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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文獻探討 

 
    欲分析目前數位權利管理（DRM）機制在網際網路時代下之應用趨勢以及未來的走

向，則須對於 DRM 從過去、現在以至於未來的可能走向過程以及所面臨的困境何在做整

體的回顧與了解，並由此回顧探討擷取相關產業經歷，歸納出 DRM 之要點為何。網路時

代帶來了「注意力經濟」(attention economy)，網路使用者也好，業者也好，莫不極力爭取

網民之注意力(the fight for eyeballs) ，大多內容的使用屬推廣性或主要為免費的分散模式，

少有保護內容的問題出現，且早期使用網路者多為學者，其創作之本意即為分享。然而，

在目前 web2.0 之架構下，保護智慧財產權與 web2.0 強調共享之基本精神似乎有所衝突，

因此在未來網路更為普及化、更為開放的情勢下，究竟 DRM 將何去何從便是本研究所關

注的重點。本章之目的在於整理與回顧相關的文獻，試圖以過去之實證與理論來釐清本研

究所欲探討之議題並支持本研究之論點。 

 

第一節 數位權利管理（DRM）概論 

 
壹、何謂 DRM 
 
一、DRM 之定義 
 

    有人視 DRM 為救星，有人則認為 DRM 就保護資產而言完全無用。DRM 從九○年代

中期使用至今，歷經了其他技術可能需要數十年時間之生命週期。而 DRM 一詞被經常性

地廣泛使用，一般來說多半用以指稱該些為管理數位權利而發展之特定技術。 

 

    在針對 DRM 進行定義前，本文首先欲就 DRM 一詞之譯名稍作修改，目前國內多數

文章將 Digital Rights Management(DRM)翻為「數位版權管理」，惟依據我國相關法規，並

無「版權」一詞之規範，雖然「版權」一詞為大陸方面針對著作權之用語，而 DRM 的確

係用以保護著作物，控制對於著作物之接觸、運用等之技術手段，惟 DRM 所管理者並非

僅係著作權，因其頂多僅可用以將相關權利表示於內容上，無法用以進行交易著作財產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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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行為。此外，DRM 是一種被權利人用以管理使用者應如何使用該數位內容之工具，類

似使用權之概念，故 DRM 所管理之範圍並不僅止於著作權，是以本文認為，將 DRM 一

詞譯為「數位權利管理」應該較為貼切。 

 

    關於 DRM 之定義則有許多，根據 Wikipedia 針對 DRM 所做出的定義認為，DRM 泛

指出版者或著作權利人所用以控制接觸(access)或使用數位資料或硬體之相關技術，亦指針

對特定數位內容或裝置之使用限制；而 DRM 常與版權保護(copy protection)和科技保護措

施(Technical Protection Measures, TPM)有所混淆，後者係指用以控制或限制電子裝置上的

數位內容之使用和取用的特定技術10。而依據國際數據資訊中心 IDC 之定義則認為，DRM

為結合硬體與軟體之存取機制，將數位內容設定存取權限，並與儲存媒體聯結，使得數位

內容在其生命週期內—從產生至消失（如檔案被刪除或全世界皆無法開啟使用之狀態下），

不管在其使用過程中是否被複製到他處，仍然可以持續追蹤與管理數位內容之使用狀況。

整體而言，於數位內容生命週期內，能提供完善保護數位內容、權利之管理技術，即為

DRM11。 

 

二、DRM 之應用目的 

 

    而隨著網路技術之發展，數位化成為趨勢的情況下，對於著作權人而言，數位化著作

物之保護與管理相對於實體著作物顯得複雜且困難許多，因此便發展出 DRM 技術，目的

在於希望藉完善之保護機制保障其智慧財產權，防止未經授權而使用其數位內容，並藉此

保護其著作完整性與價值。隨著技術逐漸成熟，DRM 不再限於防止他人未經授權使用數

位內容，而會進一步追蹤、監控著作使用狀況，貫徹其交易之商業模式，確保數位內容於

其生命週期內之合法使用，並加以平衡數位內容價值鏈中各角色之利益與需求。另外，亦

                                                 
10 Wikipedia, Digital Rights Management, 網頁： http://en.wikipedia.org/wiki/Digital_rights_management，瀏覽

日期：2007/05/12。 
11 蕭人豪、林欣慧、林金龍、林麗虹，數位浮水印技術發展現況：以數位典藏計畫為例，中央研究院資訊科

學研究所，網頁：http://daal.iis.sinica.edu.tw/document/DRM.pdf，瀏覽日期：2007/07/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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藉由 DRM 機制來保護機密資料之安全傳送，並透過有效管理，保障使用者獲得經過合法

授權且高品質之內容來源。 

 

