，只要掌握了內容，市場的獲益可謂唾手

可得。由於目前唱片公司為仍為主要的音樂著作與錄音著作著作權權利持有人，音

樂創作人在目前的商業模式下，無法在音樂產業供應鏈與價值鏈上取得合理報酬，

因此學術界與實務界均嘗試為整個產業建構新型態的運作規模進行創新改造。這邊

的創新涉及的並非技術的創新，而是以既存的產業以新型態的商業模式置入既有的

框架，儘管這些消費者或是粉絲對於串流平台的使用、收聽的習慣以及黏著度情形

不一，惟音樂創作人的訂閱或是廣告贊助之串流服務權利金收入仍舊必須服從唱片

公司或是集管團體的分配，因此唱片公司和集管團體在這波風潮下雖遭遇到許多問

題，但整體而言仍取得了音樂市場的控制權。以下將說明目前音樂著作與錄音著作

在不同商業模式下之供應鏈與價值鏈，並說明我國與美國對於集管團體之相關法規

範，再進一步透過閱讀文獻以剖析文化中間人之內涵，由於中間人立於市場壟斷之

地位，因此必須檢視其所創造之經濟活動及其運作的方式，本研究認為過時的授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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框架以及不透明的交易模式是目前數位音樂市場最大的問題，因此為了改善音樂創

作人之市場地位，本章亦會以音樂創作人為市場本位，提出文化中間人未來可能的

發展走向，最後概述區塊鏈技術與音樂產業之發展，嘗試以區塊鏈技術作為數位音

樂產業問題之解方。 

 

第一節 區塊鏈與音樂產業 

         過去市場上採取的是信賴第三方中心化管理技術，惟第三方機構常因其可取

得交易雙方的資訊而居於壟斷優勢地位，產業內開始出現第三方機構壟斷市場運作

的問題，進而在資訊不對等的情形下欺騙交易雙方並從其中獲利。因此為了改善市

場壟斷問題，區塊鏈技術成為產業考量之解決方案。Melanie Swan，區塊鏈研究機

構（Blockchain Institute）創辦人表示：「區塊鏈技術提供社會研究以及加密技術

一個新的發展可能性。關鍵因素在於這項技術以去中心化的特性，使得網絡的運作

具有更高的效率，且資訊可被永久的紀錄並以加密技術安全的保存下來」，

Melanie Swan 進一步表示：「想像一下如果有一份文件可以被任何人不斷的驗證與

更新以確定每筆交易的真實性並保存於分布式帳本中」。171 

        去中心化的應用亦開始漸漸影響金融以外的產業，以音樂產業而言，Youtube

串流平台上的相關戲謔仿作（parody songs），以 2015 年使用區塊鏈技術建立之播

放清單歌曲：Taylor Swift’s Everything has changed 為例，該歌曲之相關收益已可透

過區塊鏈技術公平分配收益，顯現出巨大的商機，因此區塊鏈開發者以及相關技術

人員發現區塊鏈技術能夠觸發的運用不只是金融產業，更能跨足多元領域以及應用，

                                                      
171 Jeremy Silver, supra note 2, at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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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影響力除了帶來政治、經濟上的好處，關於交易保存記錄難以竄改之特性更是社

會進步的基石，因此開始探索該項技術應用在其他領域的可能性 172，以下來看運

用在音樂產業的情形。 

 

第一項 區塊鏈技術去中心化架構與分布式存儲系統 

         Fred Wilson, William Mougayar 在最近一次的演講中表示：「網際網路從 1994

年開始影響我們的生活，人與人之間的溝通途徑，包含社群媒體到郵政系統、平面

媒體供應鏈以及實體店面，以及自助出版平台的出現、電子商務產業蓬勃發展，均

大幅度影響人們的生活。現在我們進入區塊鏈技術承諾實現落地的階段，而這項技

術帶給社會發展之分界關鍵點在於：去中心化的信任、不受中介商控制的自由流通

與價值之傳遞」173 。蓋 2009 年的金融危機即已顯現出中心化系統管理出現問題，

金融危機與次級房貸的爆發的原因均來自於金融系統過度依賴中心化數據庫的集中

管理。 

        英國格瑞薩姆學院的 Mainelli 教授，同時為都柏林、哈佛以及倫敦政經學院的

校友，其在最近一次的訪問中表示：「根據過往的經驗，通常係由中心化數據庫作

為第三方信賴機構，然第三方信賴機構經常對於交易雙方形成雙面詐欺。首先，第

三方機構賄絡一方登載錯誤的資產或是交易資訊；而成功的第三方通常具有市場上

壟斷地位，一旦其取得相關數據或是權利，其即具有優勢性壟斷地位，銀行、證券

交易所以及環球銀行金融電信協會（SWIFT）即為具有壟斷地位的第三方機構。」

                                                      
172 Jeremy Silver, supra note 2, at 6. 
173 ETHFANS 月亮，觀點 | Fred Wilson, William Mougayar: 為什麼是以太坊，2017 年 6 月 30 日報

導，http://ethfans.org/posts/why-ethereum，最後拜訪日：2019 年 1 月 7 日。 

http://ethfans.org/posts/why-ethereu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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區塊鏈技術所建立之系統和既有系統最大的差異點在於，該技術之運作本身不需受

制於一個中心的控制與命令，而是以去中心網絡模式進行，去中心化又分為兩種形

式，一為去中心化網絡本身，另一為完全分散之運作模式，圖 25 即為網絡分布形

式 174： 

圖 25：網絡分布形式 175 

 

        去中心化或是分散式網絡最顯著之益處在於，交易訊息能夠快速地傳遞，不需

要經過中心的掌控，由於傳遞的過程沒有遇到瓶頸，因此比中心化網絡來的快，但

這只有在完全分散式的網絡才能達到無瓶頸的傳遞方式，在去中心化的網絡中，節

點還是會成為傳遞訊息的瓶頸。所以從技術層面來說，雖然去中心化以及分散式

網絡這兩者均祛除了單一中心點的缺失，也同樣給予所有網絡參與者一個可以相互

共享服務與資訊的平台，但僅有完全分散式網絡始能夠更有效率地進行交易並降低

交易成本。 

        根據前面章節所述，以太坊是一個開源加密貨幣平台，相對於比特幣而言是另

一種選擇，在以太坊上可以運作智能合約，並同時解決加密問題且利用分布式儲存

                                                      
174 Jeremy Silver, supra note 2, at 11. 
175 Jeremy Silver, supra note 2, at 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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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件系統（IPFS）處理大量資訊，IPFS 的運作模式開啟音樂產業各種交易與授權

方式的可能性。 IPFS 被商業企業大量運用在開放資源平台的建設上，像是

ConsenSys 以及 Alexandria 等項目。詞曲創作者、音樂家—Imogen Heap，以及區塊

鏈技術擁護者，均認為智能合約能夠處理音樂授權的交易，並且快速的分配收入給

相關的利益方。惟智能合約除了前面提到的法律問題外，在技術層面上還有一個問

題沒有被解決，意即當交易數據分布儲存並到全球的帳本上，需要足夠的頻寬才能

保證在有限時間內相關資訊即時同步到數據庫中。根據資料顯示，要同步到全球的

帳本上必須要有 60kb 的頻寬，這也是比特幣的運作方式，這對於要將上千筆數據

資料或由 hash 加密的智能合約同步上鏈是另一個挑戰，而圖靈機的隨機演算法在

加密技術上扮演重要角色。 

 

第二項 區塊鏈技術在音樂產業之應用場景 

        由於波士頓的 Berklee音樂學院創意企業機構在 2015年 10月 2日舉辦了論壇，

邀請全球在音樂產業深耕多年的專家，一同討論區塊鏈技術帶來的透明交易訊息以

及獲取公平合理收益的可能性，因此促發區塊鏈技術應用在音樂產業的廣泛討論。

針對這次的論壇 Berklee 學院亦發表了相關研究報告－Fair Music: Transparency and 

Money Flows in the Music Industry，這論壇亦協助 Berklee 學院獲取相關資訊以建立

中立公開區塊鏈平台，讓音樂創作者對於自己的作品具有較大的控制權，這樣的應

用場景主要來自於音樂著作權人意識到運用區塊鏈技術保護自己權益的必要性，因

此極力為整個產業建構新型態的運作規模進行創新改造 176。 

                                                      
176 Jeremy Silver, supra note 2, at 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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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而區塊鏈技術的追隨者更進一步追求建立更具有系統性的制度，他們認為可以

利用區塊鏈技術建立一個去中心化的音樂產業運作模式。也許是因為比特幣惡名昭

彰，因此相關技術開發者將其焦點放在比特幣底層技術的開發。比特幣生來就是用

於金融機構，區塊鏈卻有無限可能，它可以被用在全球性的網絡資料庫，例如音樂

資料庫，該資料庫中包含著作權歸屬資訊以及授權著作等相關數據，而其透明且不

可竄改的特性能把每一筆交易清楚、透明的記載在區塊鏈的帳本上，可以讓音樂創

作者能夠對於創作之部分內容進行彈性、小額的授權交易，大幅度地節省交易成本，

再加上數位音樂跨界串流的需求激增，對於著作權歸屬以及授權等訊息之穩固消息

來源需求亦日漸升高，因而促發 Global Repertoire Database （下稱 GRD）之出現，

GRD 為了使數位音樂著作的使用更加便利、安全，因此匯集了全球的音樂創作的

著作權權利歸屬、授權著作方式等資訊。其他區塊鏈相關之技術亦隨之出現，像是

創作者之真實身分可經驗證、追查並確認交易紀錄等，均可提高交易對象的聲譽而

有助於後續交易之進行 177。  

目前支持新型態音樂產業的區塊鏈運作模式者為該領域的技術擁護者以及音樂

創作者，而居於音樂產業運作核心之全球前三大唱片公司對於利用區塊鏈技術發展

新型態的商業模式運作的看法均未得到正面的回應。當然這樣的情形不可直接推斷

唱片公司無法在新型態的商業模式中得到相對應利益並將此作為一個指標；相反的，

這有可能代表三大唱片公司已開始對區塊鏈技術進行投資，並在該領域中尋求利基

點及公司可據以發展的優勢 178。 

                                                      
177 Jeremy Silver, supra note 2, at 4. 
178 Jeremy Silver, supra note 2, at 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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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項 集管團體與區塊鏈技術 

        近年來，新創公司在實際運作上多遭遇到如何取得精確的數據、如何協調自集

管團體個別音樂創作者、藝術家間取得之數據、運算數據之結果、資料來源真實性，

與正確辨識貢獻者等資訊透明性的相關問題。雖然個別藝術家與唱片公司以及集管

團體間均個別簽有合約，惟整個集管團體太大，個別成員難以形成撼動核心的影響

力；再加上，集管團體運作之授權系統過於老舊，已漸漸無法同時處理數位時代下

與日俱增的大數據。以集管團體針對廣播收入之權利金分配為例，其權利金之分潤

比例係根據不透明且不明確的概括授權契約條款，不僅跨國款項無法即時收取外，

大部分的款項還會分配給對於該收益並無貢獻的最大權利人—唱片公司。這不僅只

是運作流程除錯或是主要標準技術轉換的問題，最根本的癥結點在於如何追蹤著作

人，並處理突然對於著作主張權利之著作人權益分配問題。 

        據此，集管團體在權利人、音樂創作人的社會壓力下，為了增進競爭力已開始

擬定相關規範與政策以促進資訊與數據應用上之透明性，歐洲聯盟指令特別針對集

管團體的資訊透明性提出跨境許可建立數位單一市場之「歐盟數位單一市場著作權

指令」(Directive on copyright in the Digital Single Market)，雖然數位化打破了固有的

領土疆界，惟線上與線下交易仍存在市場間的隔閡，因此若能將遍布全球的線上與

線下市場整併為單一市場，將能消除跨境交易的障礙，並重新分配數位領域的出版

權以及錄製權以謀取更有利的授權條件。 

        雖然此政策之目的在本質上違反集管團體的特性，但資訊透明有助於運作的效

率。而來自英國音樂著作集體管理團體（collective management organizations, 簡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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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 CMOs179）的 PPL （Public performance licensing），其 CTO—Mike Douglas 亦有

意識到上述問題，並認為透過區塊鏈技術結合智能合約事前設置的條款，不僅能夠

即時進行權利內容之登載以及發布權利內容，更可自動履行相關條款，進而協助集

管團體提供服務:「我們的任務就在於協助表演者了解其與集管團體間的合約條款

內容、合約義務及權利狀態。而根據民主運作的原理原則，多數人說的事實應為真，

因此若區塊鏈技術能夠驅動民主原則並驗證事實，將能有效幫助市場運作。」蓋

PRS （Performing Right Society）for Music Limited 和 PPL分別代表不同的權利人，

並各自有不同的授權條款與相關政策；PPL 代表音樂表演者以及唱片公司管理錄音

著作，授權他人使用、並代為收取和分配權利金；PRS 則是代表歌曲創作者、音樂

出版商進行音樂著作，包含詞、曲著作的使用、授權等管理 180，由此可知，在全

球音樂數據資料庫建立之前，要建立數位單一市場、單一授權窗口仍具有一定的困

難度。 

         然 Mike Douglas 亦提及運用區塊鏈技術可能遭受到的困難：「惟採用區塊鏈

技術進行全部作品的集體權利登記並非代表不會發生任何問題，我們將無法阻止一

位表演者聲稱自己在特定作品中演奏特定音軌，且該事件由其朋友、家人加以認證，

縱使事實上其並未參與演奏，或是一位來自斯幹那維亞半島的非專屬授權人對於單

一作品所有權的登載請求，據此PPL對於此種情形設有爭端解決機制，目前我們仍

                                                      
179 CMO 是一個由會員（即權利人）委託將會員的著作權授權他人使用、並代為收取和分配權利金

而換取管理費的機構。工總智財權電子報，英國「著作權集體管理指令」實施條例自 2016 年 4 月

10 日 起 生 效 ， 98 期 ， 2016 年 5 月 25 日 報 導 ，

http://www.cnfi.org.tw/cnfi/ipr/98epaper/2016_98.htm#_Toc451876646，最後拜訪日：2019 年 1 月 9
日。 
180 PPL STANDING UP FOR MUSIC RIGHTS, PPL AND PRS FOR MUSIC, http://www.ppluk.com/I-
Play-Music/PPL-and-PRS-for-Music-/, last visited：Jan.9.2019. 

http://www.cnfi.org.tw/cnfi/ipr/98epaper/2016_98.htm#_Toc451876646%EF%BC%8C%E6%9C%80%E5%BE%8C%E6%8B%9C%E8%A8%AA%E6%97%A5%EF%BC%9A2019
http://www.ppluk.com/I-Play-Music/PPL-and-PRS-for-Music-/
http://www.ppluk.com/I-Play-Music/PPL-and-PRS-for-Musi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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無法確定區塊鏈技術能夠解決權利登載重疊的問題。但我可以確定的是這能夠讓群

眾外包模式得到良好的發展機會，確認資訊耗費我們太多成本，現在有許多運用這

樣營運模式的專業團隊，像是 Quantone、Gracenote、WhoSampled。」因此，區塊

鏈技術雖可讓資訊上鏈之後防止該等資訊難以被竄改，卻無法作為驗證資訊真偽的

工具以確保資料來源的真實性 181。 

 

第二目 集管團體無法處理的身分驗證問題 

        音樂經濟權利之運作方式，如同其他經濟制度在群眾外包時代（crowdsourcing）

面臨到的挑戰，社會大眾對於中心化的運作系統，多半具有挑釁其權威性的意味，

中心化的管理方式早已不合時宜，PPL 的 CEO—Peter Letham 認為不論對於該等運

作系統進行何等努力，都會受到大眾的挑戰。在數位時代下，群眾外包模式所建置

的線上資料庫，以維基百科為例，由於任何人均可直接對平台上的資訊進行編輯、

修改並認證，資訊來源充沛，因此基本歸因謬誤（fundamental attribution error）的

情形已非常態，事實之認定受到大環境的影響，中心化的管理方式已非唯一選項。

PRS 的 Graham Davies 亦進一步指出伴奏樂手(session player)之問題:「伴奏樂手因

不專屬於任何樂團的伴奏樂手，不在任何中心化組織之編制中，且通常須臨場根據

業主的要求融合各種音樂種類的元素進行樂曲的改編與即興，故時常無法得知最終

作品來自哪幾首作品。」因而其無法事先取得相關著作之授權，行為亦難以被單一

機構預測與管理，進而出現使用糾紛與詐欺事件，就算行為之初不具有詐欺的意圖，

仍無法避免該等情形的發生。 

                                                      
181  Jeremy Silver, supra note 2, at 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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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據此，有論者認為著作權之所有權認定、表演者貢獻認定，或是自 1960 年代

即存在的錄音著作人身分認證等問題，可透過身分認證系統解決該等問題，

ConsenSys 的 Joseph Lubin 即認為身分認證可以透過數位時代下的加密技術架設一

個自主身分認證系統，因此目前 ConsenSys 即透過智能合約建立一個無需第三方驗

證的自主身份系統—Uport，給予每個使用者一個永久的身分，無須輸入帳號、密

碼 182，故不會受到中心系統針對特定言論內容進行管控，因此可以在在不同商業、

政治背景下運作特定群體共識與信賴。ConsenSys 亦希望 Uport 這套系統可以廣泛

運用到各領域，以取得更大的市場利基點 183，因此銀行與郵政之中心化管理系統

或許可以將 Lubin 的身分認證觀點做為解決方案，亦即建立一個聲譽登記認證系統，

交易雙方可以透過該系統進行交易對象之聲譽進行評估。 

        事實上，許多公司均在處理著作所有權人的認定問題；瑞典的 Auddly AB公司

架設了一套能夠紀錄錄音著作權人以及內容創作著作權人等數據資料的系統，同樣

的，區塊鏈技術沒有辦法解決所有問題，關於工作流程相關資訊不透明的問題需另

尋他方，然在著作權人認定以及共同著作貢獻比例認定問題卻可獲得大幅度的改善，

因此讓 PRS 以及 PPL 均考慮運用區塊鏈技術來解決著作權人貢獻評估問題以及表

演者著作權認定問題，以群眾驗證交易對象之方式較目前依照各國智慧財產政策來

認定著作權益更具有效率 184。 

        值得注意的是，有論者認為比特幣挖礦技術是一種驗證交易的方法，不適合用

於音樂表演貢獻的歸屬認定，PRS 的 Graham Davies 表示：「交易的驗證乃係透過

                                                      
182 私鑰即為其密碼。 
183 Jeremy Silver, supra note 2, at 48. 
184 Jeremy Silver, supra note 2, at 45. 



