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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相關研究 

2.1 創用 CC 簡介 

由於科技時代的創新，人們可以很便利地分享及散佈數位內容，但其引發之數位

著作權問題卻變成了大家爭議的焦點。在以往的著作權控管上是相當兩極化的分

佈，不是屬於公共財(public property)，就是著作人保留所有權利(All Right 

Reserved)，其進而發展出數位權利管理(Digital Right Management, DRM)[5]。

Lawrence Lessig 希望提供創作者另一個新的管道來分享創作，同時也可以保留

其部分權利(Some Rights Reserved)，因而提出創用 CC(Creative Commons)[2]

的觀念。 

     創用 CC 是用來釋放權利及分享創意的一種新途徑，其授權條款(Creative 

Commons Licenses)分成以下三種型態來表示：(1) 授權標章(Human-Readable 

Commons Deed)-可讓人閱讀的簡易白話摘要，(2) 法律條文(Lawyer-Readable 

Legal Code)-可在法院上具效力的完整權利，(3) 數位標籤(Machine-Readable 

Digital Code)-可供機器辦讀的形式。附錄一整理出創用 CC 現有基本的 11 種授

權條款，使用者可以任意選擇這些授權條款做組合，自行在網頁上宣告或將授權

加入到作品中來告知他人自己的權利。[3]在主從式(Client-Server)網路下提出

一完整授權系統架構，讓使用者在授權選擇器(License Selector)上選取權利

後，再到應用伺服器上註冊相關後設資料與權利。應用伺服器中有內容處理器

(Content Processor)提供內容與後設資料之結合，而後設資料管理器(Metadata 

Manager)則提供註冊管理後設資料與使用者資料。但架構系統在主從式網路的致

命缺點在於只要伺服器一旦當機，就無法再提供任何服務。 

創用 CC 則是實做了一系列相關程式來推廣其概念，如桌面應用程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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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cPublisher[25]，能讓創作者在選取 CC 授權後產生對應的驗證文字，供人自行

插入網頁檔案中標示自己的授權，其驗證文字包含了檔案 URN（Uniform Resource 

Name）、對應之創用 CC 授權與檔案連結。同時，創作者可將作品上傳至網路伺服

器 Internet Archive [26]中讓人下載，也可根據 URN 經由對等式網路下載。不

過 ccPublisher 並不提供檔案與創用 CC 相關後設資料的結合(Binding)機制，且

面對多樣作品融合授權有些是相互抵觸不能使用時，僅提供讓使用者自行判斷融

合結果。在創用 CC 所提供的檢查程式 ccValidator[28]則是針對創用 CC 所使用

的 RDF 語法做解析及檢查，無法驗證出是否為非法授權，對於多方授權的相容同

樣地也無法檢驗其正確性。而桌面應用程式 ccLookup[33]針對 MP3 檔案中創用

CC 之後設資料提供的連結連回原發佈網站做查詢，讓非法散佈者可被回溯追蹤，

但這方法必須消極地透過創作者自行偵測，無法自動化阻止非法散佈的發生。在

對等式網路軟體中有 Morpheus[27]可提供辨識創用 CC 的標籤方便搜尋授權作

品，但並沒有任何機制檢驗授權的正確性。 

 本論文將改善以上缺點，提出將創用 CC 架構在 Super Node 對等式網路上，

設計本體論並定義自動化融合多方授權的法則，製作出一個完整的著作權管理系

統，並提供搜尋及相關驗證服務。 

2.2 創用 CC 與數位權利管理之比較 

數位權利管理的主要目的是希望能夠創造出一個安全的架構來控管使用者對數

位內容之存取。它可以保障數位內容提供者之基本權利，強制人必須經過合法的

手段才能取得其內容，同時也可用來保護一些數位商業機密。數位權利管理分成

兩 大 部 分 ： 管 理 數 位 權 利 (Mangagement) 及 執 行 控 管 使 用 者 權 利

(Enforcement)[31]。大部分的數位權利管理系統，如：Microsoft 的權利管理

服務(Right Management Services, RMS)，在管理數位權利時需建造一授權伺服

器(License Server)來產生授權、發送授權給使用者及管理授權，而在執行控管

使用者權利方面，則於客戶端(Client)建造一控制器(DRM Controller)來控管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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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數位權利管理及創用 CC 之比較 