    數位內容交易之基本元素為：內容(content)、安全(security)、交易(trade)以及使用(use)，

其中，內容方面，數位內容提供者可提供任何形式之數位內容；安全方面，數位內容提供

者可選擇 DRM 廠商提供之解決方案，透過加密(encryption)、金鑰機制來保護數位內容檔

案；交易方面，使用者可以搜尋內容、下載檔案、付款以及取得授權(license)，而數位內容

提供者則管理使用者資訊、記錄使用者行為以及提供加值服務；使用方面，數位內容可以

被傳送到許多裝置上使用，包含電腦、mp3 播放器、行動電話等12。（請參照圖 2-1） 

 
圖 2-1 數位內容交易基本元素與保護機制13 

資料來源：Andy Barlow (2004) 

 

    數位內容產業包括實體面與權利面，實體面係指數位內容之部份，包括取得、加值等

運用；權利面則指著作權管理部份。而 DRM 強調其能在數位內容生命週期內做到「事前

                                                 
12蔡宜廷、劉育奇、周欣嫻、周丸生，數位音樂產業及其商業模式，政大智慧財產評論，第四卷，第二期，

第 96 頁，2006/10。  
13 Andy Barlow, Protecting Digital Content – The Challenge, W3C, available at: 
http://www.w3.org/2000/12/drm-ws/pp/phocis-barlow.ppt, last visited: 2007/06/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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防範」之安全管理，因此 DRM 可說結合了「數位物件保護技術」及「數位權利管理模型」

以達到對數位內容保護之解決方案14。易而言之，DRM 實包含兩大區塊，一為管理，另一

則為執行。以管理面而言，DRM 即是管理數位權利，權利人須辨識其權利為何、收集關

於內容的資料(或稱為後資料，metadata)、主張關於該內容的相關權利、發展散佈其資產的

商業模式。以執行面而言，DRM 即是以數位化方式管理權利，由權利人或其相關的事業

夥伴，例如經銷商、批發商、電子商務網站等，界定使用規則並予以執行，而絕大多數的

DRM 技術乃屬於執行的層面15。 

 

貳、DRM 系統基本功能架構 
 
一、DRM 系統架構 
  
    DRM 系統須能提供下述功能： (1) 檔案保護：DRM 系統須防止非法複製、改變內容

及破壞保護機制。(2) 權限設定：依據用戶權限，每一個用戶皆可瀏覽、列印與傳送，使

用者可修改權限之等級。(3) 內容分類：多媒體部份，對不同之客體（例如音樂、遊戲與

影片），著作權必須被適當的分類。(4) 防止複製：被賣出去的內容必須防止或限制該內

容以數位之方式再散佈出去。(5) 容易使用：數位內容的散佈流程變得更有效率且容易使

用16。 

 

    數位內容之交易主要係經過下列三個階段，分別為：創造產出(formation)、交易流通

與散佈(circulation)及使用(consumption)，而為了保護所產出之數位內容，DRM 系統即必須

涵蓋於上述過程的各個層面。在數位內容的創造產出階段，須以封包(packager)進行加密以

保護該內容；在交易流通與散佈階段，則由財務及授權交易與權限控管中心來負責相關財

                                                 
14蕭人豪、林欣慧、林金龍、林麗虹，數位浮水印技術發展現況：以數位典藏計畫為例，中央研究院資訊科

學研究所，網頁：http://daal.iis.sinica.edu.tw/document/DRM.pdf，瀏覽日期：2007/07/10。 
15Niels Rump, Digital Rights Management: Technological Aspects, Digital Rights Management-Technological, 
Economic, Legal and Political Aspects, page4. 
16Andy Barlow, Protecting Digital Content – The Challenge, W3C, available at: 
http://www.w3.org/2000/12/drm-ws/pp/phocis-barlow.ppt, last visited: 2007/06/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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務交易認證以及授權事宜；最後在使用階段，則以 DRM agent 依據加密和使用權限來進行

加密數位內容之還原(restoration)17。 

 

 
圖 2-2  DRM 基本功能架構 

                                                                                          
   資料來源：D. K. Lee, H. G. Oh, I. Y. Lee (IEEE, 2004) 

 
 

    依據上圖 3 所顯示，即為 DRM 系統在數位內容交易各階段所分別負責之工作： 

（一）創造產出(formation)階段：圖 2-2 步驟 1 即是經由封包先就數位內容進行加密保護， 

接著將加密演算法(encryption algorithm)傳送至授權交易與權限控管中心，產生一 

把解密金鑰。 

（二）交易流通與散佈(circulation)階段：使用者於電子商務網站購買加密的數位內容後， 

便會取得經封包處理之檔案及授權，如圖 2-2 步驟 2 至步驟 4 所示。該授權包含了 

使用者合法使用權限之相關資訊以及解密檔案所需之金鑰。交易與權限控管中心 

(Clearinghouse) 主要之負責工作則分為兩大部分，一為財務交易控管中心(Financial  

Clearinghouse) ，負責財務認證以及使用者付款之相關工作；另一為授權控管中心 

(License Clearinghouse)，負責寄送解密數位內容所需的授權給使用者。 

（三）使用(consumption)階段：此階段由 DRM Agent 從使用者所取得之授權探知其權限， 

                                                 
17 D. K. Lee, H. G. Oh, I. Y. Lee, A Study on Contents Distribution Using Electronic Cash System, IEEE (20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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並以金鑰解密檔案。使用者所獲得的授權包含使用頻率、使用期限、有效的條件、 