 

112                                          DOI:10.6814/NCCU201900529 
 

礦工解決複雜的加密問題，而這跟著作權之所有權認定或表演者貢獻認定無關，亦

非處理交易糾紛與相關請求索賠等事項，而是關於驗真交易對象是否具有足夠的資

金來進行交易。」185然在發現其他解決著作權人貢獻評估問題以及表演者著作權

認定問題之途徑前，目前運用區塊鏈技術進行身分認證可以同時解決著作權人認定

問題以及著作權授權架構之建立。因此本研究認為可將區塊鏈技術與上述的自主身

分認證系統進行結合運用，或可打散集管團體的中心管領力，成功將著作利用權回

歸到音樂創作人手中，並促進市場運作之效率，以同時促進數據的蒐集、身分認證

以及處理相關交易訊息等目的。 

 

第三目 集管團體走向大數據—全球資料數據庫 

        全球的集管團體不僅面臨到身分認證問題，另一個難題即是如何在單一系統中

為離散的數據與資訊建置數據庫。毫無疑問的是，目前尚未有一個全球性的數據庫，

因此集管團體所擁有的數據庫並不完整充足，而最有可能的原因在於，集管團體通

常僅得在特定區域內取得著作權人之部分授權，再加上數位時代下出現不同型態的

著作權益，促使著作分割為出版權、錄製權以及表演權等多元權利，各國亦對上揭

權益在立法架構上有不同的定義，據此多種不同功能的權利種類、不同區域以及再

授權合約就像一大碗有著各類蔬菜的濃菜湯，整合上述資訊需耗費大量成本，而難

以建立統一全球交易資訊之數據庫。據此，英國的 PRS、瑞典的 STIM 已和德國的

GEMA 組成 ICE（International Copyright Enterprise）歐洲版權中心，ICE 希望建立

一個跨境連結各數據庫的資訊庫。關於整治以及協調音樂出版相關數據等相關工作

                                                      
185 Jeremy Silver, supra note 2, at 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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已進行大約十年，ICE自歐盟於 2015年 6月宣布同意其在統一著作數據庫上發展著

作授權中心，目前已可以產出重大的成果，似乎帶動整個產業走向對的道路，益彰

顯出音樂產業最根本的需求即是欠缺一個全球性的數據資料庫。 

        而前述提及的 GRD 雖然自 2014 年即開始努力統整全球數據庫使資訊一致，卻

面臨失敗的結果，當時 ICE亦為建置GRD的關鍵參與者。2014年7月，UKMusic186

的主席 Andy Heath 在英國貿易專刊 Music Week 上發表了一篇社論，希望藉此喚起

音樂產業的從業者能從這次的失敗中自我鞭策並找到新出路。全球資料庫建置失敗

的現象並非為音樂產業獨有，關鍵問題出在這些資料庫均是以中心化的方式進行管

理，誠如 Mainelli 教授所言 :「中心化的第三方管理模式不斷面臨失敗，例

如:eBix187、PPL，他們失敗的主要原因在於，給予產業相關數據與資訊將讓特定人

在市場取得壟斷地位，並讓特定群體可以運行其他專案，卻無法帶給自己相對應的

利益。」蓋中心化系統的權力源來自於形塑這套系統的管理中心，而中心化之管理

方式即需與所有利益相關參與者間達到一個烏托邦等級的共識後始可運作，惟要達

成該程度的共識非常困難，因此交易往往係在不信任的情形下進行，故中心化管理

系統的崩壞來自於參與者彼此之間的不信任，Consensys 的 CEO Joseph Lubin 認為

GRD 提出一個新的解決方案卻無法負擔重整系統的鉅額成本，最終迎來失敗的結

果。 

                                                      
186 UK Music 是一家由企業資助的英國音樂產業組織，成立於 2008 年 10 月，透過遊說、教育與進

行相關研究來追求英國音樂出版業、錄音產業以及現場音樂表演等相關單位之共同利益。About UK 
Music，https://www.ukmusic.org/about/，最後拜訪日：2019 年 1 月 9 日。 
187 為保險、金融和醫療行業按需軟件和電子商務服務的領先國際供應商，提供端到端(end-to-end)
解決方案，包括基礎設施交換、運營商系統、代理系統，並為涉及保險業的所有實體提供定制軟件

開發的風險合規解決方案。About eBix，https://www.ebix.com/，最後拜訪日：2019 年 1 月 9 日。 

https://www.ukmusic.org/about/
https://www.ebix.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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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心化管理的失敗成為去中心化解決方案提出的契機，Mainelli 教授提倡採用

區塊鏈技術與分散式帳本所建立的全球去中心化著作數據庫來發掘產業長期價值，

而不可避免地，打破中心化運作系統將會造成權力移轉，整體產業將有機會重新分

配利益，且相較於建立數據庫的成本，去中心化的管理方式能讓更多人獲取合理利

潤，而實踐上，亦確有依照上述解決方案架設去中心化系統的運作者—Ujo music，

去中心化之分散本質可以避免被關鍵參與者破壞，且相較以勞力密集建立的 GRD

數據庫 188更能達到成本節省的目的。惟目前要建立一個能把著作權人權利狀態、

現場表演以及所有實體資產之數據登載在內的系統仍舊十分困難，且尚未設計出一

套激勵機制能讓音樂創作者、藝人等產業內部等相關參與者進行下一步的行動，這

些核心參與者是否願意成為早期使用者將形成關鍵性的影響。 

 

第二節 區塊鏈技術是音樂創作人的解方還是枷鎖 

        蓋內容創意產業需要數據來建構與運作，而蒐集這些數據尚不需要區塊鏈技術，

因此目前由數位平台進行該項作業。以 Google 為例，其透過 Youtube 以及

ContentID系統並經由Kobalt建置新型態的GRD數據庫。其中，ContentID為Google

用於辨別與驗證著作權人之系統，先集結權利人之資訊，透過驗真程序避免未經授

權的使用行為，隨後再透過Kobalt進行貨幣化，因此對於尚未取得授權即上傳之著

作內容，可透過 take-down 機制來抑止該等侵權行為，並可一併檢驗廣告商客戶在

付費部分的收入分成，以有效執行相關費用之支付，著作權人亦可以此機制保護自

                                                      
188 GRD 數據庫的價值必須待整個系統建置完成後才能開始獲取利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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己的創作內容與相關權益，避免未經授權的使用行為侵蝕其經濟利益。而 Kobalt189，

係一家音樂權利管理公司，其整合 ContentID 系統與 Youtube 上相關版權資訊所建

立的平台趨近於全球資料數據庫。蓋 Google 經由 Kobalt 取得之經濟利益與日俱增，

目前 Kobalt 每個月能將 Youtube頻道上的 10.5 億部影片貨幣化，且媒合 1 百 8 千萬

部影片讓客戶進行使用 190，因此銷售渠道若遭受到來自違法使用或盜版著作侵蝕

合法交易之市場而無法成功將著作貨幣化，則無法獲得任何利益，縱算掌握所有資

訊也是枉然。 

        於此，ATC 藝術管理公司 191的董事總經理兼合作夥伴—Brian Message 表示：

「若Kobalt能提供一個快速記帳、全然透明且全球分佈、即時，並可進行多筆小額

授權部分音樂內容的系統，誰還需要區塊鏈技術? 」192，意即數位平台之發展若能

經由提供數據給中心化管理中心，侵權者即會停止發生破壞行為，並如 Google 以

及Kobalt所聲稱的受到安全港的保護，則數位平台之發展將會是一片榮景。惟該等

推論我們都知道是一個過於烏托邦的假想，在實踐上有許多窒礙難行之處，主要原

因在於網路平台的使用者遍佈全球，如何逐一提起訴訟以遏止濫用不法使用行為是

一大難題，再加上前述章節亦提及目前尚未有一套機制能夠檢驗使用者能夠透過數

位平台支付合理報酬給真正權利人，因此對於每一個不法且不公平之行為均採取訴

訟之方式加以遏止，將耗費過多成本而無助於產業之發展。 

                                                      
189 Kobalt Music Group 是一家獨立的音樂權利管理公司，由 CEO—Willard Ahdritz 於 2000 年創立，

主要提供出版服務，為藝術家提供版稅收入和活動，並允許藝術家直接管理自己的權利和版稅，本

身並不擁有任何版權。https://www.kobaltmusic.com/，最後拜訪日：2019 年 1 月 10 日。 
190 Kobalt 的 CEO—Willard Ahdritz 在 2015 年 4 月美國的 Billboard 貿易雜誌上表示。Jeremy Silver, 
supra note 2, at 53. 
191 ATC management 是一家處理藝術家現場表演與票務系統的公司，致力於為其藝術家的長期利益

尋找最佳商業夥伴關係，http://atcmanagement.com/，最後拜訪日：2019 年 1 月 10 日。 
192 Jeremy Silver, supra note 2, at 53. 

https://www.kobaltmusic.com/
http://atcmanagement.com/%EF%BC%8C%E6%9C%80%E5%BE%8C%E6%8B%9C%E8%A8%AA%E6%97%A5%EF%BC%9A2019
http://atcmanagement.com/%EF%BC%8C%E6%9C%80%E5%BE%8C%E6%8B%9C%E8%A8%AA%E6%97%A5%EF%BC%9A20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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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根據前述，中心化管理之失敗經驗為去中心化管理出台的契機，蓋音樂產業的

發展導向具有成為整體內容創意產業在經濟發展上更廣泛採用區塊鏈技術的催化劑，

其轉型將為整個創意內容產業之經濟發展打響第一槍，並促使市場上的挑戰者或新

創企業，抑或是向兩者銷售的供應商產生相類似的需求，因而在市場上出現越來越

多區塊鏈技術的商業應用。特別是創作藝術家，使音樂產業成為區塊鏈技術相關應

用場景最具吸引力的試驗場。如果有一家公司嘗試為電網建置區塊鏈網絡 193結果

失敗，不僅影響範圍大，客戶不滿意的程度可能會立即反映在市場上，直接造成公

司的重大損失；惟若同一家公司運用區塊鏈技術在獨立樂團的驗真系統上，雖最終

為失敗的結果，然其所遭受到的反彈會較小。 

       另一方面，新創企業若能成功說服知名藝術家的參與，將能使公司營運快速達

到規模化，並同時取得公眾與媒體的注意，媒體通常對於投資者而言是非常有用的

第三方認證機構，且若實行結果為正向，相關概念的實施經驗將作為其他領域的參

照實證，而可向其他產業談取合作方案以擴大經營，可以說是失敗的損失成本小，

成功卻可得到可觀的獲益，這樣的投資方案實在引人入勝。隨著在其他行業領域對

於區塊鏈技術投資之增加，音樂產業已漸漸可以在低風險且潛力無窮的市場中找到

自己的定位，並且有越來越多的投資者願意花費時間和金錢來建立音樂產業的區塊

鏈網絡，而非投入能夠獲取更多利益與價值的金融服務和能源產業，均足以反映音

樂產業在內容創意產業和經濟中的獨特地位。 

        由此可知，運用區塊鏈技術帶給 B2B 的好處顯而易見，以 Spotify 為例，其即

                                                      
193 在區塊鏈上建立小規模的太陽能發電將促進電力市場形成開放性的競爭。區塊客，區塊鏈電網

可能重塑電力傳輸概念，https://blockcast.it/2018/04/07/blockchain-power-grid-reshape/，最後拜訪

日：2019 年 1 月 10 日。 

https://blockcast.it/2018/04/07/blockchain-power-grid-reshape/
http://atcmanagement.com/%EF%BC%8C%E6%9C%80%E5%BE%8C%E6%8B%9C%E8%A8%AA%E6%97%A5%EF%BC%9A2019
http://atcmanagement.com/%EF%BC%8C%E6%9C%80%E5%BE%8C%E6%8B%9C%E8%A8%AA%E6%97%A5%EF%BC%9A20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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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了搶占區塊鏈運作效率的優勢而再造平台，且在短期內採用通用數據標準而使公

司在進行下一步的技術開發方面處於有利地位；同樣的，Apple Music 亦自母公司

取得可觀的資金，運用區塊鏈技術的優勢再造 iTunes 商店平台，另外，不可否認

Google、Kobalt、環球音樂以及索尼音樂等這些音樂產業內之核心參與者同樣會為

了搶佔市場優勢而採用區塊鏈技術以組成私有聯盟鏈，或是建置一個能夠使企業接

觸到的區塊鏈系統作為華納音樂、Deezer194以及 Songkick195的底層技術系統；想像

一下如果 Merlin—歐洲最大的娛樂公司在營運 20 年的網絡上投入公開透明之公有

鏈開發，並邀請原先尚未與Merlin合作的各界藝術家一起上鏈，以建立一個緊密鏈

結全球經濟的底層運作基礎建設，其所締造的市場經濟潛力與技術優勢將不容忽視。

其他相類似機構亦將採用區塊鏈技術運用在音樂產業，例如 Musicbrainz 196、

Discogs197以及 DDex198，每一間公司試圖解決的問題均不同，而這三間公司均符合

                                                      
194 Deezer 是一家法國串流音樂平台，2015 年 1 月 Deezer 收購美國電信商 Cricket Wireless 旗下音樂

服務 Muve Music，以及音響設備大廠 Sonos、Bose，以提供 FLAC（Free Lossless Audio Codec）格

式之高音質音樂。科技新報楊安琪，對戰 Spotify、Apple Music，法商 Deezer 串流音樂服務在美上

線，2016 年 7 月 20 日報導，http://technews.tw/2016/07/20/deezer-music-streaming-service-comes-to-
the-us/，最後拜訪日：2019 年 1 月 10 日。 
195 Songkick 成立於 2007 年，其應用程式允許用戶根據與他們的音樂庫和在線帳戶與 Soundcloud、
Shazam 和 Spotify 等服務的集成、跟蹤和設置他們所在地區的現場活動通知，該公司還為藝術家提

供基礎設施，直接向粉絲銷售門票，方便藝術家們推銷自己的內容創作。華納音樂集團於 2017 年 7
月宣布收購 Songkick。每日頭條，華納音樂收購 Songkick 核心資產售票業務不包括在內，2017 年 7
月 17 日報導，https://kknews.cc/zh-tw/tech/e8gb5jn.html，最後拜訪日：2019 年 1 月 10 日。 
196 MusicBrainz 是一個旨在創造開放資料音樂資料庫的專案（類似 Freedb），它原初的目的是針對

光碟資料庫（CDDB）中的限制，但如今已不再將目標局限於 CD 後設資料儲存庫，而擴大為一種

結構化的「音樂維基百科」。https://zh.wikipedia.org/wiki/MusicBrainz，最後拜訪日：2019年 1月 10
日。 
197 Discogs，是 Discographies 的簡寫，是一個專門收集音樂音頻文件的網站和資源眾包資料庫。目

前擁有超過 8 百萬張發行專輯，接近 490 萬音樂藝術家，超過 1 百萬間唱片公司，由 346,000 貢獻

者提供服務，上述數據持續增長。https://zh.wikipedia.org/wiki/Discogs，最後拜訪日：2019年 1月 10
日。 
198 DDEX 是一家帶領媒體公司、音樂授權組織、數位服務提供商以及技術中介者專注於創造數位供

應鏈標準之公司。http://ddex.net/about-ddex/，最後拜訪日：2019 年 1 月 10 日。 

http://atcmanagement.com/%EF%BC%8C%E6%9C%80%E5%BE%8C%E6%8B%9C%E8%A8%AA%E6%97%A5%EF%BC%9A2019
http://technews.tw/2016/07/20/deezer-music-streaming-service-comes-to-the-us/
http://technews.tw/2016/07/20/deezer-music-streaming-service-comes-to-the-us/
http://atcmanagement.com/%EF%BC%8C%E6%9C%80%E5%BE%8C%E6%8B%9C%E8%A8%AA%E6%97%A5%EF%BC%9A2019
https://kknews.cc/zh-tw/tech/e8gb5jn.html
http://atcmanagement.com/%EF%BC%8C%E6%9C%80%E5%BE%8C%E6%8B%9C%E8%A8%AA%E6%97%A5%EF%BC%9A2019
https://zh.wikipedia.org/wiki/MusicBrainz
http://atcmanagement.com/%EF%BC%8C%E6%9C%80%E5%BE%8C%E6%8B%9C%E8%A8%AA%E6%97%A5%EF%BC%9A2019
https://zh.wikipedia.org/wiki/Discogs
http://atcmanagement.com/%EF%BC%8C%E6%9C%80%E5%BE%8C%E6%8B%9C%E8%A8%AA%E6%97%A5%EF%BC%9A2019
http://ddex.net/about-ddex/
http://atcmanagement.com/%EF%BC%8C%E6%9C%80%E5%BE%8C%E6%8B%9C%E8%A8%AA%E6%97%A5%EF%BC%9A20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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區塊鏈協議並將資訊上鏈，成為此產業發展之催化劑，這些公司之發展亦值得持續