用者的權利[16]。 

數位權利管理及創用 CC 之差別可見表 1。其中，數位權利管理是積極地嚴

格限制使用者之使用權利，並且訂出規範(Policy)來控制資訊的存取；但創用

CC 是用來說明其使用者能使用之權限，讓有心使用創作者分享之作品的人，可

以知道自己的權利而不至於觸法。兩者之間的出發點不同，所制訂的權利方法也

有所不同。 

數位權利管理使用了權利表達語言(Right Expression Language, REL)來表

達權利，而常見的權利表達語言有權利標示語言(Extensible Rights Makeup 

Language, XrML)[14]與公開數位權利語言(Open Digital Right Language, 

ODRL)[6]。這些權利表達語言皆以 XML 為基礎，定義授權發行者(Issuer)及允許

的情況(Condition)，原則，資源和權利描述等，告知使用者有那些權利做哪些

行為。在公開數位權利語言中，也提供了創用 CC 的詳細規格書[19]，讓創用 CC

可以用公開數位權利語言表達。然而，XML 並不提供任何資料的語意(semantic)，

僅僅能表示資料的語法(syntax)。 

而創用 CC 使用了具有語意的 RDF(S)(Resource Description Framework 

Schema)定義授權，其數位標籤[29]包含了作品(Work)、創作方(Agent)、權利

(License)、允許(Permission)、需要(Requirement)、與禁止(Prohibition)等

類別(Class)，而這些類別使用了 DC (Dublin Code)[30]來定義其中的名詞。另

外，也定義了授權(license)、允許(permits)、需要(requires)、禁止

 數位權利管理 創用 CC 

技術層面 數位權利管理 

(Digital Rights Management)

數位權利說明  

(Digital Rights Description) 

傳達意念 限制使用之權利 說明作者授予的權利 

執行者 DRM 中的規範 法律、社會規範、以及參與者的誠信

角色 控制資訊的存取 資訊輔助 

語言基礎 XML RDF(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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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rohibits)、與衍生著作(derivativeWork)，這些屬性(property)供人定義自

己授權條款的實體(instance)。 

雖然創用 CC 使用的 RDF(S)可用來描述權利，卻不像 OWL (Web Ontology 

Language)[7]表達能力強大，有限制實體數目等功能。使用 OWL 可以更彈性地定

義實體間的關係，而 OWL 又分為三種版本：OWL-Lite，OWL-DL，OWL-FL，其中，

OWL-DL 最為廣泛使用，因此本論文將採用 OWL-DL 為創作 CC 之表達語言。此外，

雖然 OWL 表達能力強，卻無法進一步地推論權利之融合結果(融合的定義將於

3.3.2 小節介紹)，所以我們將使用法則(Rule)來進行融合的推論。在法則方面，

較知名的有 RuleML[22]，而 SWRL(Semantic Web Rule Language)[8]則結合了

OWL 及 RuleML，所以本論文將使用 SWRL 來實做創作 CC 之著作權管理系統。 

2.3 創用 CC 與對等式網路 

在目前的數位內容傳遞上，大部分都以傳統主從式網路(Client-Server Network)

及對等式網路(Peer-to-Peer Network)為架構。主從式網路和對等式網路最大的

不同，在於主從式網路僅有一伺服器(Server)供用戶端(Client)使用，而對等式

網路中的 peer 可同時扮演伺服器及用戶端的角色，若一 peer 當機，則其他 peer

可替補上來繼續服務。下表 3 為主從式網路及對等式網路之詳細比較，對創用

CC 的使用者而言，由於可自行加入授權的特性常使得各創作者的作品散布四處

不易搜尋，而使用對等式網路不需上載檔案至其他伺服器就可直接分享，且對等

式網路擁有強大的散播能力，比主從式網路更能發揮創用 CC 之共享精神。 

對等式網路分為下列兩種類型[9](表 3)：中央集權式(Centralized)及分散

式(Distributed)對等式網路，分散式對等式網路又分為具結構性(Structured)

及不具結構性(Unstructured)。由於中央集權式對等式網路最令人詬病的地方就

在於集中管理之伺服器若當機就無法繼續提供服務，所以本系統並不考慮採用此

架構。而改善中央集權式對等式網路的隨意式網路也由於容易造成網路氾濫不考

慮採用。針對具結構性的環狀對等式網路，雖然具擴充性也可避免氾濫，但沒有

可管理多個 peer 的點，所以較不適合架構需管理創用 CC 授權之網路環境。在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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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 主從式網路及對等式網路之比較 