移轉至其他工具、移至其他儲存裝置等18。 

 

    由上述圖 2-2 來看，其架構主要著重於資訊的安全與加密技術上，目的在防止未經授

權許可之存取與複製，惟缺點在於缺乏對內容之控制，且僅能限制對付費者之散佈，屬於

較為基本的 DRM 系統架構。 

 

    較進一步的 DRM 系統則包含了描述、認證、交易、保護、監控和追蹤全部權利使用

之形態，於權利所有者有形與無形的權利範圍內進行管理控制。因此，如僅以權限控管或

加密解密之技術來防止數位內容遭未經授權之盜取使用，尚無法達到 DRM 之實務需求，

而必須能以 DRM 系統保護數位內容，並用以控制數位內容之散佈與使用。是以，一個 DRM

系統之運作通常會涉及下列四個實體19（請參照圖 2-3）： 

（一）數位內容供應商：擁有數位內容權利並希望保護其數位內容權利之內容提供者； 

（二）數位內容分銷商：為數位內容提供者與消費者間之媒介，擁有數位內容銷售或散佈 

之管道及通路，例如網路商店或網路零售商等網路服務供應商。數位內容分銷商由 

數位內容供應商取得數位內容後，再透過其通路與消費者進行交易，並負責提供網 

路目錄呈現內容和權利的後資料 (metadata)以促銷內容； 

（三）數位內容消費者：透過下載或串流(streaming)之方式經由散佈之管道取得數位內容， 

並依據使用權利之範圍給付授權費用； 

（四）交易與權限控管中心：負責管控數位內容之交易與權限相關事宜，處理財務交易， 

包括發出數位授權予內容消費者、支付權利金予內容供應商，以及分銷商之傳播費 

用。此外所有消費者之相關執行權限與交易紀錄皆會記錄於此。 

                   

 

 

 

                                                 
18 D. K. Lee, H. G. Oh, I. Y. Lee, A Study on Contents Distribution Using Electronic Cash System, IEEE (2004). 
19 余 顯 強 ， 楊 曉 農 ， 數 位 權 利 管 理 應 用 於 歷 史 性 新 聞 報 紙 之 架 構 研 究 ， 網 頁 ： 
http://datf.iis.sinica.edu.tw/Papers/2005datfpapers/C-6.pdf，瀏覽日期：2007/06/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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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3 數位權利管理運作之角色及作業流程20                                

資料來源：Q.Liu, R.S.Naini, N.P. Sheppard (2003) 

 

    其中，數位內容消費者尚包含數位內容之播放應用軟體(rendering application)。播放應

用軟體除呈現數位內容外，於播放前尚負責檢查是否擁有此一數位內容之授權認證。如果

沒有取得授權，則播放應用軟體會與交易與權限控管中心連線要求下載並付費（視交易與

權限控管中心之政策而定）以取得播放所需之授權認證。之後每播放一次此數位內容，播

放軟體亦會檢查是否擁有該授權認證，並確保使用之狀況未超出授權之使用範圍21。 

 

    在付費機制下，需要藉由一個為整個內容價值鏈上各方所「信賴之第三人」 (Trusted 

Third Party, TTP) 發出電子化的認證，DRM 系統始得以運作。因此在整體運作的設計上，

必須將交易與權限控管中心視為「可信賴之第三人」，由其負責權利使用之管理工作，包

括記錄每一位內容使用者的授權範圍與使用狀況，並能提供事後稽核之相關作業。 此外，

於其輔助下，尚得進行其他之認證，例如： 

（一）裝置與溝通的服務間之交互認證，以確保自己係跟價值鏈上可信賴的會員進行互通； 

                                                 
20 Q.Liu, R.S.Naini, N.P. Sheppard, Digital Rights Management for Content Distribution, Australasian information 
security workshop conference on ACSW frontiers 2003. 
21 余顯強，楊曉農，數位權利管理應用於歷史性新聞報紙之架構研究，網頁： 
http://datf.iis.sinica.edu.tw/Papers/2005datfpapers/C-6.pdf，瀏覽日期：2007/06/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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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即便在一個 DRM 系統中，各組成成份間亦需建立一個安全和認證之管道。當使用 