關注。 

        然而上述商業策略的實效性仍未可知，在技術層面上，一個運用新技術所建立

之新型態商業模式，其技術發展大概需要 10 到 15 年的時間，因此在全球區塊鏈熱

潮中，市場上對於區塊鏈相關產品與服務的回應不如預期，且消費者對於去中心化

的商業生態系統與加密貨幣的接受度仍不明朗，再加上區塊鏈技術的發展對於音樂

產業中的集管團體或是特定族群而言，無法在技術轉型上獲得利益，因此目前市場

上採用區塊鏈技術者多為個人利益，因此目前仍無法確定區塊鏈技術與數位平台的

合作成效，且數位平台與區塊鏈技術的結合只是成就下一個中間人世代的出現，不

僅無法消弭市場龍頭的勢力，反而成為更無法攻破的高牆，故本研究認為若要讓音

樂產業能在數位時代得到良好的發展，運用區塊鏈技術建立一套去中心化的數據授

權機制係產業發展的核心，而在合作夥伴的選擇上，除了與唱片公司、網路平台等

中間人合作以外，和研究音樂產業相關的學術機構合作或許也是一條出路。 

         OMI（The Open Music Initiative，下稱 OMI）即為 Berklee 音樂學院創意創業

學院（BerkleeICE）和麻省理工學院媒體實驗室共同領導的項目，該項目匯集了音

樂產業利益相關者，包括主要唱片公司、音樂出版商、串流音樂服務商、集管團體

組織，藝術家及技術開發人員，建置一個提供互通全球音樂著作權利數據交易服務

之技術框架，以實現新型態的音樂產業生態運作系統。BerkleeICE 創始人—Panos 

Panay，同時為 Sonicbids199的創辦人以及Rethink Music200的董事總經理以及 2015年

                                                      
199 Sonicbids 是一家收取費用進行樂團與表演媒合配對的公司。https://www.sonicbids.com/，最後拜

訪日：2019 年 1 月 10 日。 
200 Rethink Music 成立於 2009 年，是美國 Berklee 創意創業學院、音樂學院與 Harvard 大學的 Midem 

https://www.sonicbids.com/
http://atcmanagement.com/%EF%BC%8C%E6%9C%80%E5%BE%8C%E6%8B%9C%E8%A8%AA%E6%97%A5%EF%BC%9A2019
http://atcmanagement.com/%EF%BC%8C%E6%9C%80%E5%BE%8C%E6%8B%9C%E8%A8%AA%E6%97%A5%EF%BC%9A20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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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月的 Fair Music Report201出版商，其認為目前創意內容產業的基礎建設尚未發展

出符合消費音樂的模式，因此其希望藉由學術機構的中立性，發展出一個可以透過

公開透明的途徑相互分享權利且符合數位音樂商業模式的開源技術架構，包含核心

功能區塊與 APIs 之應用程式編程介面，在此架構下允許技術開發人員或相關利益

者在其上構建自己的 OMI 兼容系統，亦即這些 OMI 兼容系統可以互通有無，不需

要進一步取得系統控制權。 

         OMI兼容系統由Context Labs提供關鍵技術支持，以及相關戰略設計，其CEO，

同時為 Berklee 的董事 Dan Harple 表示 OMI 的構想來自於其在 UC Berkeley進行開

放創新的研究，其進一步表示 OMI 的另一個關鍵目的就在於避免重蹈 GRD 的失敗

經驗，雖然 GRD 在建構一個標準權利管理架構上最終獲得一個失敗的結果，亦不

代表 OMI 項目是建構一個標準或是資料庫，分布式帳本本身並不是一個數據資料

庫。目前 OMI 在早期發展階段，由於其所提供之功能不具有破壞性，在生態圈中

的任何一個人均可自此項目受益，近期內，唱片公司會竭盡所能的回補其未能自數

位串流平台上之獲益，則 OMI項目對唱片公司而言有極大的合作誘因。 

        據此，雖然區塊鏈技術整體效能並未在目前市場上取得絕對的優勢，對於運用

在音樂產業的成效不宜太快下定論。惟區塊鏈技術的確帶給音樂產業以下三個潛在

的發展面向： 

1. 對於音樂產業的相關數據與資訊建置新形態的授權框架：透過蒐集交易紀

                                                      
& Berkman 互聯網社會中心所合作的一個項目。http://www.rethink-music.com/about/，最後拜訪日：

2019 年 1 月 10 日。 
201 BerkleeICE 的項目，由 Rethink Music 授權發行。http://www.rethink-music.com/about/，最後拜訪

日：2019 年 1 月 10 日。 

http://www.rethink-music.com/about/
http://atcmanagement.com/%EF%BC%8C%E6%9C%80%E5%BE%8C%E6%8B%9C%E8%A8%AA%E6%97%A5%EF%BC%9A2019
http://atcmanagement.com/%EF%BC%8C%E6%9C%80%E5%BE%8C%E6%8B%9C%E8%A8%AA%E6%97%A5%EF%BC%9A2019
http://www.rethink-music.com/about/
http://atcmanagement.com/%EF%BC%8C%E6%9C%80%E5%BE%8C%E6%8B%9C%E8%A8%AA%E6%97%A5%EF%BC%9A2019
http://atcmanagement.com/%EF%BC%8C%E6%9C%80%E5%BE%8C%E6%8B%9C%E8%A8%AA%E6%97%A5%EF%BC%9A20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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錄  ，建置關於著作權人身分辨認與儲存後設資料的全球數據資料庫

（GRD）以導向全球分布式的授權交易。 

2. 針對長尾效應 202下的商品設計可行的商業模式：建置全然獨立的平台，

允許低成本交易之進行，讓更多樂團能夠進入市場，擴大使用者範圍。 

3. 增進當前領導者的運作效率：集管團體、主要唱片公司以及出版商使用私

有鏈之技術，使算繪、演譯系統在去中心化的模式下達成運作規模化而更

具效率，最終成為全球標準。 

        蓋區塊鏈技術或是所謂的智能合約，即係透過降低交易成本以及自動化來解決

音樂產業現階段的問題，是一個最有可能解決長尾效應中新興藝術家生存問題的技

術。但值得注意的是，當新創企業前仆後繼的爭相趕上這股區塊鏈熱潮，即使交易

成本可以降至零，市場行銷的成本費用將會加重採用區塊鏈技術者之負擔而降低運

作效率，但有可能出現每一位藝術家均擁有一條區塊鏈，這將是消費者的惡夢，也

失去原先讓區塊鏈技術進入市場的意義，且將會有一個人在這些區塊鏈之上建立一

層集結這些資訊的應用層，讓原先建立的直接性與透明性失去功效。儘管每位藝術

家均分別有一條區塊鏈是一個惡夢，但比較可能出現的情形是鏈上有多種不同版本

的區塊鏈，且由不同的藝術家使用，使創造出來的價值無法確切預測。 

        因此在區塊鏈技術能夠與中心化系統之運作相抗衡之前，中間人與區塊鏈技術

間如何協調運作創造真正的共享經濟是現階段能夠做到且符合市場需求的商業策略。

如同前述 OMI 兼容系統，與其他技術比較成熟度後將區塊鏈作為科技投資組合之

                                                      
202 長尾效應即指那些原來不受到重視的銷量小但種類多的產品或服務由於總量巨大，累積起來的

總 收 益 超 過 主 流 產 品 的 現 象 。 MBA 智 庫 百 科 ， https://wiki.mbalib.com/zh-
tw/%E9%95%BF%E5%B0%BE%E7%90%86%E8%AE%BA，最後拜訪日：2019 年 1 月 10 日。 

https://wiki.mbalib.com/zh-tw/%E9%95%BF%E5%B0%BE%E7%90%86%E8%AE%BA%EF%BC%8C%E6%9C%80%E5%BE%8C%E6%8B%9C%E8%A8%AA%E6%97%A5%EF%BC%9A2019
https://wiki.mbalib.com/zh-tw/%E9%95%BF%E5%B0%BE%E7%90%86%E8%AE%BA%EF%BC%8C%E6%9C%80%E5%BE%8C%E6%8B%9C%E8%A8%AA%E6%97%A5%EF%BC%9A20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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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美國 Gartner 諮詢公司更建議技術創新與企業領導者在投資之前，須釐清欲投

資產業之生態體系環境與經濟可行性，並評估部署區塊鏈技術與其他現行技術間的

操作彈性、整合成本與技術環境安全性、市場擴張性以及伴隨利益而來的營運風險

是否符合企業初始之投資目的 203。 

 

第三節 小結 

        由於內容創意產業係一個高度不可預測的市場，一件作品是否能夠成功的被市

場接受，運氣所占比例高，因此需要唱片公司、集管團體以及網路平台商等文化中

間人對於市場趨勢之判斷，惟集管團體運作之授權系統過於老舊，已漸漸無法同時

處理數位時代下與日俱增的大數據，多個授權窗口、疊床架屋且不透明的授權模式

導致大部分的權利金收益均在這些中間人的手中，再加上數位環境下對於資訊的搜

索成本，以及分銷創意內容成本等摩擦並未消失，僅係隨著不同銷售模式變換存在

的形式，網路平台藉由蒐集交易雙方之資訊掌握數據，取得排他性的技術控制權，

進而居於市場壟斷之地位，使音樂創作人所處之環境更顯嚴峻，不僅喪失直接與著

作利用人締約之能力，其權利金收益更需要經過上述中間人之層層剝削之後才能分

到殘羹剩飯。 

        因此目前音樂市場上極需一個能夠追蹤權利金、蒐集數據並同時將紀錄分布至

各網點系統之現有技術以處理著作人權益分配問題，而這些中間人亦面臨變革的需

求，雖然每一個時代的新科技雖然均預示著中間人的終結，惟市場上對於信任的需

                                                      
203 同註 8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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求，以及中間人對於交易雙方因溝通頻率高而產生的高品質聯繫關係，其所提供的

價值無法被替代，均讓中間人在市場上的地位不可抹滅，在資訊爆炸的時代仍需要

合作型中間人所提供之服務，始能讓市場獲益極大化，以達到音樂創作人獲取合理

報酬之終極目標。當然現階段對於音樂創作人而言，驅逐市場上的寄生蟲是其首要

任務，並找到合作者，以彰顯中間人所創造的價值。 

        據此，本研究認為區塊鏈技術能夠成為音樂產業的解方，除了能夠有效且到位

的呼應音樂產業根本上的需求，更能夠成為驅逐寄生蟲型中間人之工具。由於產業

中對於合併各大平台數據的需求節節攀升，以及音樂產業內之收益逐年消退，均代

表著整體產業需要一個新的交易框架。在集管團體方面更彰顯其重要性，不過最終

仍舊要視集管團體是否願意冒險進入更大、更公開透明的網絡，以搶占使用者市場。

投資區塊鏈技術雖然在前期取得獲益較慢，但能隨著後期的積累可取得較多的投資

報酬。而 PRS 以及 PPL 等機構若採用區塊鏈中的私有鏈將可保有原先內部性的建

置與運作架構而無須全然透明，或可選擇部分透明，使得整個分佈式系統的運作更

具有效率。 

        當然採用區塊鏈技術之初將因其對於市場而言過於新穎，說服投資者與教育市

場的成本高，無可避免地會在成本上有比較多的支出，且市場經濟的核心參與者是

否大規模採用該技術取決於市場接受度、消費者易用性與效用、監管法規之審批和

商業可行性等因素而具有高度不確定性，導致短期內無法彰顯利益而影響長期採用

該技術的市場信心；然而上述技術成本可以逐漸攤還在長期的營運當中，區塊鏈技

術之發展特徵乃係追求永久利益，意即該技術之本質即係倚靠一步一步地累積以達

成目標，其獲取之利益將平均分攤於每年之收益中，與一大步推進的他項技術大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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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同。 

        如何運用區塊鏈技術建立一套去中心化的數據授權機制係產業發展的核心，根

據前述，目前區塊鏈技術之運作宗旨在於建立一個公開、透明的開放性合作平台，

本研究亦不建議與既有市場進行脫鉤，如何在不損及既有市場參與者利益下建立新

型態的生態圈是首要之務，故在合作夥伴的選擇上，除了與唱片公司、網路平台等

中間人合作以外，和研究音樂產業相關的學術機構合作也是另一種商業策略之選擇，

讓創意內容產業中的消費者、音樂創作人以及相關企業體，在公平、公開、透明且

有效率的數位生態系統中取得加密後的安全保障以及經過驗真的身分認證，進而達

成三贏的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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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章 新興商業模式之案例介紹 

        由於音樂產業既有的商業模式過於注重唱片公司對外的品牌與信譽之形象經營，

忽略經濟利益的獎勵機制遠比產業文化上的信譽來的重要，因此市場上均期待新技

術能夠從根本上解決產業目前的問題，本研究認為目前市場上期待的創新並非技術

的創新，而是在既存的產業運作框架中置入新型態的商業模式。而既有的商業模式

根據不同藝人與音樂創作人的客戶類型大略上可分為品牌推銷以及強力推銷模式，

有名的藝人其價值即來自於粉絲的購買力，因該等藝人本身即為品牌，故適用品牌

推銷；而強力推銷則適用於那些默默無名的藝術家，需要粉絲的推廣。隨著區塊鏈

技術的出現以及市場上、學界對於區塊鏈技術應用在音樂產業的相關探討，開始出

現將區塊鏈商業模式實際應用在數位音樂產業的實際案例，諸如粉絲可以透過推廣

其所購買的音樂作品獲得獎勵，於此帶動整個音樂產業的運作等事例。區塊鏈商業

模式根據國家實驗研究院之定義為一位或多位用戶以區塊鏈作為關鍵的價值主張

(value propositions)，並有布署智能合約、管理與治理區塊鏈的能力。區塊鏈商業模

式由去中心化治理與營運，以及加密價值交互組成，最顯著改變在於大規模的去中

心化和以公有區塊鏈技術為基礎，並因減少外部依賴以及中介者並提供信任而產生

的週期時間與交易成本影響運作能力，加密的價值建立不記名與不可變造性，而智

能合約則可在無人為干預下進行自動決策，可減少摩擦、延遲性與成本。值得注意

的是，目前仍不清楚去中心化不記名交易能轉換成多少企業之獲利，因此目前盛行

的私有區塊鏈較難強化傳統商業、經濟與社會結構 204。以下將概述國內外音樂市

                                                      
204 蔡玉琬，2018 年區塊鏈技術成熟曲線，國家實驗研究室科技政策研究與資訊中心，科技發展觀

測平台，2018 年 9 月 20 日報導，https://outlook.stpi.narl.org.tw/index/focusnews/detail/541，最後拜訪

https://outlook.stpi.narl.org.tw/index/focusnews/detail/5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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場上主要運用區塊鏈技術之著名案例。 

 

第一節 美國  Ujo Music 

        首先來看 2015 年在英國成立的區塊鏈初創企業—ConsenSys。ConsenSys 主要

營運項目即為其 CEO—Joseph Lubin 所開發的去中心化應用平台，該平台目前已可

讓各領域企業在其平台上運作金融、保險、能源跨界到音樂產業的相關應用，讓內

容創造者以及消費者獲得更高的價值，促進產業交易之運作效率，由於新創企業可

以透過將應用建置在 ConsenSys 架設的開源平台上而無須自行架設，不僅省下可觀

的成本更兼具運作彈性，因此越來越多的公司爭相以區塊鏈技術為基底發展各產業

的商業模式。而 Ujo Music 即為 ConsenSys 在美國紐約布魯克林的子公司，其在

2017 年初運用區塊鏈技術搭建音樂平台，並透過架設分布式網絡處理音樂以及電

影產業相關應用，讓音樂家在以太坊區塊鏈上登記、發布和管理自己的音樂著作，

經由粉絲下載及收聽來獲得相關收益，並透過以太坊區塊鏈支持下的智能合約自動

將這些收益進行合理分配 205。 

        目前  Ujo Music 在現行音樂生態系中是關鍵競爭者，其提供一個開放性平台，

以開放系統作為的基礎建設，使用區塊鏈技術讓交易資訊透明，並利用智能合約以

及加密貨幣讓權利金自動分潤給音樂創作者及藝術家，讓音樂著作利用權回到音樂

創作人手中，為創意內容產業架構新型態的運作架構，以下將介紹  Ujo Music 平台

的基礎設施以及運用  Ujo Music 平台獲取收益的實際案例。 

                                                      
日：2019 年 1 月 21 日。 
205 流行音樂地圖，為什麼說引進區塊鏈技術是音樂市場發展的必然趨勢？，https://ppt.cc/fx，最後

拜訪日：2019 年 1 月 8 日。 

https://ppt.cc/fx%EF%BC%8C%E6%9C%80%E5%BE%8C%E6%8B%9C%E8%A8%AA%E6%97%A5%EF%BC%9A2019
https://ppt.cc/fx%EF%BC%8C%E6%9C%80%E5%BE%8C%E6%8B%9C%E8%A8%AA%E6%97%A5%EF%BC%9A20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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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項 Ujo Music 的基礎技術框架 

         Ujo Music 是基於以太坊區塊鏈建立了一個用智能合約授權音樂著作以及權利

識別資料庫的服務平台，利用 IPFS 分散式網路檔案系統，將不同資訊儲存在不同

層，建立一個轉譯後設資料的機制來儲存資訊，並運用智能合約處理使用者與音樂

創作人的授權合約，不再需要透過經紀商處理相關合約，允許藝術家可以管理自己

的身份，音樂和許可。創辦人 Jesse Grushack 認為以太坊能夠轉換及儲存價值，並

將運算結果加密，並利用縫隙市場理論作為整個系統運作的支點，整個來說，儲存

複製資訊是有用的，因為在各處均儲存資料始可達到去中心化之目的。除了移除支

付鏈條上的中間環節之外，區塊鏈技術的透明度和智能合約能夠幫助音樂人的作品

得到更加合理公平的使用，也能夠允許消費者通過分類帳證明其對某個音樂作品的

合法使用權利，以下將介紹 Ujo Music 的技術框架。 

 

第一目 Ujo Music 理想的技術組合框架 

        Ujo Music 使用以太坊區塊鏈技術來運作智能合約。由於以太坊區塊鏈技術已

經過許多實戰測試而可證明其在軟體程式開發上具有空前未有的彈性。智能合約能

夠處理授權、管理權利，讓音樂創作人能夠更有經濟效率的進行小額彈性的授權交

易，並且對於以太坊生態系中的其他應用相互間均具有互通性，因此可以快速地在  

Ujo Music 平台上增加其他應用的功能以促進運作效率。Metadata，又稱元資料、

中介資料、中繼資料、後設資料，為描述資料的資料（data about data），主要是描

述資料屬性（property）的資訊，用來支援如指示儲存位置、歷史資料、資源尋



 