 

表 3 對等式網路之分類 

 

 主從式網路 對等式網路 

優點 1.存取控制容易 

2.集中式管理，具高安全性 

1.負載分散 

2.可匿名 

3.容錯力高 

4.高存取率 

缺點 1.單一伺服器負擔過大，網路

容易壅塞，且若伺服器當機，

則無法繼續服務 

2.擴充性差 

3.不可匿名 

1.複雜性高，不易管理 

2.安全性低 

3.帳號無法集中管理 

4.peer 之間交換訊息佔用網路頻寬 

5.點加入離開之拓樸維護不易 

分散式 

具結構性 不具結構性 拓樸 
中央集權

式 

環狀(Ring) 
隨意式 

(Ad Hoc) 
Super node

混雜式
(Hybrid) 

Tracker 

優點 比起主從
式架構， 
明顯降低
很多負擔 

1.避免氾濫 
2.降低流量 
3.增加擴展性 

改善中央
集權式搜
尋，分散管
理 index 

1.查詢資料
容易 
2.支援
metadata 查
詢 

1.提供多點
同時下載 
2.可偵測壞
檔 

1.平衡負載能
力強 
2.發佈快速 

缺點 1.延展性
低 
2.容錯力
低 
（集中管
理之伺服
器若當
機，則無法
繼續提供
服務） 

1.使用 hash。 
2.Metadata
分散，資料不
易管理 

1.容易造
成網路氾
濫 
2.易造成
病毒流傳 

找尋資料有
階級之分
(若遇 super 
node 會有比
較好的效
果) 

1.下載有順
序之分，速
度慢 
2.共享分散
不易下載 
3.複雜度高 

1.需要一個 
.torrent 的伺
服器 
2.時效性低 
3.搜尋功能薄
弱 
4.佔用系統資
源多 

應用 Napster CAN，Chord，
Pastry，
Tapestry 

Gnutella FastTrack/
Kazza 

eDonkey BitTorrent 

作法 將
index(存
放 peer 位
址及資源
相關訊息)
集中管理 

使用 DHT 
(Distributed 
Hash Table)
透過特定定址
方式將資源及
網路位置做結
合來查詢 

氾濫式
(Flooding
)查詢 

每個 super 
node 負責管
理部分 peer
之 index；
peer 查詢資
料可透過
super node
做查詢 

使用主從式
peers；提供
多個伺服器
讓用戶端下
載 index 目
錄 

peer 從主要的
tracker 查詢
檔案位置，分流
下載檔案；下載
有限制，上傳多
者亦可下載較
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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雜式對等式網路中，由於共享分散不易下載，也不適合創用 CC 之網路環境。而

平衡負載能力強的 Tracker 對等式網路，則因為搜尋能力弱而不被列入考慮。在

不具結構性對等式網路的 Super Node 架構中，選用高運算能力的 CPU，記憶體，

及高頻寬的電腦為 Super Node 來管理部分 Peer 之目錄，雖然找尋資料有階級之

分，但查詢資料比起其他類型的對等式網路都較有效率且容錯率高，為所有類型

中最適合建立分享創用 CC 之架構。 

而目前已有很多研究將語意網的特性架構在對等式網路上，如

RDFPeers[10]。將 RDF(S)的 triple 架構在環狀對等式網路上，在資料存在的前

提下保證必定查詢的到結果且不需要前端概要定義(up-front schema 

definition)；Edutella[11]用 JXTA 搭配 RDF(S)來架構對等式網路，除詳細定

義了整個網路架構外，也定義了一般查詢交換模型(common query exchange 

model)、交換查詢語言、及在 Edutella peer 之間的查詢結果；Nejdl 提出新的

架構[12]，使用 HyperCup (HyperCube P2P)之方法建構 super node 之對等式網

路，搭配整合異質性 RDF(S)，能有效率地做廣播(Broadcast)及查詢，其中，Super 

node 提供四種服務：結合服務(Bind Service)，路由服務(Routing Service)，

拓樸服務(Topology Service)，及查詢服務(Query Service)。本論文因需要查

詢資料容易來驗證授權，所以選用 Super Node 架構為基準，再搭配上語意網的

特性來製作創用 CC 之著作權管理系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