      者或組成成份之行為未如預期而無法受到信賴時，「信賴之第三人」得撤回對該使 

      用者或組成成份之認證。然而此亦會造成裝置製造商之反彈，因為當「信賴之第三 

      人」認定有必要撤回認證時，將導致裝置突然無法使用之狀況。 

  

二、DRM 之技術 

 

    在 DRM 架構下，最重要之技術為加密機制與描述語言，加密機制方面以 PKI 機制為

例，即為金鑰管理系統(Public Key Infrastructure, PKI)，其可同時解決資料之隱密性、身分

鑑識、訊息完整性及簽章資料等之正確性，而每個身分皆有一把公鑰及一把私鑰，公鑰存

放於認證主機中，用以加密及驗證，私鑰則存於個人晶片中，用以簽章與解密。 

 

    描述語言方面則以 XrML(Extensible Markup Right Language)為例，XrML 為國際標準

組織作為數位版權描述語言標準，其能提供數位化內容之 DRM、後資料(metadata)、內容

管理、內容傳遞及安控等服務，並成為各式媒體的內容版權管理標準語言，例如電子圖書、

數位出版、數位廣播、音樂、影像、數位影片服務、數位電視服務等。目前已有 Microsoft、

Adobe、Sony、HP、Xerox 等及一些著名出版商採用22。 

 

參、DRM 系統之關鍵要素 

 
    DRM 系統之三大關鍵要素為技術、法律和商業模式，就如同三腳椅的三隻腳一般，

三者須具備相同之高度始能達到平衡，而三者之間亦環環相扣，技術須相應於商業模式，

而技術與商業模式又須與整體法制相契合；惟不同於三腳椅者為，對於 DRM 系統而言，

並非三個要素的高度相同就能達成穩定的系統，尚有其他外部因素影響 DRM 系統的成

敗，該些影響 DRM 系統成敗的外部因素有23： 

                                                 
22 程蘊嘉， DRM 數位權利管理與圖書館，網址： http://www.wretch.cc/blog/libnews&article_id=2193130，最後

瀏覽日期：2007/07/10。 
23 Niels Rump, Digital Rights Management: Technological Aspects, Digital Rights Management-Technological, 
Economic, Legal and Political Aspects, page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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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經濟面 

    以經濟面對於 DRM 系統之影響來看，例如市場形勢會影響權利人及內容散佈者

(content distributor)所採取之商業模式以及用以支撐其商業模式之技術。此外，市場形勢亦

會影響消費者透過新服務取得新格式內容之意願，因為通常伴隨此的是購買新裝置之需求。 

 

二、社會面 

    由社會面的觀點來看，以 DRM 技術保護數位內容，相對也限縮了消費者使用該數位

內容之自由，因此採用 DRM 技術面臨的另一個問題便在於社會接受度，必須能說服絕大

多數之消費者採取 DRM 是享受內容創作之適當機制，而為採用 DRM 技術保護之數位內

容提供加值性或許是達成此目標的可行方式之一。然而，mp3 格式技術之開放性造成了一

種音樂可以被自由地複製與分享的使用者心態，因此對於音樂產業而言，必須藉由提供更

高之加值性以扭轉此一觀念。 

 

    另一個影響是否應採用 DRM 之社會因素為保護智慧財產權與採用 DRM 將限縮「合

理使用」範圍間之爭論。雖然 DRM 技術上可處理此二者間之關係，但以目前多數 DRM 之

設計來看，天平多半仍傾向於保護權利人之那一端，也因此導致越來越多反對 DRM 的聲

浪。是以，應當透過合理之技術使用以及適當之商業模式以創造一個接受 DRM 之社會環

境。 

 

三、國際環境面 

    關於 DRM 系統整體之要素必須以宏觀的全球性視野予以觀察：首先，由於內容之創

造與散佈往往不限於單一國家，因此必須考量該內容於各個國家之權利狀態；再者，亦須

考量各國關於保護智慧財產之法制面差異；另外必須考量的是，任何內容之創作一旦可於

網路上取得，便自動地形成全球性的散佈，全球任何使用者皆可透過網路取得該內容創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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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以，在是否採用 DRM 系統及其相關建置時，必須將上述所有各面向之要素做全面

而完整的考量，始能建置一個完善之 DRM 機制，不僅須考量保護權利之面向，尚須以可

行之商業模式支持內容的散佈流通。 

 

肆、DRM 系統之衡量指標 

 

    對於內容產業而言，就內容的散佈上，價值鏈上的各個參與者對於所採用之 DRM 系

統應著重之處以及優先順序各有所不同，以下茲針對幾個著重點分別加以探討： 

 

一、 使用者界面友善度 (User Friendliness) 