127                                          DOI:10.6814/NCCU201900529 
 

找、檔案記錄等功能，元資料算是一種電子式目錄 206，而將資料在區塊鏈的不同

層間進行不同運用是一個重要目標，因為不同的參與者會視共識系統之不同來適用

適合其產品與服務的資訊架構，而 IPLD 對  Ujo Music 而言是一個理想的選擇，主

要原因在於無論是加密貨幣的區塊鏈、Git 代碼倉庫或是 Web 檔內容，雖然生成這

些資料的原理簡單，然目前卻無相關技術能讓這些資料互通有無，因此通過 IPLD

資料交互網路協議，其內部由一串雜湊值連結的子集共同組成了一個一致性的網

路，故可跨鏈和跨協議操作資料鏈接，允許資料之搜尋與儲存不受底層協定之限

制，並以 COALA IP 為智慧財產協議規範。 

        如此即可將資料進行分層處理，智能合約能直接運作商業邏輯與合約條款，其

餘資料可儲存於成本較低的數據儲存層中，目前 IPFS 和 Swarm 均可提供這樣的服

務，僅需要設計一些經濟激勵機制即可使之運作，無須每次運作均帶著所有資料一

起運轉，以促進運作效率。在這樣的技術框架之下，音樂創作者可以針對自己的音

樂作品擁有一個永久的身分認證，並可自由不受拘束的授權自己的作品以獲取經濟

上的利益而無須經過那些如寄生蟲般的中間人。 

 

第二目 Ujo Music 目前的技術組合框架 

        由於許多技術組合並未發展成熟，因此以下將會以對於  Ujo Music 所提供之產

品與服務具有可行性、可實施者來做說明：首先，其通過 Ethereum 開發以太坊智

能合約以及元資料之儲存。以太坊雖然也具儲存資料的功能，但是成本較高，所以

                                                      
206 蔡秉均，何謂 METADATA，2015 年 8 月 5 日張貼，

http://beyound22.blogspot.com/2015/08/metadata.html，最後拜訪日：2019 年 1 月 12 日。 

http://beyound22.blogspot.com/2015/08/metadata.html%EF%BC%8C%E6%9C%80%E5%BE%8C%E6%8B%9C%E8%A8%AA%E6%97%A5%EF%BC%9A20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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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 Ujo Music 存放較少資料以方便維護，而將著作產權登記與授權資訊存放在

Azure 微軟雲端平台以供後端監控查找相關資料，未來將把搜尋功能置放在開放應

用層上；在前端的部分則採用 Truffle 進行智能合約的管理與測試。而智能合約主

要具有資料登載、驗證以及時間戳的功能，每一個音樂創作人或是藝人均具有一個

永久的身分認證， Ujo Music 使用 schema.org 來建置元資料目錄，並架設資料轉譯

架構以符合 COALA IP 之相關規範，讓其他應用商亦能按圖索驥，快速找到資料加

以使用。另外 Ujo music 使用 Infura 來處理 IPFS 裡面的影音檔案，並以 Infura 提供

的節點和以太坊區塊鏈互動。由於 Infura 提供免費的以太坊 Mainnet 和 Testnet 節

點，只要填寫一些基本資料便能完成註冊、取得 API key，而無需自行建立和管理

以太坊客戶端。Ujo Music 的網站透過 Metamask 區塊鏈瀏覽器連上區塊鏈，在其上

使用 Infura 提供的節點連結以太坊節點進行 DApp （Decentralized Application，去

中心化應用）之開發，最終能以 web3 JavaScript API（下稱 web3）查詢以太坊區塊

鏈狀態、發送交易、呼叫智能合約等事項。而關於 uPort 身分認證之後將會在系統

內新增，並開發更易於使用的介面。 

         雖然目前 Ujo Music 的開發人員對於該平台仍具有控制權，用戶亦仍可刪除自

己的資料與數據，但在技術發展穩定且大多數問題被解決之時，Ujo Music 團隊將

全面撤出平台控制的穩定閥，音樂創作人將保有其權利，讓區塊鏈技術創造全球規

模的微型經濟。選擇建立完全去中心化平台是一條艱難的道路，如果想要快速達成

目標，或許可以選擇使用群眾外包的模式管理音樂創作人的權利，但這不是 Ujo 

Music 想要建置的去中心化平台運作模式，因此為了完成平台系統測試，Ujo Music

在 2015 年 10 月和英國知名作曲家暨音樂家伊莫珍.希普（Imogen Heap）合作，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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試在區塊鏈上發布音樂與執行相關權利金之分配，以下將進行說明。 

 

圖 26：Ujo Music 的基礎技術框架 207 

  

第二項 Ujo Music 的商業模式 

  在系統測試的合作夥伴上，Ujo music 一開始即將目標放在有名的藝術家而非

地下樂團，因為有名的藝術家可以讓我們知道哪些人對於這些創作有興趣且具有連

結性，並可用較少的資源達到的目標。因此他們在 2015 年 10 月和英國知名作曲家

暨音樂家伊莫珍.希普（下稱 Imogen Heap）合作。Imogen Heap 在 2015 年被音樂週

刊（Music Week）讀者票選為年度最具靈感音樂家，她認為音樂產業運作太過分

裂，最後導致音樂創作人身處於食物鏈的底端。由於科技的進步，網際網路的數字

下載、串流影音雖然為音樂發行與錄製帶來新的收入來源，但在新的仲介平臺上，

                                                      
207  INFURA: Ethereum Blockchain Infrastructure Connecting developers to the blockchain ， 

https://blog.ujomusic.com/building-ujo-1-from-the-technical-underground-to-the-future-
a39e825612ef，最後拜訪日:2019 年 1 月 13 日。  

https://blog.ujomusic.com/building-ujo-1-from-the-technical-underground-to-the-future-a39e825612ef%EF%BC%8C%E6%9C%80%E5%BE%8C%E6%8B%9C%E8%A8%AA%E6%97%A5:2017
https://blog.ujomusic.com/building-ujo-1-from-the-technical-underground-to-the-future-a39e825612ef%EF%BC%8C%E6%9C%80%E5%BE%8C%E6%8B%9C%E8%A8%AA%E6%97%A5:2017
https://blog.ujomusic.com/building-ujo-1-from-the-technical-underground-to-the-future-a39e825612ef%EF%BC%8C%E6%9C%80%E5%BE%8C%E6%8B%9C%E8%A8%AA%E6%97%A5:20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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音樂創作人仍然沒有話語權，音樂創作人所能獲得的報酬卻越來越少，非常不合理

208，臉部特寫樂團（Talking Heads）主唱 David Byrne 表示：「整個商業模式無法

長久支援任何種類的創作，網際網路將會把所有創作內容吸走，直到半滴不剩。」 

        因此 Imogen Heap 為了讓藝術表演創作者能夠在一個保有獲益的空間而能持續

創作，和音樂人若伊·基廷（Zoe Keating）傑米·巴特利特（Jamie Bartlett）、技術

專家維奈·古普特（Vinay Gupta）特色藝術家聯盟、設計師安迪·卡恩（Andy Carne）

以及經理馬克·辛普金斯（Mark Simpkins）和 Ujo Music 合作建立了菌絲網路系統

（Mycelia）209，成為第一個利用智能合約在區塊鏈上發布音樂的音樂創作者，其

所建立的 Mycelia 項目即為音樂產業運用科技優勢所建置的新型態商業模式項目。  

         Mycelia 不是一個平台，而是一個去中心化新型態音樂產業生態系，上面聚集

了所有的相關利益方，包含科技公司、唱片公司、集體管理組織、媒體平台，還有

最重要的處於業界核心的音樂創作者們。在這個生態系中大家共同制定技術標準、

道德標準和商業標準，並建立資料儲存庫（希普稱之為「孢子」），收納錄製作品

的所有 DNA 資訊（如作品與創作人的所有相關資訊）210，再透過智能合約上設置

各種授權條件，廣告商、音樂發行商、行銷商、行動電信業者以及電視節目製作人

等任何想將該音樂做為配樂或是做為鈴聲素材之著作利用人，若接受智能合約上設

置的授權條件，觸發撥款要件後，智能合約即可依照合約上的著作權比例進行自動

化驗證後撥入各自創作人的比特幣帳戶，讓音樂創作人透過公平合理的新平台，收

取符合對價的報酬。Imogen Heap 更進一步表示 Mycelia 宗旨即在於：「將權利還

                                                      
208 同註 27，頁 340， 作者唐.泰普史考特於 2015 年 9 月 16 日訪談 Imogen Heap 的內容。 
209 Mycelia, http://myceliaformusic.org/, last visited Jan.14.2019. 
210 同註 27，頁 340。 

http://myceliaformusic.or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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給藝術家，或者向他們指明方向，以幫助他們塑造自己的未來」，由於交易會被紀

錄在公開帳本上，音樂創作人可透過公開透明之資訊來決定其音樂要如何被分享或

體驗。目前 Mycelia 建立在 Ujo Music 平台上 211，Imogen Heap 透過 Ujo Music 平台

發佈《渺小人類》（Tiny Human）這首單曲及所有相關資訊，包含 Imogen Heap 個

人資料、歌曲 MV、七組聲音軌、樂器說明、製作團隊介紹、歌詞以及背後故事等，

創造了世界上第一首通過區塊鏈技術來收取報酬的音樂創作 212。 

        以下來看《Tiny Human》項目在 Ujo Music 平台上透過智能合約識別利潤分配

給所有參與音樂製作的成員的情形。目前下載一首《Tiny Human》需支付 0.6 美元，

線上收聽則須支付 0.006 美元，這些收益將依照表 3 之比例進行分潤：作曲兼演唱

的 Imogen Heap將從每首歌的利潤當中獲得 91.25%分成，其他參與者則是每個音軌

獲得 1.25%的分成，例如表 3 的第一小提琴、第二小提琴分潤比例均為 1.25%213： 

表 3：各參與者分潤比例 214 

                                                      
211 WIPO Magazine ， 菌 絲 網 路 系 統 （ Mycelia ） ： 打 造 音 樂 新 天 地

http://www.wipo.int/wipo_magazine/zh/2016/02/article_0002.html，最後拜訪日:2017 年 11 月 27 日。 
212 Imogen Heap, Blockchain Could Help Musicians Make Money Again, Harvard Business Review, JUNE 
05, 2017,https://hbr.org/2017/06/blockchain-could-help-musicians-make-money-again, last visited 
Jan.14.2019. 
213 Peter Tschmuck, The Music Business InThe Blockchain, Feb.28. 2017, 
https://musicbusinessresearch.wordpress.com/2017/02/28/the-music-business-in-the-blockchain/, last 
visited Jan.14.2019. 
214 Ujo Music, Tiny Human,  https://alpha.ujomusic.com/#/imogen_heap/tiny_human/tiny_human, last 
visited Jan.14.2019. 

各音樂製作部分 參與者 分潤比例 
Composer, author & vocals Imogen Heap 91.25% 

violin 1 Stephanie Appelhans 1.25% 
violin 2 Diego Romano 1.25% 

viola Yasin Gündisch 1.25% 
cello Hoang Nguyen 1.25% 

french horn David Horwich 1.25% 
bass-trombone Simon Minshall 1.25% 

mastering Simon Heyworth 1.25% 

http://www.wipo.int/wipo_magazine/zh/2016/02/article_0002.html%EF%BC%8C%E6%9C%80%E5%BE%8C%E6%8B%9C%E8%A8%AA%E6%97%A5:2017
http://www.wipo.int/wipo_magazine/zh/2016/02/article_0002.html%EF%BC%8C%E6%9C%80%E5%BE%8C%E6%8B%9C%E8%A8%AA%E6%97%A5:2017
https://hbr.org/2017/06/blockchain-could-help-musicians-make-money-again
https://musicbusinessresearch.wordpress.com/2017/02/28/the-music-business-in-the-blockchain/
https://alpha.ujomusic.com/#/imogen_heap/tiny_human/tiny_hum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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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於授權音檔進行混音之部分，非商業使用一首收費為 0.45 美元，商業性使

用則為 1,500 美元，而做成混因此衍生作品之著作人可得到 50%的利潤，其餘 50%

之利潤將依照表 4 之分潤比例分給原作者及其他製作人員 215： 

 

表 4：衍生作品之各參與者分潤比例 216 
 

        而關於 Tiny Human 影音同步的錄製權之授權收益，Imogen Heap 將取得 100%

之獲益，其影音同步錄製權利金之具體金額將視被授權人之態樣、組織大小、使用

範圍、規模以及媒體性質來個案認定。Imogen Heap 對於該歌曲之使用具有完全的

控制權且擁有著作權，目前 Tiny Human透過 Ujo Music平台進行的授權交易以及其

他串流音樂收益共賺取了 133.2 美元。當然，使用 Ujo Music 平台進行音樂作品之

相關交易，不僅音樂創作人能更快取得權利金之收益、減少交易成本，更讓整個支

付流程透明化，如果整個音樂產業的音樂工作者對於款項透明化的需求增加，或許

能讓音樂出版商、唱片公司以及集管團體對於促進付款流程透明化有更大的經濟上

誘因。 

        據此，音樂創作人使用 Ujo Music 平台將可透過智能合約設置公平合理的權益

                                                      
215 Peter Tschmuck, supra note 213. 
216 Ujo Music, Tiny Human, supra note 214. 

各音樂製作部分 參與者 分潤比例 
Composer, author & vocals Imogen Heap 70.625% 

violin 1 Stephanie Appelhans 0.729% 
violin 2 Diego Romano 0.729% 

viola Yasin Gündisch 0.729% 
cello Hoang Nguyen 0.729% 

french horn David Horwich 0.729% 
bass-trombone Simon Minshall 0.729% 

mastering Simon Heyworth 0.7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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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潤以及自動執行的法律框架，透過著作使用者每撥放一次就微型支付一次的計量

收費模式，音樂創作者即可快速取得款項，收款彈性，使整個產業的周轉率變短，

不再使用老舊、不公平的紙本合約，而是將收益分配涵括所有對於創作過程有貢獻

的成員，包含作曲者、表演者、工程師等，這邊也包含對於唱片公司與通路商等協

力廠商的使用條款約定，音樂創作人能夠決定使用何種服務，不讓唱片公司與通路

商獨享高獲利，並在著作權權利登記與創作歷程證明部分，透過時間戳記（time 

stamp）與節點相互認證，提供音樂創作人一個創作過程記錄之權利證明，而能夠

檢視創作是否侵害他人著作，擔保權利無缺。另外，由於交易紀錄均記錄在分散式

公開透明的帳本上，每個人均可看到一首音樂創作目前授權給多少人、創造多少收

入以及時間點，所以音樂創作人可以使用這些資訊發掘自己的粉絲族群、年齡分佈

以及感興趣的內容，以此安排行銷與群眾募資活動，吸引潛在廣告商與贊助者，透

過權利管理規劃未來創作之方向 217。 

 

第二節 音樂市場上其他主要運用區塊鏈技術之公司概述 

        接下來將介紹與 Ujo Music 經營相類似業務卻在商業模式上不同的企業體，分

別為：Bittunes、PeerTracks、dotBlockChain等企業以不同商業模式運行相關項目。 

 

第一項 Bittunes 獨立音樂平台 

         Bittunes 係一個協助獨立音樂創作人重新取回主控權以避免唱片公司強權剝削

的音樂平台，其特別專注於獨立音樂市場，並使用區塊鏈技術下的分布式帳本建置

                                                      
217 同註 27，頁 348-3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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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個 P2P平台，允許用比特幣進行音樂著作的買賣交易，讓音樂創作人銷售自己的

音樂作品。以購買一首音樂作品為例，購買者對於每首音樂須支付 0.5 美元，音樂

創作人可獲取 50%的權利金收益，其餘將分給 5 個以上協助銷售的參與者。若音樂

作品進入到百名排行榜，則每一位購買者對於每首音樂須支付 1 美元，音樂創作者

與音樂上載人各獲取 40%的權利金收益，Bittunes 獲取剩下的 20%218。 

 

 

圖 27：Bittunes 的運作模式 219 

 

目前平台上有來自 25 個國家的樂團及使用者在上面進行音樂作品的買賣與授

權交易，並以獲取比特幣所有權作為獎勵機制。根據 Bittunes 的經理—Simon 

Edhouse 表示，Bittunes 更加關注主流音樂以外的獨立音樂創作者，因為有 99%的

真實音樂係在非主流音樂產業內。惟值得注意的是，區塊鏈技術要在一個產業內徹

底顛覆商業模式的運作，必須要產業內的參與者接受該技術，且進一步將該技術運

用該在產業的運營模式中 220。 

                                                      
218 Bittunes.org, An Independent Digital Music Market, http://www.bittunes.org/general-explanation/, last 
visited Jan. 16.2019. 
219 Id. 
220 Jeremy Silver, supra note 2, at 32-33. 

http://www.bittunes.org/general-explan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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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項  PeerTracks 獨立音樂平台 221 

        蓋音樂產業商業模式大致上分為品牌推銷以及強力推銷模式，PeerTracks 採用

的是強力推銷商業模式，平台上的主要為較不知名的獨立樂團以及音樂創作者提供

粉絲見面會、簽名會及銷售周邊商品之服務。PeerTracks 由 Bit Shares Music 基金會

（Bit Shares Music Foundation.Org.）所創，其使用的加密貨幣為 Note 幣，該幣值的

價值體現在整個樂團或是音樂創作者上，非實際作品本身。而 Note 幣價值漲或是

跌乃根據音樂創作者或是藝術家在該平台上受歡迎的程度而定，藝術家的人氣越高，

其所銷售的音樂作品就越多，這對於擁有該藝術家加密貨幣的持有人而言更具有加

值的效果，隨著音樂創作者或是藝術家的身價越高，他們所得的比特幣幣值越高，

最後大家再一起共享收益。 

        當然這些粉絲持有 Note 幣對於該些音樂作品、專輯、著作權或相關事業體而

言，並不代表其具有分成收益或股權分配的權利，持有 Note 幣比較像是取得一個

會員身分，每一位藝術家均可自行決定他/她要給粉絲們提供什麼樣的服務或是福

利，這就跟藝術家提供給粉絲會員相關福利是一樣的，在此情形下，這個會員身分

是可量化且可交易的。PeerTracks 的雲端會員制度還建構了一個全球的著作權數據

庫，自動分潤收益的付款方式也簡化了音樂著作的授權交易，並讓平台上的使用者

能夠取得 Note 幣。因此粉絲不僅可以透過會員制度和自己喜歡的藝人互動、參與

相關商業活動，並可因藝人的成功共享收益。 

 

 

                                                      
221 Jeremy Silver, supra note 2, at 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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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項 dotBlockChain 音樂公益企業 

        Pledge Music 音樂群眾募資平台以及 dotBlockChain (下稱 dotBC)創辦人—Benji 

Rogers（下稱 Rogers）對於區塊鏈技術應用於創意內容產業的經驗來自於經營

Monegraph 平台。當 Imogen Heap 與 Ujo Music 合作發行音樂之同時，Rogers 則運

用 Monegraph 多媒體發行平台進行數位藝術作品的交易。目前 Monegraph有一項運

用區塊鏈技術進行交易的專利 222，這項技術能夠確保媒體與專業線上出版商（網

站、部落格或訂閱服務平台）間進行的交易更加安全有保障。與上述其他家平台商

相比，其所擁有的創意內容數據庫比單純的音樂產業來說更加多元且複雜，因此

Rogers 認為將區塊鏈運用在音樂產業的難度不會太高 223。 

        而關於區塊鏈技術與音樂產業的關聯性，根據 Taiwan Beats 在 2017 年專訪

Rogers 的內容所示 224，區塊鏈這項技術已經存在八年，而此項技術和音樂產業的

關聯性在於資料公共化的技術特性，意即使用者間之交易透過一個稱為「協作資料

庫」的系統傳給另一位用戶，讓每一位使用者均有一個相似的資料庫，讀取相同的

資料，因而讓每個人均可看到交易紀錄。過去總覺得資料私有化才能使強大，但其

實對於音樂以及內容產業來說，將版權與交易等相關資訊共享才會使產業運作更加

穩固。惟其認為目前音樂產業對於權利金的分配欠缺透明性，最主要的原因在於

GRD 數據庫運作出現問題，且音樂創作者所為之創作無法自唱片公司或是串流音

樂平台收取合理公平之權利金，其在 2016 年 2 月 1 日的論壇中進一步提及目前音

                                                      
222 專利號為 US20160321434A1，專利名稱為 Digital content rights transactions using block chain 
systems。https://patents.google.com/patent/US20160321434，最後拜訪日：2019 年 1 月 19 日。 
223 Jeremy Silver, supra note 2, at 33. 
224 Taiwan Beats，區塊鏈與音樂產業：專訪 dotBlockChain 創辦人 Benji Rogers ，2017 年 8 月 4 日發

布，https://www.youtube.com/watch?v=OWiAo9VvlwY，最後拜訪日：2019 年 1 月 7 日。 

https://patents.google.com/patent/US20160321434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OWiAo9Vvlw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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樂產業之需求以及區塊鏈技術如何改變音樂產業：「音樂產業目前欠缺一個全球共

用的數據庫。目前尚未出現一個能夠有效率追蹤全球音樂著作所有權權利登載、授

權金給付的系統，如有一套系統能夠登載全球音樂著作所有權等相關資訊的數據庫，

將可大致上解決音樂產業目前所遭遇到有關收益公平分潤的問題。而區塊鏈技術上

的全球分布式帳本似乎是構建著作權所有權、授權交易登載系統的不二選擇。」與

會人包含 BPI 的 CEO—Geoff Taylor、Sony Music 的 CEO— Federico Bolza，以及

the Orchard 發行獨立音樂的共同創辦人—Scott Cohen，Rogers 舉辦論壇的目的除了

討論音樂產業的發展策略，更重要的是，建立新型態生態系的關鍵在於數據庫，因

此希望能夠說服音樂產業的主要角色均加入在區塊鏈技術上建構全球數據庫的計畫，

也只有這樣才能達到整合音樂著作使用、授權的目的 225。  

        在唱片公司態度之部分，一開始唱片公司對於這樣的變革在技術上太過瘋狂，

且認為這在交易模式上只是一個媒合交易的資料庫，後來明白這些改變勢不可擋。

Rogers則認為重點不在於這是否為一個資料庫，重點在於資訊是否正確，若資訊不

正確，資料庫當然無法安全運作。目前產業內要處理的問題非常特定，也就是串流

音樂平台，諸如 Spotify，必須清楚知道要付給誰多少錢，既有的商業模式分離藝

人和其自身權利，如果交易的進行必須要有著作權協會或是唱片公司，就代表音樂

創作人無法自行證明其所有權。惟在區塊鏈系統中，所有的紀錄均成為不可竄改的

事實，有助於從創作歷程的上載來證明著作權，讓著作權的利用與所有合一 226。 

        而資料庫的建檔即與資訊的格式相關，在數位時代下，每個人每天均會產生許

                                                      
225 Jeremy Silver, supra note 2, at 35. 
226 Jeremy Silver, supra note 2, at 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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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檔案，因此如何處理大數據是現今社會每一個企業要面對的問題。以目前社群媒

體使用者以及資料量來看，Facebook 目前約有 16 億用戶需要更多人力才能夠處理

這些資訊；相比之下，音樂產業整體規模較小，以單一作品而言，一首歌大致上可

以區分為兩個部分，一為錄音著作，一為音樂著作，在音樂著作的部分通常雖會有

多達 10 個以上的共同創作人，以 Spotify 為例，其資料庫內目前約有 4 百多萬位權

利人，6 千 3 百萬種官方檔案，資料量並不算多，作品一經完成，以 WAV 檔案儲

存後即可透過各節點開始進行相關資訊的確認。 

        然目前的問題點即在於如何進行著作權相關資訊的確認？目前 Spotify 仍仰賴

ISWC 以及 ISRC 碼確認對應的創作人以利付款。現階段要證明自己的著作權均必

須要寄送紙本資料，無法直接在音檔內記載，唱片公司在沒有任何證明文件以證明

所有權的情形下，唱片公司即無法使用這些著作，而無法確認時就必須耗費龐大的

成本蒐集資訊以做出正確的判定，因此為了讓錄音著作與音樂著作獲得同等重要性

的對待，就需要給予音樂版權公司將創作人相關資訊嵌入音檔資產的權利，意即當

一家遊戲公司需要一首歌曲的授權時，僅需發一條訊息給版權公司，版權公司回覆

確認後即完成歌曲的授權，整個授權交易的進行會比既有的流程快，並將整個產業

升值為數十億的市場，因為可以充分掌握著作使用權和授權的範圍，不像現下的運

作模式，必須到處查找非法使用的情形，整個流程太過冗長且不經濟。據此，區塊

鏈技術可以透過個組織的協力合作，讓歌曲音樂著作 ISWC 碼可同時取得與錄音著

作 ISRC 碼同等的保障。 

        雖然 dotBC 有考慮開發全新的音樂檔案格式，且使用方式和 mp3 相類似，惟

若要使用新格式即必須事先建立著作權歸屬數據庫與授予權限才能使用，且技術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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仍有困難。因此目前的做法是將 WAV 檔、CSV 檔、Excel 檔全附夾在同一文件中，

再整個寄給代理發行商，增加一些資訊後再寄給 Spotify。未來的處理方式將會透

過一個新檔案，把所有創作者均紀錄進去後，給 Spotify 開啟檔案取出 MP3 的權限，

包含紀錄放到自己的系統裡，之後再依紀錄支付版稅，本質上為同一個檔案，只是

各節點會進行同步，因此僅需具有權限開啟，任何音樂資訊均能即時更新，以區塊

鏈技術運作的特性增加交易安全性，重新定義 DRM 技術保護措施的內涵 

        目前建立新型態生態系最大的困難在於如何吸引投資者進場，雖然有許多解決

方案如春筍般地提出，惟大多是破壞既有商業模式或是摧毀既有生態系，因此在

dotBC 的合作夥伴部分，docBC 透過共享音樂檔案串接音樂創作人、唱片公司、集

管團體、出版商以及數位音樂發行平台 FUGA、CD Baby、 Songtrust 等單位，

docBC 替他們建設架構，協助梳理工作流程以及檔案往返的方式，讓藝人、數位服

務提供者、表演組織、律師、音樂家以及粉絲均能成為新型態生態圈之一員。 

圖 28：docBC 與市場上既有參與者之關係 227 

 

                                                      
227 同註 1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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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節 運用區塊鏈技術之商業模式比較 

        經過了解 Bittunes、PeerTracks、dotBlockChain 與 Ujo music 等不同企業運作音

樂產業的商業模式後可知，目前有企業致力於資料庫的建立與產業生態系的建立有

些則著重幣圈與鏈圈之結合，而允許市場參與者可以加密貨幣取得一定價值之一音

樂作品或是一會員身分，關於 Bittunes 與 PeerTracks 企業之運作差異，本研究列於

下表： 

Bittunes 獨立音樂平台 
允許用比特幣進行音樂著作的買賣

交易，讓音樂創作人銷售自己的音

樂作品。 

PeerTracks 獨立音樂平台 
使用的加密貨幣為 Note 幣，該幣

值的價值體現在整個樂團或是音樂

創作者上，非實際作品本身，而是

取得一個會員身分。 

表 5：Bittunes 與 PeerTracks 企業運作差異表 

 

         而 dotBlockChain 和 Ujo Music 的不同點在於，Ujo Music 站在藝人的角度進行

生態圈的設計，最具代表性的部分應該是讓藝人能夠即時透過 DSP（digital service 

provider）取得收益的分配，不需要經過數個月或數年的漫長等待才能從中間人或

是唱片公司等中介團體的手中取得權利金；而 dotBlockChain 則是關注以科技縮減

工作流程的經濟效益層面，目前雖然可以透過 Twitter 或是 Youtube 快速上傳音樂

來減輕工作流程的進行，但無法透過這些管道得到金流或是數據的回流，因此目前

商業模式的建立朝向快速收款的目標前進。dotBlockChain 致力於建立一個全球資

料庫（Minimum Viable Dataset, MVD），並說明 dotBlockChain 的資料庫包含所有

權人的相關資訊、 ISRC/ISWC/ISNI 碼、音樂著作相關資訊、機械灌錄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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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echanical right，即為鄰接權）、表演者資訊、全球授權條款內容、使用權資訊、

歌詞/圖像、付款資訊以及聯絡資訊，惟資料庫的建立首先會遭遇到一個音樂著作

有多個所有權人的紊亂狀況，且在不同地區有不同銷售通路均會增加資料庫的複雜

性。 

        Ujo Music 關注的點在於如何有效率的運用區塊鏈技術管理數據，數據庫的開

放性是和各廠商合作的關鍵，該特性可協助開發者在其上建立音樂平台，平台上包

含產品的相關資訊、配樂樂器有哪些、作品是什麼時候完成的以及在哪裡可以購買

到這些作品等相關資訊，Ujo Music 認為藝人或是音樂創作者能夠取得這些公開資

訊，將有助於他們行銷自己的音樂作品，如何讓藝人或音樂創作者取得合理報酬是

首要之務，目前的音樂創作量遠大於過往的年代，要公平合理的分配權利金收益就

必須從清楚區分表演者與創作者對於音樂作品、錄音作品的貢獻程度。 

        由於區塊鏈技術之強項為「自動複寫」與「防竄改」，因此其場景為具有「資

訊共享」需求，且「不完全互信」的多方互動環境下，才得以彰顯其能促成信任、

免除中間人的優勢。Ujo Music 的合作夥伴 Heap 進一步認為音樂產業內很多資訊，

例如，誰擁有經銷權、誰有錄製權，均無成為商業秘密保護的必要而具有資訊共享

之需求，惟在既有的商業運作下並未具有公開這些數據的商業利益存在，而形成不

完全互信的交易環境。雖然音樂產業的交易數據在群眾外包下所建立的數據庫

( Musicbrainz , WhoSampled,以及 Quantone)中能被公眾查找、使用，惟該等資訊並

不完足。因此，目前市場上希望可以透過區塊鏈技術成為資訊公共化的催化劑，未

來亦有可能會出現政府以強制授權為由要求相關資訊公開。 

         不論是使用既有的比特幣或是開發新種類的加密貨幣，諸如以太幣或 Not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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幣，區塊鏈技術的研究者均在思考區隔性的研究開發能量是否足以導致整個音樂產

業商業運作模式的質變，而這樣的運作模式在市場上能否帶來群聚效應，有待市場

後續發展。惟目前市場上少有人對於區塊鏈的相關運用抱持樂觀看法，除非可以做

到像是 Consensys 成功開創數位平台，在垂直整合的情形下，讓各領域企業體能在

此平台上應用以太幣進行交易，節省交易成本。因此音樂產業是否會成為運用區塊

鏈技術的龍頭，Consensys 的發展值得持續關注。 

 

第四節 台灣 KKFARM—「Soundscape 在田」與 Muzeum 項目 

        關於台灣區塊鏈技術應用在音樂產業的部分，KKFARM 發行的「Soundscape

在田」與 Muzeum 項目是台灣首個應用案例。KKBOX 成立投資公司「KKFARM」

（科科農場）之宗旨即是從創意內容產業最源頭的內容來參與文創影視產業，整合

各項跨界資源，並透過數據分析、產業經驗和創新技術，發布「Soundscape 在田」

與 Muzeum 項目為產業創造新的商業模式，嘗試打造一個互利共生的生態系統，讓

音樂人能掌握版權、並得到合理回報，為音樂創作人創造更多價值。以下將透過蒐

集相關新聞報導、白皮書以及訪談 KKFARM 合夥人／Senior Advisor—吳柏蒼先生

來進一步了解區塊鏈技術在台灣音樂產業的應用概況。 

 

第一項 Soundscape 在田發行 

         Soundscape 是一個音樂數位發行平台，提供上架音樂平台必須具備的 ISRC 

Code 與 UPC 條碼給唱片公司、音樂廠牌或音樂創作人，由 Soundscape 代理合約之

簽訂，使唱片公司、音樂廠牌或音樂創作人能運用該使用介面掌握音樂版權，並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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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想要上架的地區和平台，透過 Soundscape 可將音樂作品一次發行至 Apple、

Spotify、KKBOX 等國內外各大國際數位音樂平台，以縮減音樂發行之流程。目前

Soundscap 發行的音樂每日市佔比約 2%-5%，遠超過原先對於市佔第一年不到 1%

的預估值。而在平台分潤方面，作品分發的各個數位銷售與串流平台會收取 40%-

50%不等的費用，Soundscape 則會固定收取權利金收益的 20%，作為上架音樂作品

的服務費。目前數位串流平台抽成在市場上均已為固定價格，Soundscape 亦預計對

外爭取更符合音樂創作人利益的分潤費用 228。 

 

第一目 簽訂 Soundscape 電子合約 

        開發 Soundscape 項目即係為了滿足將音樂作品上架到各數位平台的需求，不

論音樂創作格式如何轉變，市場上均有上架音樂作品之需求，惟個別音樂創作人要

將作品上架到大型平台不是一件容易的事，由於運作效率的考量，這些大平台不可

能一一與個別音樂創作人洽談，因此通常其面對的是數位音樂聚合商、發行商，

Soundscape 就是提供上架至全球音樂通路服務之音樂發行商 229。目前使用

Soundscape 服務，需先至平台以電子信箱申請註冊，而由於在上架音樂的過程中會

蒐集、處理用戶之資訊，根據個人資料保護法第 19 條之規定需先得到用戶的事前

                                                      
228 INSIDE，用區塊鏈發行音樂！數位發行平台 Soundscape 正式上線，2018 年 1 月 11 日報導，

https://www.inside.com.tw/article/11672-soundscape，最後拜訪日：2019 年 1 月 21 日。 
229 參酌與 KKFARM 合夥人吳柏蒼於 2019 年 1 月 16 日訪談之內容。 

https://www.inside.com.tw/article/11672-soundscap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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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意： 

圖 29：用戶註冊前的事前同意 230 

 

        經過 Soundscape 基本的審核後即會進行電子合約之簽訂，再將作品發行到各

大平台目前 Soundscape 全球發行通路包含 My Music、KKbox、FriDay 音樂、

MOOV、amazon、DEEZER、Apple Music、Spotify、Google Play、TIDAL、酷狗音

樂、QQ音樂、網易雲音樂、阿里音樂以及百度音樂等 50個音樂平台，其數據庫目

前存有 4000 項作品，並累積 6 千萬次點播 231： 

                                                      
230 Soundcape 官網，https://www.soundscape.net/，最後拜訪日：2019 年 1 月 21 日。 
231 同前註。 

https://www.soundscape.ne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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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0：簽訂電子合約 232 

 

第二目 區塊鏈技術之運用—Soundscape 結帳系統 

        關於區塊鏈技術之運用，Soundscape 僅在最後的收益與結帳系統部分使用

Bitmark 提供的區塊鏈服務，協助收益請款憑證之存證。Bitmark 是比較單純的區塊

鏈應用，Bitmark 可以讓每天產生出來的上百份文件經過 Hash 後得到一個特別的指

紋，也就是哈希值，而 Bitmark 會把這個哈希值以及檔案擁有者、時間戳放在區塊

鏈上，因此能夠進行數位檔案、數位資產權利登記的區塊鏈應用。其中最特別的功

能在於其可以把著作權之數位著作物也分別編號，因此可以清楚知道著作物的流

向。據此，Soundscape 透過 Bitmark 提供的區塊鏈服務及延伸的智能合約應用建置

                                                      
232 同註 205。 



 

146                                          DOI:10.6814/NCCU201900529 
 

透明報表，呈現音樂創作人之作品在各大平台之收益狀況，接上中國信託銀行的金

流服務，幫助各音樂廠牌與音樂創作人解決發行時繁雜的合約與手續問題，自動化

處理版權及各平台帳務，進行權利金分帳自動化之機制 233。 

        目前 Soundscape 是國內第一個以區塊鏈技術架設結帳機制的音樂發行平台，

音樂創作人僅須在 Bitmark 區塊鏈上發請款證明給 Soundscape，在雙方確認內容無

誤後，Soundscape 會向中國信託發起匯款通知，再經由中信核對 Bitmark 區塊鏈上

的資料後，即會透過中信金流機制匯款給音樂創作人，讓音樂創作人能透過

Soundscape 掌握金流。KKFARM 合夥人吳柏蒼更進一步表示：「對於音樂創作人

來說，只要按下請款和確認請款兩顆鈕，錢就會出現在他們的帳戶。」234中信區

塊鏈實驗室負責人李約亦表示：「不是像過去光看憑證就撥款，而是有責任確認付

款是否符合交易真實性。」235將區塊鏈技術初步應用在請款結帳流程中，能夠免

除許多單據仍須紙本正本輔助的不經濟，使結帳流程快速且便利。 

 