    內容散佈系統以及屬於該系統之一部的 DRM 系統，必須是易於使用的，以有助於價

值鏈中的參與者存取或管理其內容和權利，而使用者界面友善度對於消費者來說更為重

要，可能因此增加消費者轉換之成本。  

 

二、 可信賴度 (Trust) 

    此係指價值鏈中的成員對於該系統之運作是否能符合其期望之可信賴程度，對於權利

人而言尤其重要，其須信賴該系統之運作將得以確保其創作內容之保護，並會依據該內容

之商業模式給予應有之款項支付。對於其他價值鏈上的參與者來說，如果該系統之運作無

法獲得其信賴，該參與者便可能不予支持該系統，而如果該不支持之參與者恰為價值鏈中

之重要角色時，將使得該 DRM 系統無法運作。 

 

三、 安全性 (Security) 

    安全性為最常被列為 DRM 系統首要關鍵之要件，而近來之研究顯示，所有的 DRM

系統都能被破解24，因此在面對蓄意攻擊的狀況時，沒有任何一個系統可以提供百分之百

                                                 
24 舉例而言，數位音樂版權組織(Secure Digital Music Initiative, SDMI)為 RIAA 於一九九年與相關科技公司所

共同創立，以控管大眾對於數位音樂檔案之使用，被認為是 RIAA 用以操縱相關製造商的組織。SDMI 相容

的檔案使用了例如數位浮水印等技術，以將使用規則指定於 SDMI 相容的裝置。據 Princeton Univers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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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絕對保護。也因此，DRM 技術供應商也表明須透過花費相對較高之成本，使界面較不

友善，始有可能獲得安全牢靠的 DRM 系統。而如前所述，DRM 之技術須相應於其商業模

式，如果內容的價值為 100 元，便不值得為該 100 元之內容創設一個 200 元的 DRM 保護

系統，因此關鍵不在於是否可以提供內容百分之百的安全性保護，而是能否針對內容之價

值提供「適當合宜」的安全性保護。 

 

四、 擴充性和彈性 (Extensibility and Flexibility) 

    隨著網路不斷地發展，也衍生出許多不同的商業模式，因此在 DRM 系統的設計上，

必須考量到當日後有新商業模式產生時，無須耗費過多的成本變更系統設計，以增加使用

上的彈性。此外，隨著線上傳輸量不斷增加，DRM 系統設計上也必須能相應於此成長態

勢。 

 

五、 適用性 (Implementability) 

    DRM 系統所採用的運算法取決於讀取該內容之裝置，該裝置之容量會影響技術應用

上之相關限制，也將因此影響後續相關的商業模式，故須注意該裝置之記憶體條件、處理

器運轉條件、特定的硬體條件（例如防竄改組件等）以及特定的軟體條件（例如特殊作業

系統功能等）。此外，亦須注意連接性，如果 DRM 系統之運作須持續與伺服器有所連結，

將可能造成使用上之限制。 

 

六、 開放性 (Openness) 

    一直以來針對開放性皆有所爭論，議者認為應將共享軟體和開放原始碼程式的作者納

入內容產業價值鏈中，藉由其開放性吸引更多人使用其技術與系統。惟如此一來，除了誠

實可靠的程式設計者可取得系統規格外，其他積極想要發展規避 DRM 系統之人亦然。因

                                                                                                                                                             
Professor Felten 之研究顯示，SDMI 所採用的浮水印技術相當容易被破解，該研究團隊以成功破解該浮水印

技術，並將研究結果出書。 
（資料來源：http://www.hkelaw.com/898/ecommerce/2004/06/secure_digital_.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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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如欲在開放架構與封閉且安全的 DRM 系統組成間取得平衡，可行的方式為建立一個

正式的標準，亦或向封閉系統公開其使用界面25。 

 

七、 互通性 (Interoperability) 

    互通性與前述的使用者界面友善度及開放性之間的關係相當緊密，代表著某特定之

DRM 系統與其他系統間的互通程度為何。互通性從不同的角度觀察則有不同的含意，如

從製造商的角度來看，欲達到互通性之目標便需要在不同的組件間有著共通的界面；而從

消費者角度來看，除了裝置與內容間之互通性外，由於不同來源的內容也往往採取不同的

DRM 保護系統，因此在使用上更為複雜，故其關注之焦點便在於能在任何裝置上播放任

何來源的內容26。是以，如欲使採用 DRM 保護之內容達到最廣泛的散佈，則播放裝置、服

務以及內容間必須具備足夠的互通性以達此目標。最明顯的例子即是採用開放格式的 mp3

音樂檔案，由於 mp3 格式可以在所有裝置上播放，因此成為目前最為普遍採用的音樂電子

檔格式，形成「未採取任何 DRM 保護措施的音樂檔有著最廣泛互通性」的狀況。為求融

合 DRM 保護內容與互通性兩個看似矛盾概念，於是產生了開發 DRM 系統標準界面的努

力，例如 MPEG 組織之 MPEG-4 Intellectual Property Management and Protection (IPMP)，即

係從消費者的角度尋求互通性，可在不破壞原本各系統的前提下提供各系統間所需之互通

性27。 

 

    從另一個不同的面向來看互通性，重點在於升級問題上，亦即，當 DRM 系統升級而

新增其他功能或安全性防護時，是否會導致消費者當初所購買的內容物因此而無法再使用

的困擾，因此須考慮提供回溯相容性(backward compatibility)28。 

 

八、 成本 (Cost) 

                                                 
25 Digital Rights Managements-Technological, Economic, Legal and Political Aspects, page13。 
26  Rob Koenen, Intellectual Property Management and Protection in MPEG, IPMP in MPEG-W3C DRM 
Workshop 22/23 Jan. 2001. 
27 同前註。 
28 Digital Rights Managements-Technological, Economic, Legal and Political Aspects, page14。 



數位權利管理(DRM)系統可行性研究—從技術、法律和管理三面向剖析 

 

 27

    建置 DRM 系統時成本因素也必須納入考量，而成本包含了內容供應者、付費服務供

應商以及製造商等所必須付出的相關技術授權費用，價值鏈上各成員整合安裝該 DRM 系

統之成本，以及為進行數位傳輸等之相關成本，例如確認權利狀態等。雖然上述成本最終

皆由消費者所負擔，但仍須致力於建置更有效率或價格更實惠、更吸引人的散佈管道，以

吸引消費者購買該採用 DRM 保護之內容，也必須能說服價值鏈上的製造商願意製造支援

DRM 系統之裝置。 

 

 

第二節  DRM 之發展與應用概況 

 

壹、 DRM 產業概況 

 
   在數位時代以前，複製著作所需的成本相對大上許多，而相關的資源及技術皆由出版

商抑或唱片公司等內容權利人所掌握，以確保其利潤來源。隨著數位時代來臨，數位內容

之使用過程可說是一連串的「複製」行為，瀏覽一篇刊登於網路上的文章時，在網頁伺服

器、瀏覽器到電腦中之記憶體都產生了該篇文章的副本，並且絲毫不失真，只需幾個按鍵

動作即可為數位內容複製無數的副本，複製成本幾乎是零，也因此危害了著作權人專屬之

著作權能－「重製權｣。因此，為了提高複製成本，避免內容遭到廣泛的重製與散佈以確保

權利人之獲利來源，便積極地運用 DRM 技術。 

在此 DRM 技術普遍運用前出現的則是條件接收(Conditional Access, CA)，主要是運用

在付費電視之接收控管上。在業界中，CA 與 DRM 兩詞經常被交替使用，然而兩者的意義

以及運用內涵仍有差異。CA 主要係為控制消費者於服務供應商的網路上接收內容，防止

盜用服務，但內容進入到消費者使用之範圍就不屬 CA 之管控領域了。而 DRM 一開始著

重於對內容本身的保護，並進一步延伸至具有複雜之權限管理機制，且定義了經授權之使

用態樣，因此 DRM 除了包含條件接收外，尚包含了內容保護以及內容相關之權限，即如

前所述，DRM 之運作涵蓋了整個數位內容交易的各個流程。而在新興的 IPTV 以及行動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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容市場中，CA 和 DRM 正逐漸被整合在單一產品中。根據 iSuppli 統計，2005 年在網路和

行動應用中的 DRM 和 CA 市場規模接近 15 億美元，而其中以配置在有線電視和數位衛星

電視網路上的 CA 佔據絕大部份。同時 iSuppli 亦預測，所有領域的 DRM 和 CA 之總市場

規模於 2010 年將達 47 億美元以上29。 （請參照圖 2-4） 

 

 

 

 

 

 

 

圖 2-4  條件接收／數位權利管理技術市場發展預測 

                                                     資料來源：iSuppli (2006) 

 

 DRM 的問題涉及了內容供應商、服務供應商和平台製造商，三者皆開發數位娛樂產

品，並對於家庭娛樂和行動多媒體平台上數位內容之發展和成長扮演重要角色，影響之領

域包含了數位音樂、寬頻視訊、行動電視、 高解析度 DVD、IPTV 和家庭網絡，基此，

DRM 運用之成敗將決定數位內容相關產業之未來。（請參照圖 2-5） 

 

 

                                                 
29 iSuppli, Future of Digital Entertainment at Risk Due to DRM Challenges, iSuppli Warns, available at: 
http://www.isuppli.com/news/default.asp?id=5923, last visited: 2007/9/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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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5  數位權利管理成為內容供應商、服務供應商和平台製造商之匯聚點 

資料來源：iSuppli (2006) 

 