第三目 Soundscape 成功案例 

        關於銷售通路市場之預測方面，由於音樂產業係一個高度不可預測的市場，品

質、能力的判斷多半為消費者之主觀感受，因此若音樂創作人僅憑自身主觀判斷，

其所創作之作品恐難被市場所接受，而無法獲取相對應的收益。據此，Soundscape

提供分析儀錶板功能，讓音樂創作人能運用營收分析以及社群廣告管理工具檢視市

場狀況，隨時監控每日歌曲排行及市場趨勢，檢視每個平台的數據表現，並依據營

                                                      
233 同註 203，並參酌於 2019 年 1 月 16 日訪談 KKFARM 合夥人之談話內容。 
234 同註 203。 
235 同註 2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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收的互動趨勢圖表和排行功能調整歌曲宣傳策略，洞悉用戶行為，透過數據分析讓

音樂廠牌更精準掌握聽眾喜好，制定未來的行銷策略，過去需要 1-3 個月才能整理

出來的報表，現在能每天更新，及時調整宣傳、產品策略 236。 

        目前運用 Soundscape 儀錶板功能進行市場預測，並依據分析數據以發行音樂

之成功案例之一即為資深音樂製作人—Terry 梁永泰為 R&B 新女聲 Julia 吳卓源發

行歌曲。過去經營歌手，從決定曲風到發行作品可能需要 1 至 3 年，這次透過

Soundscape 儀錶板蒐集 9 個月的即時市場表現數據以及個人特色分析後決定曲風與

行銷策略，迅速決定以 R&B 和 HipHop 曲風打進市場，成功獲得市場迴響 237。 

 

第二項 Muzeum 協定 

        目前音樂產業最根本的問題在於欠缺一個有權威性可信賴且可接觸使用、透明

的音樂資訊數據庫，其中包含音樂著作權人以及授權條款的資訊。驗證過的資訊能

讓音樂服務提供者以及權利管理者處理每年上百萬筆交易的權利金分配。由於音樂

產業之人才資源、著作權管理、授權機制、利用清算……等等之間並未做好串連與

對接，欠缺接觸途徑以及完整正確的資訊產生不經濟、模糊、不精確且高法律風險

等現象，導致的結果包含一連串權益分配不明確的權利金，諸多問題的交易以及訴

訟。 

        過去幾年，音樂產業嘗試透過建置一個龐大完整的中心化數據庫來解決權利金

分配不均的問題，像是 Global Repertory Database (GRD)、世界智慧財產權組織的國

                                                      
236 同註 203。 
237 風傳媒，全國首創區塊鏈技術音樂發行平台「Soundscape 在田」正式上線，2018 年 1 月 12 日報

導，https://www.storm.mg/stylish/384462，最後拜訪日：2019 年 1 月 21 日。 

https://www.storm.mg/stylish/38446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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際音樂產權登記處以及來自英國、美國、加拿大以及荷蘭的權利集中管理國際音樂

合資單位，惟目前沒有一個機構能夠一次性解決全面問題，其中包含挹注資金過

少、蒐集與維持複雜數據資料之成本太高等原因，因此音樂產業內關於音樂創作人

無法透過現有制度獲取合理報酬之問題持續存在。 

        據此，為了解決台灣文創產業長期的痛點，KKBOX 旗下文創投資公司

KKFARM 繼推出前述提及的「Soundscape 在田」音樂發行平台，從音樂「發行」

服務，進一步運用區塊鏈技術在音樂「授權」服務上，因而推出「Muzeum 區塊鏈

創意產業協定」項目，Muzeum 是一個運用區塊鏈技術共創新型態音樂生態系的產

業協定，希望透過區塊鏈技術作為基礎架構，並運用智能合約來訂定合作條件方

式、制定產業共同遵守的協定，以建立新型態的音樂生態系，開發音樂產業之各類

應用服務同時保障參與各方的權益，並達成直接將授權收益回饋給音樂創作者之目

的。 

        Muzeum 項目不僅獲得文化部補助，目前已通過概念驗證，圖 31 即為 Muzeum

項目對於未來音樂產業生態系之構想圖，根據 Muzeum 發布的白皮書中將未來音樂

產業生態系共分為四層，分別為：「區塊鏈、協定、應用與參與者；其中，最底層

為區塊鏈和分布式系統，即公共資料庫和開放的運算平台；第二層「協定層」為運

行在區塊鏈和分布式系統的產業協定，如合作協定、人才認證協定、標準化鏈結資

料、授權智能合約等；第三層「應用層」，即利用協定和區塊鏈所建構的創新應用

服務；第四層「參與者」，代表產業的所有參與者，透過去中心化全球數據庫，串

連產業參與者，增加連結與信任、合作與共創、帶來更高的透明度與執行效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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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8。」 

圖 31：未來音樂產業生態系構想圖 239 

        透過這四個層面的交互應用，建構出音樂產業的新型態商業模式，意即以區塊

鏈作為底層技術，建立一個去中心化的著作權管理平台，音樂創作者或權利人可自

行登記著作權至區塊鏈上，並隨時查看權利歸屬情形，並使用智能合約設定各種授

權方式、內容以及範圍，以自動化之程式碼強制履行合約條件，進行權利金之分

潤，以快速取得公平合理之報酬，讓音樂創作人拿回對於內容使用制定規範之主導

權。另外，著作內容之權利歸屬登載形成一個公共數據資料庫，不僅充實創意內容

產業的核心，更讓使用者可直接，針對需要之內容進行著作之授權，縮短交易流

程，並可促進小額且彈性之授權交易。最後藉由人才資料庫中關於各創作團體與音

樂創作人履歷串接音樂產業內部之所有參與者，以提高合作可能性，充實創意內容

產業之基石。以下將透過技術內涵來說明「Muzeum」協定提供的應用服務。 

                                                      
238 吳柏蒼 Pochang Wu，Muzeum 白皮書，KKBOX Group，2018 年 4 月 16 日，

https://medium.com/@muzeumprotocol/white-paper-2cee4b0f2205，最後拜訪日：2019 年 1 月 21 日。 
239 同前註。 

https://medium.com/@muzeumprotocol/white-paper-2cee4b0f22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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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目 Muzeum 技術總覽 

       「Muzeum」協定乃係透過區塊鏈結合金流、憑證、資料庫三大部分建立音樂

區塊鏈生態系協定，而其所發布之白皮書是一個開放協定的提案，針對音樂產業目

前遭遇之困境提出幾個面向的改革方案，分別是公共創意產業資料庫之建立、開放

式授權交易運算平台以及數位資產權利管理機制。技術上，Muzeum 使用以太坊 

(Ethereum) 作為運行授權、分潤等智能合約應用，以 Bitmark 區塊鏈進行數位資產

管理，並以 IPFS 星際檔案系統建立分佈式儲存與標準化公共資料庫，採用 Coala IP

部分協定，使用 LCC （Linked Content Coalition）Framework 鏈結資料聯盟，以

JSON-LD、Schema.org 語意定義進行實施，運用區塊鏈與智能合約整合標準化鏈結

資料，利用數位憑證簡化過去各種文件、請款單以及多次來回確認核對之結帳機

制，節省產權內容繁複的授權流程與相關書面作業，使平台與音樂人間之能夠快速

拆帳，讓音樂創作人獲得公平合理之報酬，並將交易數據儲存於分布式帳本進行數

位資產保護等機制，最後透過公共資料庫連結所有產業參與者，提高共創合作之機

會以加速音樂作品之產出，形成一個新形態的音樂產業生態系。圖 32 為 Muzeum

協定技術總覽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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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2：Muzeum 協定技術總覽 240 

 

第二目 創作智能合約 

        在 Muzeum 協定中，根據 Muzeum 發布之白皮書：「每個創作作品在首次登錄

時，都會創建一個以太坊智能合約，其中記載包含：著作資料、智能合約所有權人

（即此創作之著作財產權人）、分潤的比例與對應的以太坊位址、分潤人位址、授

權函式、進行授權之相關交易，以及作品元數據檔案的 IPFS 位址，而分潤之執行

即係當有收益傳送至智能合約位址，函式便會自動執行分潤，音樂創作人利用區塊

鏈自動化達成更多樣化的部分授權，並依據著作權貢獻比例精準分潤報酬，且僅有

音樂創作人可以更動上述資料。這確保了著作所有權人對資料的控制權，也保留了

資料可變的彈性，而唯一不變的是音樂著作所對應的以太坊智能合約位址。最後將

智能合約授權交易紀錄視為 RightsAssignment。Muzeum 協定將授權智能合約在區

塊 鏈 上 所 留 下 的 交 易 紀 錄 ， 視 為 雙 方 達 成 授 權 契 約 的 憑 證 ， 即 為 

RightsAssignment。此方式讓 RightsAssignment 能依據交易雙方的以太坊位址實際

                                                      
240 同註 2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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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義授權人與被授權人的實體。惟 RightsAssignment 本身沒有作為憑證的效力，故

應伴隨交易被記錄於區塊鏈分布式帳本上」。 

 

第三目 建立公共創意產業資料庫 

        目前 Muzeum 使用星際檔案系統（InterPlanetary File System，下稱 IPFS）作為

分布式儲存之協定，以建立公共創意產業資料庫。根據 Muzeum 發布之白皮書提及

IPFS 之部分：「讓檔案分佈在網路上所有節點中，資料不會因為伺服器故障而丟

失，也有較高的開放性，很適合用作開放數據庫，並和區塊鏈結合使用。其採用了 

Coala IP 協定的部分概念，使用 LCC 鏈結資料聯盟（Linked Content Coalition）的 

RRM 權利參考模型（RightsReference Model），並使用 JSON-LD 和 schema.org 之

語意定義進行實施，目的在建立一個開放的語意網路（Semantic network）。不同

的是，Muzeum 未使用 Coala IP 提案的 IPLD (InterPlanetary Linked-Data)，以及 LCC 

RRM 的 Assertion 和 RightsConflict 實體，原因在於 IPLD 與 Assertion 讓鏈結資料有

了不變性。因為在 IPFS 上，一但 IPLD 檔案內容變動，其檔案之 IPFS 位址便會跟

著變動，並與原本連結之資料失去鏈結關係，一般來說會使用 Assertion 實體來進

行覆蓋修正或提出不同主張。但實際上，創作者、作品、著作權等等資料時常需要

變動，其不變性反而會讓協定無法使用，且 Assertion 並不具有一定的效力、也無

法認定資料所有權，因而會影響資料的易用性。而 RightsConflict 記錄的是授權的

衝突，授權衝突本身是一種錯誤狀況，若利用智能合約進行授權，應該在智能合約

端控管，確保衝突不會發生，否則紀錄本身沒有實際意義。據此，為解決檔案改動

後的鏈結丟失問題，Muzeum 鏈結資料中的鏈結網址使用 IPNS（ InterPlanetary 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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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心化命名系统），這樣能保有資料可變性，同時兼顧數據開放的需求 241。」 

 

第四目 開放式授權交易運算平台 

圖 33：Muzeum 協定授權交易運作模式 242 

        授權是著作財產權的行使中，最常使用、最複雜、類型也最多的利用型態，惟

目前音樂市場有音樂創作者與權利授權資料分散，且缺乏標準化的問題，為解決上

揭問題，Muzeum 將平台應用架設在以太坊（Ethereum）上進行智能合約應用，結

合前述的公共資料庫進行著作之授權，完整記錄數位內容和行使權利分配的相關資

料（Metadata），包含著作人資訊、歷年作品、權利人分配，及相關授權範圍等，

方便後續的追蹤和查詢；而針對每個音樂區塊的資料記錄，Muzeum 使用數位資產

登記區塊鏈平臺 Bitmark 進行檔案所有權之管理與加密，來強化數位音樂內容資產

的保護，由於 Bitmark 區塊鏈可記錄數位資產的所有權以及轉移歷程，每個創作的

內容資產將記錄在 Bitmark 區塊鏈上並有一個獨一無二的指紋（Fingerprint），利

用數學演算機制提供唯一的 BitmarkID（或稱 Hash 值），且每次的授權都將發行一

                                                      
241 同註 238。 
242 同註 2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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份新的 Bitmark，並將該 Bitmark 的數位資產所有權轉移至被授權人，被授權人在

收到 Bitmark 後即有存取其中資產檔案的權限，確保一旦數位內容資料被寫入區塊

後，就難以再被竄改。 

        據此，音樂創作人以及著作使用者能夠透過 Muzeum 平台設定音樂授權條款以

自動執行音樂授權和分潤，取代傳統人工作業，吳柏蒼表示：「當這些授權及分帳

條件，都清楚寫在智能合約程式中，將讓原來複雜的授權和分潤流程可以變得更簡

單，而且交易可信。」243。將授權登錄於區塊鏈上，除了可作為存在性證明，也

可選擇以智能合約的方式進行，讓部分約定事項（如分潤）依據智能合約自動執

行。而在著作財產權讓與的部分，不論是全部或部分讓與，多人共有的著作財產權

可透過多重簽章 (Multiple Signature) 機制，確保在全數同意的狀況下進行處分，其

所佔比例的報酬分配，也可以由智能合約自動執行 244。 

 

第五目 創造新型態的應用服務與產品 245 

        基於 Muzeum 的區塊鏈和標準化智能合約架構，作為開發新型態應用服務的基

礎，透過技術似乎能解決目前音樂市場上所面臨到的諸多問題。然發展音樂區塊鏈

應用，技術並不是唯一挑戰，在進行應用搭建之前，當時建置該協定的意旨係要凝

聚產業共識，擬定產業標準化的協定，因此最困難的部分在於產業溝通，如何說服

                                                      
243 王宏仁，區塊鏈走入臺灣各產業，不只更多 PoC 實驗，商轉應用也登場，2017 年 12 月 11 日報

導，https://www.ithome.com.tw/news/119247，最後拜訪日：2019 年 1 月 21 日。 
244 同註 238。 
245 參考 KKFARM 合夥人吳柏蒼在 2018 年 11 月 22 日的 2018 第三屆區塊鏈愛好者大會〈Taiwan 
Blockchain Summit〉未來的音樂經濟論壇的發表內容以及本研究於 2019 年 1 月 16 日訪談吳柏蒼先

生的對談內容。 

https://www.ithome.com.tw/news/119247


 

155                                          DOI:10.6814/NCCU201900529 
 

眾多音樂權利關係人，包括著作人、著作關係人、著作財產權人、著作集管團體，

以及更多開發人員等音樂產業核心參與者均能夠同意加入，共同建立音樂授權區塊

鏈的生態系，是 Muzeum 項目落地實施的首要之務。 

        

圖 34：音樂生態系的參與者 246 

        然根據訪談結果可知，如要說服市場上運用中心化系統的核心參與者來使用

Muzeum 項目所開發的去中心化管理系統，在現階段而言具有相當程度的困難性，

主要原因在於要將資料轉載到區塊鏈上的轉換成本很高，但其帶來的收益無法預

期，再加上這項技術可能會讓其失去市場地位的可能性，因此在多方面考量下，不

論是集管團體還是唱片公司在擁護各自利益的情形下而無法達成共創新型態音樂生

態系的目標，因此 Muzeum 協定目前停留在概念驗證的階段。而 KKFARM 開始尋

找這項新技術在市場上的需求，並決定開發能夠落地實施，同時最終能讓 Muzeum

協定真正實現的項目。日前，KKFARM 合夥人吳柏蒼在 2018 年 11 月 22 日的 2018

第三屆區塊鏈愛好者大會〈Taiwan Blockchain Summit〉未來的音樂經濟論壇中發

                                                      
246 同註 2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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佈KKFARM的新項目—Oursong，這是一個數位典藏的音樂服務，開發該項目的主

要原因是為了創造數位音樂市場的新產品。 

        由於整體錄音工業的產值持續下降，串流音樂自 2005 年開始出現，在 2015 大

幅成長，雖讓整體產業緩慢的止跌回升，然實體唱片、數位下載之收益仍下滑，因

此導致音樂創作人的收益減少的原因，除了係因為權利金分潤過程不透明外，另一

個原因就在於音樂格式的轉變讓音樂創作人能夠銷售的產品變少。過去需要付費購

買實體唱片等著作物才能收聽音樂，隨著黑膠唱片變成卡帶再變成 CD 最終變成

iTunes 裡面的數位檔案，音樂平台提供的不再是音樂內容本身而是提供一個服務。

而過去由線下的試聽機提供付費點播服務，現在則是變成在手機上的應用程式，透

過訂閱 Spotify、KKBOX 等串流音樂服務商，支付固定的服務費即可取得使用音樂

服務的使用權，且這個服務費是向串流音樂平台支付並非音樂創作人，因此現在的

交易型態中已經沒有所謂所有權的概念，音樂內容的價值隨著技術的演變被消磨殆

盡而未被充分評價，因此 KKFARM 決定要從新技術能夠滿足的市場需求來進行產

品開發。 

        比特幣的底層技術—區塊鏈，新的技術可否創造新的市場，區塊鏈最重要的精

神在於去中心化，所以去中心化加上串流服務，直觀來想，應該來做去中心化串流

平台， 現在在網路上搜尋可以看到有很多 decentralize streaming platform 這樣的平

台，包含 musicoin、Audius、Voise、Streams...等等，但之間的模式不太一樣，

Audius 從儲存裝置、編輯、推薦、付費方式全部均去中心化，musicoin 則是針對做

音樂的報酬以加密貨幣處理，但我們注意到這些 decentralize streaming platform競爭

對手即為既有的串流服務商—Spotify、KKBOX，如果要做去中心化串流平台，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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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上要打敗這些服務商，因此，首先我們來釐清目前消費者對於這些串流服務商最