    儘管 CA 之市場應用相對較為成熟，DRM 之市場應用更為廣闊，幾乎適用於所有的數

位消費性電子產品以及數位媒體傳輸服務（請參照圖 2-6）。以媒體為中心的數位設備成

長推動了這些平台對於 DRM 之採納，根據 iSuppli 預測，2009 年具有 DRM 的消費性電子

產品年出貨量將超過 10 億美元。此外，2005 年，於寬頻、行動、付費電視和數位音樂服

務領域中，透過 CA 和 DRM 保護的內容收入接近 40 億美元，而至 2010 年，受保護數位

多媒體內容之收入更將高達 400 億美元30，而在此高額數字背後，更有著 DRM 所面臨之挑

戰，及因其涉及之產業和企業間之利益衝突問題，針對此部份，將於後面 DRM 與管理之

章節一併討論。 

 

                                                 
30 電子工程專輯，數位版權管理與條件接受技術應用前景展望，網址：

http://www.eettaiwan.com/ART_8800437409_480802_TA_72cf1418.HTM, 最後瀏覽日期：2007/9/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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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6 內容、服務和設備平台供應商的 DRM 相關領域 

資料來源：電子工程專輯(2006) 

 

    舉凡數位遊戲產業、電腦動畫產業、數位影音應用產業、行動應用服務產業等數位內

容核心領域產業，皆須以內容軟體產業作為基礎，依據 2006 台灣數位內容產業白皮書之定

義，內容軟體產業係指：「製作、管理、組織與傳遞數位內容之相關軟體、工具或平台」，

包含之類型有：多媒體製作工具、多媒體影音串流、內嵌式系統、網站內容管理、企業內

容管理和數位權利管理。我國自 2005 至 2008 年內容軟體產業產值預測如圖 2-7 所示。相

對於其他數位內容產業領域而言，內容軟體產業為發展相對成熟之領域，具備完整之產業

價值鏈結構，包括內容製作、內容加值、內容管理、內容傳遞及終端工具等上、中、下游

層。在發展推廣數位內容的同時，於數位平台上流通的內容均需倚靠 DRM 作為計算權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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金之機制，尤其是業者寄予厚望的線上音樂、影片及收費資料庫等，隨著技術成熟，內容

流通業者預期將會逐漸導入 DRM 系統31。 

 

 

 

 

 

 

 

 

圖 2-7 我國內容軟體產業產值預測 (2005-2008) 

資料來源：資策會產業資源處，2006/03 

 

    而目前常被應用的 DRM 解決方案，多半仍來自微軟、IBM、Adobe 等國外廠商，而

台灣亦有自行開發 DRM 技術之廠商，例如漢世紀、博格科技、優碩、網祿科技等，其中

如優碩和博格科技等，主要開發之技術較偏向於企業及政府等機密文件之保護。內容軟體

主要關鍵廠商請參照下列表 2-1。 

                                                 
31  數 位 內 容 產 業 推 動 服 務 網 ， 2006 台 灣 數 位 內 容 產 業 白 皮 書 ， 網 址 ：

http://www.digitalcontent.org.tw/2006/index.htm，最後瀏覽日期：007/11/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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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另外，工研院亦與 SafeNet 共同宣佈合作開發 DRM 數位版權管理方案，開發可供

Windows 手機作業系統使用的 OMA DRM v2.0 測試平台，以協助台灣手機製造廠商在產品

送審前，先驗證產品功能，減少往返與成本的浪費，更同時符合 Windows Media DRM 及

開放移動聯盟 OMA DRM 之規範32。 

表 2-1 內容軟體主要關鍵廠商 

 

 

 

 

 

 

 

 資料來源：資策會產業支援處，2006/07 

 

貳、DRM 之應用概況 

    DRM 技術最常為娛樂產業所採用，包括電影和音樂產業，許多其他媒體為因應數位

化趨勢也採用 DRM 技術，例如線上音樂商店和電子圖書發行商等，近來許多電視製作也

開始採用 DRM 技術，目的在因應 TiVo 一類受歡迎的「時間平移」 (time shifting) 錄製系

                                                 
32  SafeNet 新 聞 稿 ， 工 研 院 與 SafeNet 攜 手 合 作 DRM 數 位 版 權 管 理 解 決 方 案 ， 網 址 ：

http://cn.safenet-inc.com/news/tw/news/2007731163556.htm，最後瀏覽日期：2007/11/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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統之風行。如以應用領域加以分類，DRM 系統可大致分為對於多媒體檔案之保護以及非

多媒體檔案之保護。非多媒體檔案採用 DRM 保護者，例如有軟體以及企業文件等。由於

各產業所受侵害的方式有所差異，因此其 DRM 機制適用之客體以及著重之程度亦隨之不

同。而本論文所著重之多媒體檔案部份，主要包含電子圖書、數位音樂、數位影視等。以

下即針對 DRM 於不同媒體上之應用分別介紹。 

 