大的抱怨在於訂閱的費用太高，但是一個月 149 元是否太貴，如果用去中心化系統

來做真的會比較便宜嗎?消費者體驗會好很多嗎?現在很難達成，未來難說，所以目

前用去中心化來做串流平台最主要的訴求就是可以讓音樂創作者得到公平的對待，

有效益的分潤，讓拆帳透明化。但是消費者並不在意創作人是否有得到公平合理的

報酬，只在意是否合法使用音樂，所以最終還是回到供需，消費者的實際需求到底

是什麼，那就是便宜又體驗好的服務，關鍵點在於有哪些需求是新技術始能滿足的

才是讓區塊鏈技術落地的方法。 

        接著，我們來看看哪一些是舊技術無法達成，新技術可能可以做到的部分。

David bowie是英國一位前衛的音樂創作者，在 1997年把自己 25張專輯裡面 287首

歌曲未來十年的版稅收益打包成一個債券，用 5,500 萬美元賣給保德信保險公司，

當初債券評比好，每年都有良好的收益，但不是每一個音樂創作者均能將創作債券

化，因此我們想是否能將債券分割，這也許是區塊鏈技術能夠做到的事情，債券分

割之後能夠讓更多人參與，流動性更高。但文化內容、藝術作品該如何分割，著作

權可否公眾化?因此在有多個著作權人的情形下，先依照貢獻度分配，每個人均對

自己之部分持有百分之百的所有權，之後為了將著作權收益分給粉絲、支持者，我

們再將著作權益分割為一百萬份，讓每個人均可持有一小部分。若是發行音樂創作

人作品的代幣，由於著作的收益或持續產生，則持有該代幣不但可以向其他人炫

耀，還能持續保有收益，惟美國 SEC 會有相關的管制，合規上會讓企業卻步。因

此 KKFARM 在進行相關區塊鏈項目上亦考量到法規上之問題，以及實際應用面上

的問題，如果將著作權分割太細，進行著作授權或是轉讓需要全體著作權人的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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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則進行一項交易即需要在區塊鏈上表決投票，這樣的交易方式太不經濟。但是

法規上的拘束不能成為商業運用上的阻礙，我們不能一直等到法規合法的時候，或

是政府的支持，亦或是技術成熟的時候再來做。 

        因此，我們想什麼樣的需求是區塊鏈技術才能達成的且概念上驗證可行者—數

位收藏。為什麼長時間以來，數位時代仍舊無法填補實體唱片下滑的收益，目前這

樣收益的缺口保守估計約有 200 億美金；其一在於過去實體唱片時代，買一張專輯

除了收聽以外，最重要的價值就在於收藏，而數位時代購買的是一個使用權，則實

體專輯失去了收藏那一半的價值與功能，市場上對於收藏的定義開始改變，已不是

在實體物上。所以 KKFARM 將此需求數位化，不僅有收藏價值，觀察市面上的行

銷手法，就是使用社群媒體，而行銷最高段的方法就是粉絲行銷、病毒行銷，由使

用者直接進行口耳相傳，但粉絲行銷需要給予的實體成本過高，給予數位化的連結

資訊對於使用者而言不符合需求，因而對於企業端與使用端而言均欠缺經濟誘因。

目前為了同時滿足兩端的需求，一方面讓粉絲想要收藏，另一方面企業端有經濟上

的誘因，簡言之，消費者的收藏能夠成為企業、品牌很好的行銷工具，KKFARM

打算提出一項新的項目—Oursong，讓歌曲轉化成一種新型態的限量數位商品—

Songshare，是數位版的音樂 CD，同時也是具有優先權的數位資產，一方面可用來

收藏，一方面也代表著進入特別演唱會的特別權限，也因為區塊鏈技術才能達成限

量的要求，有限的商品創造次級市場進行交易，最重要的是能夠滿足數位時代大家

在社群媒體炫耀的需求。 

        而 Oursong 項目對於消費者而言是一個數位典藏平台，對於音樂創作人而言則

是一個共創平台，這個部份對於 KKFARM 來說也是實現 Muzeum 項目的第一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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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用 Oursong 的音樂創作人可以從創作音樂的一開始即使用這個共創平台紀錄創作

歷程，這個階段不僅可以撰寫創作背後的故事，最重要的是創作人彼此之間能夠知

道每一個共同創作人的貢獻比例，並將之登載在區塊鏈上面，且由於這些音樂創作

人要使用 Oursong 前必須先開好一個加密錢包，因此在後面分配權利金收益的階段

就可以直接用智能合約依據登載在著作權數據庫的分潤比例執行權利金的分配，當

然這些數據需要時間來累積、蒐集，但可以確定的是，這個項目可以滿足數位音樂

時代中市場上仍想要收藏的需求，且透過行銷可以讓區塊鏈技術在產業內落地實

施，並直接從音樂產業的源頭—創意內容來賦予價值，因為一個產業所製作的內容

已經沒有了價值，何來收益能夠分配呢？ 

 

第三項 訪談 KKFARM 個案 

訪談對象：KKFARM 合夥人／Senior Advisor—吳○○先生 

訪談時間：2019 年 1 月 16 日 

以下為本研究所提問題與訪談對象的對談內容： 

(一). 關於 Muzeum 的商業模式，Muzeum 項目如何獲利？如何吸引音樂創作者以及

消費者來使用 Muzeum 的服務？目前有無成功案例？比如說 Ujo Music 有和

Heap 合作，Muzeum 有無相類似的案例？ 

        還需要一些時間，Muzeum 協議較著重技術可行性跟整個技術架構的概念

驗證，證實這樣的概念是做得到的，目前 Muzeum 停留在概念驗證的階段，還

沒有真正落地實施，由於在接洽市場上的主要參與者，比如說唱片公司、集管

團體讓我們意識到必須要開發能夠落地的應用，經過時間的積累才能夠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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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uzeum 協議實現，因為 Muzeum 協議要實現需要很多條件。Muzeum 協議相關

驗證成果都可以在區塊鏈上找得到，雖然這些成果均證明技術上是可行的，但

要完全實行這個協議需要時間來滿足許多條件，目前不會投入所有的資源追求

這個願景，因為要達到能讓 Muzeum 協議實現的環境還有一大段路要走，所以

我們很實際地把資源投資在目前能夠真正能夠落地、商業化的項目以及向這個

願景前進的策略上，有了第一步能夠落地的產品，再慢慢去布局我們現在缺乏

的部分，例如讓使用者習慣使用加密錢包以及讓版權資料登載上鏈，且區塊鏈

技術還需要二至三年的時間，才能發展到與中心化系統抗衡或至少堪用的程

度，接下來就能在產業中推廣 Muzeum 協議。因為要使用智能合約進行權利金

的分潤，必須要使用加密貨幣或是代幣來做為分潤計算的依據，如何讓這樣的

運作模式普及化是關鍵點，如果使用者無法理解、接受就無法繼續進行下去。

目前區塊鏈技術還無法做到簡易操作的使用者介面，使用者必須要會開加密貨

幣的錢包以及私鑰的管理，因為私鑰不見了，錢包裡面的資產也跟著不見，因

此介面要做到一般人都覺得好用。現在會用加密錢包者都是比較進階的使用

者，要讓所有音樂人都覺得使用的很習慣、自然，目前應用端部分還無法達到

這樣的程度，這是第一層次使用介面的問題，如何讓使用者習慣使用的部分。 

        第二部分，需要時間的積累，讓區塊鏈上登載的著作權到一定的數量，才

能達到足夠大的效益，即便目前已有許多檔案已經電子化了，要擁有這些資料

的人立刻轉換到區塊鏈上來做使用難度很大，以版權公司來說，其資料庫內有

數萬首的資料，前幾年實際上和這些版權團體、公司洽談，亦實際了解他們的

需求，要他們把舊有複雜的系統立刻將這些資料轉換到區塊鏈上，轉換成本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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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必須要有夠強大的經濟誘因，諸如收益增加、營運成本降低等才會考慮，

因為一般的基礎設施還沒健全，一般使用者還不太會用，因此要等待一個亦於

使用的應用介面被開發出來。再來，區塊鏈技術雖然已經進展到智能合約階

段，但在運作效能上、交易費上均比中心化資料庫來得慢且貴，以營利的角度

來看，區塊鏈技術現在來看就不會是最好的選擇。 

(二). 目前多數區塊鏈新創企業會選擇將運作系統架在以太坊上面，是否可以降低營

運成本？是否會考慮跟現有的網路平台合作？ 

        假設要將一萬首歌的分潤資料均登記到區塊鏈上，每一個分潤比例均為一

個智能合約，每佈署一個智能合約即須要支付燃燒費，這些都還不是最大問

題，最大問題在於要讓至少一萬個創作人均會使用加密錢包，甚至是到他們覺

得方便使用的程度，是非常困難的。Ujo 之前有推出一些 POC 的專案，但大規

模的把版權公司、集管團體既有系統轉換到區塊鏈上的可能目前還做不到。而

我們目前推出的產品，如同我 11 月在論壇上說的，數位收藏品項目，這個項目

也會跟我們的願景方向是同一且有幫助的，數位收藏是從音樂創作者在創作的

時候即可撰寫共同創作的故事、創作靈感同時也可以跟粉絲互動，所以當歌曲

完成時，粉絲即有了一定程度的參與，對於創作的歌曲有認同感，而我們的產

品則會在著作完成時提供一個 songshare 的限量且具有收藏意義的收藏品給粉

絲，為音樂創作者提供一個可以賣的商品，之後也有可能開發遊戲功能；更重

要的是創作者彼此之間也能清楚知道各自的貢獻程度，且這些均會登載在區塊

鏈上，將創作歷程均上載，這當然對於著作權而言是很好的存證系統，同時也

可以確實記錄著作貢獻的比例而有助於之後對於收益分配比例，經過一、兩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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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時間積累後，這些登載在區塊鏈上的著作分潤比例就能直接以智能合約進行

版權分潤，無需像現在一樣，需要轉換成本。  

(三). 如何吸引創作者使用數位典藏服務？ 

        這就需要行銷，但這些就是可以追求的，掌握在自己身上的。惟如果是像

前幾年區塊鏈新創市場上希望集管團體、唱片公司來使用這一套新發明的系統

是非常困難達到的，因為這就是把成功寄望在別人身上。 

(四). 關於 KKFARM 的 Soundscape 是一個什麼樣的產品？有使用到區塊鏈技術嗎？ 

        Soundscape 是一個音樂數位發行平台，就像剛剛提到我們新的共創平台，

作品完成後放在區塊鏈上畢竟是新的模式，如果走既有模式，就是放上數位平

台收取串流收益，所以這個上架到各數位平台的需求是一定有的，Soundscape

就是在提供這個服務。而要上架到大型平台不是一件容易的事，而這些大平台

通常面對的也不是個別的音樂創作者，而是數位音樂聚合商、發行商，

Soundscape 就是這個角色，讓音樂創作人可以選擇將作品發佈到那些平台上。

而 Soundscape 只有在請款憑證的部分使用到區塊鏈技術，這部分是和 Bitmark

合作協助存證。 

        Bitmark 是比較單純的區塊鏈應用，Bitmark 可以讓每天產生出來的上百份

文件經過 Hash 後得到一個特別的指紋，也就是哈希值，而 Bitmark 會把這個哈

希值以及檔案擁有者、時間戳放在區塊鏈上，因此能夠進行數位檔案、數位資

產權利登記的區塊鏈應用。其中最特別的功能在於其可以把著作權之數位著作

物也分別編號，因此可以清楚知道著作物的流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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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透過 Soundscape 是否可以達到累積音樂創作人端之使用者的目的？ 

        無法。前面提到累積的數據項目是非常多的，新的共創平台，除了可以知

道某首歌的著作權人為誰，最重要的是這每一個創作者均已架設好自己的加密

錢包，所有的著作資訊也都在區塊鏈上，這是非常重要的，因為如果沒有這些

前提，就算知道著作分潤比例，也不知道要分給哪些著作權人。Soundscape 常

常面對的是大廠牌，因此對於細部的著作權人無法切確掌握，也沒有辦法控

制。 

(六). 本研究有一部份是關於中間人的部分，區塊鏈技術之目的在去中心化與去中間

人，而本研究的結論是認為中間人還是有存在的必要，但市場上必須要將寄生

蟲類型的中間人汰換，才能讓市場運作更加有效率，想請問您對這個議題的看

法？ 

        這要看不同環節而定，因為一個音樂人除了做音樂以外，要做的事情還很

多，如果全部的事情都音樂人做，就不能好好專心做音樂，所以不能說這些人

是中間人，應該說是團隊，幫音樂人解決問題的人，是服務的提供商。所以什

麼事情都要完全去中間人是不需要的，但有一些部分是不需要有的，或是這些

中間人的角色可以用技術、網路平台或是區塊鏈技術開發的應用程式來取代，

讓音樂人收款速度變快、中間被收取的傭金變低，我認為這樣的中間人是有必

要的。 

        目前音樂人很大一部分的收入來自於巡迴演唱，大型演唱會需要安排很多

事情，這些都需要有人幫音樂人來談，這些就是音樂人的團隊，所以我們說的

去中間人是針對部分音樂人從音樂平台到消費者，中間經過太多手，可能是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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片公司，可能是發行公司，讓整個過程變得很長，音樂發表出去之後，半年甚

至一年後才拿到錢，而且收到的錢被層層中間人扣取而變得非常少，所以去中

間人的主要訴求在於減少音樂人與市場之間的距離。 

(七). 目前唱片公司還是能透過合約來綁住音樂人嗎？ 

        比較少了，現在音樂人的選擇比較多，以前需要透過唱片公司，唱片公司

抽成之後再給發行商，然後再上到平台，發行商、平台也都需要抽成，所以收

益回到音樂人身上就變得很少。但現在，獨立音樂人只需要支付服務費就可以

透過 Soundscape 發行到各大平台，也有透明的報表提供給音樂人，這樣的方式

就會比較簡單明瞭。但唱片公司還是有存在的價值，有些藝人還是會跟唱片公

司合作，比如需要唱片公司投資更多資源在行銷方面、形象定位，或是不是一

個全方位的藝人所以需要唱片公司協助製作音樂。現在整個環境比較好主要是

音樂人有選擇的自由，以前令人詬病的是即便自己能做，卻無法選擇跳過這些

層層中間人。 

(八). 如何開始進行區塊鏈技術應用在音樂產業的相關項目？是否有參酌國外的案

例，數位典藏項目是否類似 PeerTracks？ 

        由於自己有在進行音樂平台的項目，在 2016 年開始，業界開始討論區塊鏈

技術如何用在音樂產業，自己對這方面有興趣，因此開始研究，然後發布相關

項目。我們的共創數位典藏平台想建立的是產業都想要用的去中心化平台，如

果有自己發布加密貨幣，這樣很容易會為了追求自己的利益，這對於產業而言

又多了一層需要跨越的部分，所以要用產業來用應該要盡量去中心化，因為產

業在談判的過程通常是各團體，各占據山頭，如果自己無法取得主導權，則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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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人也不行，因此我認為區塊鏈技術迷人的地方就是這項技術也許可以達到某

種程度的民主，雖然目前還很難達成，但至少是一種希望，而這個民主是利基

於產業內的參與者共同遵守一項技術協議，以建立一個共同參與的生態系，所

以我們當初看的技術都是非常去中心化的，但去中心化的技術在管理上、資料

存取、查找上都會遇到障礙，因為現在中心化的資料庫做的很好，至少目前已

經出來 Muzeum 的雛形，雖然這項目放在市場上比較困難的，但我們很實際地

去做能夠落地的項目。如果說現在就要達到是很不務實的說法。 

        為什麼要做數位典藏的這個項目？因為我們發現數位時代市場上還是有收

藏的需求，因此我們為市場創造一個新的產品，而我們也發現到音樂創作人現

在無法以音樂維生，主要原因不是被抽成太多或是收款太慢，當然這也是需要

改變的地方，過去抽成高、收款也慢，但音樂人還是可以活下去是因為內容有

價值，現在內容沒有價值，消費者使用的也只是音樂服務的使用權，而不是利

用音樂本身，所以把內容價值提昇會比促進收款效率這件事在現階段來說更重

要一點，之後再來做收款效率的部分。 

 

第五節 小結 

        經由 Imogen Heap 與 Ujo Music 合作發行音樂，dotBlockChain 創辦人—Benji 

Rogers（下稱 Rogers）提出區塊鏈技術應用於創意內容產業的構想以及台灣

KKFARM 提出的 Soundscape 在田與 Muzeum 項目等國內外的案例可知，透過前述

Ujo Music 提供的利潤分配表以及上述企業運作的技術框架，將區塊鏈技術運用在

音樂產業在技術上應為可行，不僅可依據登載在區塊鏈上著作權權利登記，透過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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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合約設置自動執行分潤框架，將收益公平合理的分配給涵括所有對於創作過程有

貢獻的成員，不再受到唱片公司與通路商制定老舊、不公平的紙本合約拘束而獨占

利益，且透過 KKFARM 的 Soundscape 儀表板功能，音樂創作人透過數據分析，重

新取回音樂發行的權利，Bittunes 以及 PeerTracks 則讓音樂創作人能夠透過比特幣

或是 Note 幣重新取得銷售、利用自己音樂作品的可能性。 

         Muzeum 則是針對創意內容產業，提出一個人才與內容公共資料庫與去中心化

著作權系統的技術協定，透過區塊鏈技術共創新型態音樂生態系的產業協定，希望

以區塊鏈技術作為基礎架構，將音樂創作人與產業相關人之資源以及創作內容登載

上鏈，並運用智能合約結合創意產業資料庫來訂定合作條件方式、制定產業共同遵

守的協定，以建立新型態的音樂生態系，開發音樂產業之各類應用服務，使人才與

內容資料可以開放共享，串接音樂製作團隊，並進行點對點的授權與權利金分潤，

最終達成直接將授權收益回饋給音樂創作者之目的。惟以目前音樂市場環境與技術

發展狀態來說，要實現 Muzeum 協定建構出來的音樂生態系還需要時間， 一方面

需要帶區塊鏈技術發展更為成熟，讓市場上的使用者能夠接受並習慣加密錢包的使

用方式，降低企業將資料轉載到區塊鏈上的轉換成本，另一方面亦須待分布是儲存

資料庫的數據累積到一定的數量，才能讓智能合約真正運作。 

        目前應用區塊鏈技術的音樂企業均無法說服市場上主要參與者放棄原先的中心

化管理系統來使用以區塊鏈技術為基礎的去中心化運作系統，再加上區塊鏈上登載

的數據資料量並不足以撼動既有的商業模式運作，而 KKFARM 在與產業核心參與

者接觸溝通的過程中了解到去中心化系統要達到目前中心化系統運作的程度還有一

大段距離，且透過這個合作談判的過程意識到，音樂創作人在數位音樂產業中面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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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的問題不只是收款程序過長或是交易過程資訊不透明而無法取得合理公平的報

酬，最主要的原因在於數位時代下音樂創作內容已漸漸失去其價值，音樂創作人可

以銷售的產品項目變少，已無法提供服務市場需求的服務，提供音樂服務的角色亦

已被串流音樂平台等網路平台商取代；再者，先前的 Soundscape 常常面對的是大

廠牌，因此對於細部的著作權人無法切確掌握，也沒有辦法控制而無法實際知悉各

著作之著作權人以及貢獻比例。 

據此，本研究經由文獻探究與訪談後發現目前數位音樂市場上有開發新產品之

需要，必須為音樂市場創造新的價值才能為音樂創作人的處境解套，意即前述提及

關於 KKFARM 的 Oursong 數位典藏項目，該項目不僅可以讓區塊鏈技術落地實

施，亦能透過登載更多的著作權以協助達成 Muzeum 協定的願景，惟值得注意的

是，不論是 Muzeum 協定，亦或是 KKFARM 欲推出的 Oursong 數位典藏項目，目

前均僅處於通過概念驗證之階段，該等商業模式是否能夠大量商業化尚無法得知，

故本研究認為在取得 KKFARM 之 Oursong 數位典藏項目可實際運作並大量商業化

之相關數據與資料前，必須從已經過法律證實以及司法實務確認可實際運作之相關

商業應用作為商業模式設計之考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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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章 結論與建議 

第一節 結論 

        音樂產業是整個創意產業的縮影，同時音樂產業也是數位化、網路化之後，最

先受到衝擊的數位內容產業，根據 RIAA的相關研究數據顯示，2018年上半年的整

體市場趨勢繼續反映出音樂行業的交易已從基於每單位之實體唱片銷售額快速轉向

串流音樂服務。在 2018年上半年，美國音樂產業的總收入增長了 10％，達到 46億

美元，串流音樂市場之收入是音樂產業收入成長的主要來源，Spotify、Pandora 以

及 Deezer 等串流音樂服務平台採用免費模式搶佔近乎四分之三的市場比例，讓其

他通路無法與之抗衡。惟這些串流音樂服務提供商推廣之免費模式犧牲了藝人應得

的利潤分配而備受爭議，唱片業者亦受到串流音樂平台之影響，從全盛時期的數千

家唱片公司整合成三家全球強權唱片集團，對於音樂創作人來說，過去需要面對的

僅有唱片公司，在現有體制下還需要經過串流平台以及唱片公司之層層中間人才能

到消費者的手上；接著，再經過同樣複雜的過程，音樂創作的收益以及後續能夠取

得的報酬才有可能回到音樂創作人的手中。數位時代帶來不同型態的數位音樂服務，

改變了音樂產業的消費模式，目前仍盛行的書面授權合約運作模式，已漸漸無法將

權利金收益合理分配給詞曲著作人、錄音製作人等權利人以及音樂集管團體、唱片

公司等音樂中間人，且數位化並未解決中間人的問題，反而增加了更多中間人橫亙

於音樂創作人與消費者間。 

        目前音樂市場交易訊息不透明且雜亂、沿用實體商品的權利金費率過時的授權

條款導致權利金分潤比例不公平，造成音樂創作人無法取得合理報酬，雖然

Spotify 宣稱其將廣告以及訂閱收入的七成均支付給權利持有人，與銷售音樂著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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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載服務—iTunes 分配給著作權人之比例相同，惟這邊的權利持有人通常指的是唱

片公司；再者，音樂產業市面上大約仍有 25 億的權利金收入從未支付給音樂創作

者與藝人，而成為永遠拿不到的權利金，細究這筆無人領取鉅額權利金的原因，可

能係因音樂產業內欠缺一套能夠準確辨認著作權人身分的系統，且當唱片公司對於

串流音樂服務提供商之公司持股不穩定時，相關收益將無法回流至特定音樂創作者

或藝人的身上，因此，全球市值約有 450 億美元產值的音樂產業，僅有一小部分會

分配給音樂創作者。 

        據此，我們可以發現音樂創作人無法得到合理公平報酬的主要原因在於不透明

的交易資訊，此處的不透明包含音樂著作利用程度、方式、交易對象以及最重要的

權利金分配費率等計算資訊，雖然數位電子平台似乎能夠為創作者提供即時、易理

解的權利金等相關訊息，惟實情卻是數據常常太過分散、太複雜或缺乏相關細節，

而無法提供有用的情報，主要原因為出版商或唱片公司本身無法快速地獲得正確信

息，再加上音樂創作人常會以個人主觀喜好製作音樂，對於市場上的需求更無法精

確得知。然其他產業早已致力於現代化信息報告和分析系統之建置，反觀音樂產業

應如何拋棄過時的制度與阻礙以提升資訊的透明度是值得整個產業深思的核心議題。 

        故為了改善音樂產業的交易流程與運作，Rethink Music建議可運用區塊鏈以及

加密技術建置去中心化的權利數據庫，透過管理產業價值鏈，直接追蹤粉絲與音樂

創作者之線上交易資訊，以提供透明資訊與數據進以教育音樂市場，吸引產業核心

參與者的加入，實現公平音樂市場的最終目的。由於目前尚未出現一個能夠有效率

追蹤全球音樂著作所有權權利登載、授權金給付的系統，如有一套系統能夠登載全

球音樂著作所有權等相關資訊的數據庫，將可大致上解決音樂產業目前所遭遇到有



 

170                                          DOI:10.6814/NCCU201900529 
 

關收益公平分潤的問題。而區塊鏈技術上的全球分布式帳本似乎是構建著作權所有

權、授權交易登載系統的不二選擇，區塊鏈技術的出現，符合市場上對於嘗試解決

音樂產業困境的隱性需求，區塊鏈技術能為音樂授權提供一個安全透明、具信賴且

規模化的解決方案。區塊鏈技術能讓業主以及藝術管理者在實際操作面上直接切入

商業實務的核心。 

        蓋區塊鏈是一個具有多元面向的技術，有些人認為該技術吸引人之處在於可以

創建一個全球分佈式著作數據庫；有些人則認為可以將權利金快速且公平的分配給

創作人的部分更吸引人；而對於個人音樂創作者而言，這是一個向消費者推銷自己

的方式，在花費低成本取得高收益之情形下完成交易並蒐集相關數據；對其他人而

言，區塊鏈技術則是針對不同經濟活動提供思想、創意等的有力證明工具。加密技

術無疑讓整個業界朝向更正確的道路前進，惟區塊鏈並非無所不能，難以用來解決

整個創意產業面臨的各種難題，不論是技術的純熟度或是技術內涵與既有法律框架

的衝突，均待時間來解決相關問題。目前以區塊鏈技術建置的去中心化資料庫，在

資料查找與存取上均無法與既有的中心化系統匹敵，技術內涵中最重要的智能合約

則有難精確自程式碼轉譯當事人之意思表示以確定契約之內容、複雜的契約類型與

契約目的難以認定當事人之意思表示以及自動履約特性下難以救濟的問題。 

        在商業應用層面，前市場上對於去中心化的交易執行模式，以及去中央化的資

訊管理接受程度尚不明朗，意即對於區塊鏈技術的程度並不高，且企業與供應商在

這之中所扮演的角色亦不清楚。估計需要 5 至 10 年的時間，始能讓市場接受區塊

鏈技術而廣泛運用，大多數僅屬於概念性的驗證（Proof of Concept, POC），而無

法通過初始的試驗性階段。目前數位音樂市場中的創作人與藝人最大的市場訴求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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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如何找到更多的聽眾以及觀眾，而得以創造比現有平台模式運作下更大的獲益，

惟在短期之內，區塊鏈技術似乎還無法縮小主流音樂與獨立音樂間的貧富差距，亦

無法在音樂產業內大眾化。根據訪談結果，目前區塊鏈技術已通過概念驗證階段，

以及國外 Ujo Music 與 Heap 合作項目的分潤結果，均可知區塊鏈技術具有改變既

有音樂產業商業模式的能力，惟由於市場上的唱片公司、集管團體掌握大多數的數

據與資訊，在合作面向上，因區塊鏈技術未來獲利具不確定性，而難以談成合作；

再加上，目前區塊鏈上登載的著作權數據仍需時間積累，使用介面亦無法達到易於

使用的程度，如何教育音樂創作人接受、理解區塊鏈技術並進而信賴、使用是目前

面臨到的問題，因此，要將區塊鏈技術應用在音樂產業的商業模式真正落地實施，

還需要時間，不僅是在數據積累的部分，技術純熟度也需要時間來改良，以跟目前

既有的中心化技術能夠相匹敵。不論是 dotBlockChain 的創辦人 Rogers 還是

KKFARM 的合夥人均認為目前區塊鏈技術若要運作，則在鏈上積累的著作相關資

訊與數據量須足以在區塊鏈上建立一個全球著作資料庫，部署於區塊鏈上之智能合

約才能發揮作用以達成自動分潤收益給真正音樂創作人，以創建一個新形態音樂產

業生態系之最終目的。 

 

第二節 建議 

        本研究透過文獻分析以及訪談 KKFARM 創辦人後發現，數位音樂產業的問題

係因整體錄音工業的產值持續下降，音樂創作內容之價值不斷貶值，再加上串流音

樂自 2005 年開始出現，並在 2015 大幅成長，雖讓整體產業緩慢的止跌回升，然實

體唱片、數位下載之收益仍下滑，數位時代下音樂內容的價值隨著技術的演變被消



 

172                                          DOI:10.6814/NCCU201900529 
 

磨殆盡而未被充分評價，音樂創作內容已漸漸失去其價值，導致音樂創作人因為收

款程序需經過層層中間人而使權利金分潤過程不透明，音樂格式的轉變讓音樂創作

快速低價的傳播，使得音樂創作人在數位音樂產業中面臨到的問題，不僅只是收款

程序過長或是交易過程資訊不透明而無法取得合理公平的報酬，最大的問題在於音

樂創作人能夠提供之服務被串流音樂平台等文化中間人所取代，音樂產業中的消費

者漸漸不再需要實體唱片即可收聽音樂，取而代之的是音樂服務的提供者於市場上

取得絕對的優勢，音樂創作人原先可銷售的音樂唱片等產品項目隨之消逝。 

        惟是否將音樂市場上的文化中間人抽離，即可使得音樂創作人重新立於音樂市

場的主導地位，並取回其對於音樂創作的利用權，本研究認為文化中間人之存否攸

關音樂產業之特性。蓋文化產業係一個高度不可預測的市場，一件作品是否能夠成

功的被市場接受，運氣所占比例高，因此需要文化中間人依據市場需求提供相當程

度的修改建議，並進行遴選及過濾市場喜愛之創作，成為創作人與市場間的搭橋者；

除此之外，文化中間人對於交易雙方因溝通頻率高而產生的高品質聯繫關係，能夠

滿足市場上對於信任的需求。值此，每一個時代的新科技雖均預示中間人的終結，

然事實上，中間人所提供的服務與價值並無法被替代，而仍在音樂市場上佔有一席

之地。 

        據上，在資訊爆炸的時代，需要合作型中間人所提供之服務，始能讓市場獲益

極大化，以達到音樂創作人獲取合理報酬之終極目標，諸如唱片公司可協助製作音

樂、制訂行銷策略，而集管團體可協助處理授權事項，故仍舊具有存在之價值與必

要性，雖仍為要角，但已非運作數位音樂產業的唯一關鍵角色。當然現階段對於音

樂創作人而言，驅逐市場上的寄生蟲，找到合作者以彰顯中間人所創造的價值是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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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要任務。而在法規面向上，美國亦欲透過 MMA 法解決文化中間人過時老舊的體

制以創造公平合理的交易環境，經由指定 MLC 集體授權組織處理授權業務，統一

授權窗口，串流平台亦因概括授權而無須擔心漏未授權而違法使用的訴訟風險，僅

需繳納月費即可讓收聽的用戶能有更多選擇及更好的服務，進而創造串流平台間之

良性競爭，音樂與詞曲著作權人不用再被收取多餘的佣金或費用，欲使集管團體在

MMA 法的運作下成為協助音樂市場運作的合作者。 

        本研究透過文獻蒐集亦發現，由於現階段在數位音樂市場之實務運作上欠缺一

套良善的音樂著作授權機制，以及能夠辨認真正著作權人的全球著作權數據庫，因

此市場上對於能夠建置完善商業模式的新技術科技具有隱性需求，而區塊鏈技術能

夠自動履行智能合約，就音樂著作授權關於權利金分配之部分使音樂創作者快速取

得款項，除了能夠有效且到位的呼應音樂產業根本上的需求，更能夠成為驅逐寄生

蟲型中間人之工具。 

        據此，KKFARM 欲推出之 Oursong 數位典藏項目作為數位音樂商業模式設計

之考量，該項目主要宗旨在於為數位音樂市場創造新的產品，對於消費者而言是一

個能夠滿足收藏限量商品慾望之數位典藏平台，對於音樂創作人而言則是一個保存

創作歷程之共創平台。KKFARM 透過 Oursong 能夠在區塊鏈上累積資料、數據，

以實現 Muzeum 協定的第一步，當然要吸引音樂創作者或是唱片公司使用 Oursong

必須要透過中間人制定的行銷策略，這也呼應到前述提及將區塊鏈作為科技投資組

合之一，並以區塊鏈技術與中間人提供之服務相結合，才能為現階段的音樂市場創

造真正的共享經濟。 

然 Oursong 這個項目，回歸到對於數位音樂市場以及區塊鏈技術之純熟度而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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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否能夠固著消費者之消費習慣而開展成大型商業活動，轉化成音樂創作者之收益，

現階段仍無法得知成效，雖然限量以常態消費而言能夠促進消費，惟該等商業模式

若要大規模的落地實施，則表示以區塊鏈技術所提供之產品或是服務必須能夠長期

以消費者能夠接受之價格滿足消費者之需求，有從內容產業之源頭降低採用既有商

業模式者之轉換成本，才能讓新型態商業模式落地實施。 

        故在商業應用面向上，區塊鏈技術是否能夠廣泛的推廣與運用在音樂產業上，

商業策略的實效性仍未可知，不論是 Muzeum 協定，亦或是 KKFARM 欲推出的

Oursong 數位典藏項目，目前均僅處於通過概念驗證之階段，該等商業模式是否能

夠大量商業化尚無法得知；在技術層面上，一個運用新技術所建立之新型態商業模

式，其技術發展大概需要 10 到 15 年的時間，縱使 VITALIK BUTERIN 已提出擴容

方案，估計能增加以太坊 TPS 每秒交易量 30 倍，然運算效率與處理資訊與儲存之

成效仍未可得知。 

        因此在全球區塊鏈熱潮中，市場上對於區塊鏈相關產品與服務的回應不如預期，

且消費者對於去中心化的商業生態系統與加密貨幣的接受度仍不明朗，再加上區塊

鏈技術的發展對於音樂產業中的集管團體或是特定族群而言，無法在技術轉型上獲

得利益，主要原因為對於中心化系統使用者而言，不僅轉換到去中心化系統之成本

高昂，後續運作的成本亦相對高，再加上，市場上並未出現能夠對應串接的相關應

用窗口，音樂創作人的利潤分配亦非商業模式運作的首要考量，因此目前仍無法確

定區塊鏈技術與數位平台的合作成效，且數位平台與區塊鏈技術的結合只是成就下

一個中間人世代的出現，不僅無法消弭市場龍頭的勢力，反而成為更無法攻破的高

牆。以區塊鏈技術運用在數位音樂產業的商業模式運作成果並不樂觀。故在現階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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區塊鏈上登載的數據資料量並不足以撼動既有的商業模式運作，而無法以實際數據

與成交量來說服市場上主要參與者放棄原先的中心化管理系統轉而使用以區塊鏈技

術為基礎的去中心化運作系統。 

        惟為使音樂創作人對於音樂著作商業化之方式備有多種選擇，以強化其市場地

位，本研究認為可將區塊鏈技術運用於音樂產業分為短、中、長期目標逐步實行；

在運用區塊鏈技術於音樂產業的短期目標上，本研究認為或可借鏡中國大陸以區塊

鏈技術建置第三方存證平台之經驗，以區塊鏈技術之開放性、分散式、不可逆性以

及具有時間戳之技術特徵，為台灣建置著作權登記制度。在杭州華泰一媒文化傳媒

有限公司訴深圳市道同科技發展有限公司侵害作品資訊網路傳播權糾紛案中，法院

首次對採用區塊鏈技術存證的電子資料的法律效力予以確認，肯認原告採用區塊鏈

技術對自動抓取的電子數據進行存證固定，確保了電子數據的真實可靠性，而可作

為侵權之證據，主要原因在於，區塊鏈技術可用於建置低成本、高安全、穩定性去

中心化的電子資料庫，故可依此提供著作權之存證服務；且對於電子資料具有隨時

性、多發性、易逝性的特點而言，電子資料存儲是否具有可靠性，是確保電子資料

不被篡改、保持其完整性的關鍵，因此運用區塊鏈技術之時間戳、加密技術等不可

竄改特性，應可建立著作權之登記制度。 

        中期目標則建議可在短期運用區塊鏈技術建置著作權之登記制度上與市場上的

文化中間人進行整合，如前所述，因為音樂市場之特殊性，音樂創作人完成創作後

仍需要唱片公司、串流音樂平台來協助行銷、發行並整理挑選符合市場需求之音樂

創作，一方面為音樂創作人提供精準行銷的服務，一方面為消費者提供客製化的服

務；且由於網際網路具有不正確的特質，此部分即需要區塊鏈技術為資訊之正確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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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真實性提供驗證與擔保，以電子數據、資料之形式進行交易記錄之留存，以促進

音樂創作人以及著作使用者間進行公平合理之交易。而文化中間人與區塊鏈技術應

如何協調運作創造真正的共享經濟是此階段能夠做到且符合市場需求的商業策略。  

  而在長期目標上，即可依循前階段在市場上建置與部署之商業架構，讓音樂創

作人以及消費者、使用者對於區塊鏈技術已具有一定程度之依附關係下，將數位音

樂產業之交易關係置換到區塊鏈上，透過諸如 KKFARM 的 Oursong 項目來保存音

樂創作者之創作歷程與貢獻比例之共創平台，以持續在區塊鏈上累積資料、數據，

進而實現 Muzeum 協定的第一步，最終達成一個以區塊鏈技術作為基礎架構，並運

用智能合約來訂定合作條件方式、制定產業共同遵守的協定，串聯音樂市場主要參

與者的新形態音樂生態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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