一、影片 

（一）DVD 

    根據研究顯示33，視聽產業當中，以光碟盜版為最嚴重的侵害方式，占 29.41%，因此

在 DRM 之實施上，採用 DRM 技術於實體 DVD 內容之保護上成為一大重點。DVD Forum

自 1996 年開始採用「內容擾亂系統」 (Content Scrambling System, CSS) 於電影 DVD 光碟

片以及線上付費影片中，該系統係採用一種加密運算法，並且要求播放設備製造商簽訂授

權契約以限制其光碟機所內含的功能，例如數位輸出功能，以防止高品質數位影像被擷取

複製。因此，其所採用的方式乃是藉由控制硬體，間接達到保護其內容之目的。 

 

    為了使影片進入個人電腦，因此在主要接收裝置的電腦設備上，亦出現各種 DRM 保

護機制，以最新的微軟作業系統 Vista 為例，即採用了「輸出內容保護管理」(Output Content 

Protection Management, OCPM)的一系列內容保護措施，以降低好萊塢片商對於影片進入個

人電腦環境之疑慮34。其中的「受保護視訊路徑輸出保護管理」(Protected Video Path – Output 

Protection Management, PVP-OPM) 即為一種嚴格之 DRM 系統，輸出內容須符合加密要求

及顯示器輸出標準，一系列之認證檢測將被執行，例如顯示卡的驅動程式會檢測該卡是否

已經被認證許可播放相關內容。作業系統會對驅動程式進行認證檢測，之後多媒體內容自

身會檢查作業系統是否具有足夠合適之安全保護功能35。當所有認證過程皆成功完成後，

                                                 
33 經濟部智慧財產局委託研究計畫，數位時代著作權侵權對產業的衝擊審查期末報告，政治大學智慧財產研

究所，劉江彬，2005 年。 
34  Vista 將 激 起 更 大 尺 寸 顯 示 器 需 求 浪 潮 ， 網 頁 ：

http://cn.fpdisplay.com:7751/information/news/Shtml/2006825/200682594328766.shtml，瀏覽日期：2007/06/30。 
35 由於在播放影片前須經一連串之認證過程，因此有使用者反應此過程耗時過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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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ista 才會允許播放影片，而如果在認證過程中之任一環節出現問題，PVP-OPM 便會停止

播放或降低輸出質量36。  

 

（二）線上影片 

隨著頻寬不斷增加，電影也漸走向線上服務，出現許多視訊隨選(Video on Demand / 

Movie on Demand)服務，可以付費下載，或是線上收看，另外亦有以串流、P2P 等技術提

供之服務。目前許多提供線上影片之服務供應商例如 Movielink、CinemaNow、Starz 等，

提供了來自主要電影製片公司之影片，並分別採取了 Windows Media DRM 或是來自

RealNetworks 的 Helix DRM 方案保護其所提供之影片。而目前新增之服務內容

為”download-to-burn”，即提供使用者將下載之影片燒錄成 DVD，例如 Movielink 計畫於取

得 DVD Copy Control Association(DVD CCA)之延長授權後提供此服務，讓使用者得依據

CSS 編碼標準燒錄 DVD。 

 

二、音樂 

（一）CD 唱片 

    2002 年，Bertelsmann37首先於 CD 唱片上採用 DRM，起初先應用於宣傳用 CD 唱片，

後來該公司發行的所有 CD 唱片多少都採用了 DRM。然而，該些 CD 唱片卻無法在所有播

放器或個人電腦上播放，甚至會造成電腦當機。2005 年，在合併為 Sony BMG 後，其 CD

唱片所採用的 DRM 系統在未經使用者同意與確認之狀況下即自行安裝相關程式於使用者

電腦中，更重要的是，其所安裝之程式隱藏了 rootkit，而可能遭到其他惡意軟體利用，造

成使用者電腦安全上之漏洞，因而在美國引發了相當大之爭議與反彈，最後 Sony BMG 除

                                                 
36 趙 國 棟 ，  Windows Vista 功 能 全 解 析 及 與 XP 等 系 統 對 比 ， 網 頁 ：

http://it.big5.enorth.com.cn/system/2006/04/24/001288786.shtml，瀏覽日期：2007/06/30。 
37 Bertelsmann AG 為一跨國性之媒體企業，1835 年成立於德國，旗下唱片公司為全球五大唱片公司之一的

BMG (Bertelsmann Music Group) ，2004 年與 Sony 以各佔百分之五十的比例合併為 Sony BMG，為目前全球

四大唱片公司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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召回數百萬張的 CD 唱片外，亦引發數宗集體訴訟，而最終於 2006 年 12 月達成和解，Sony 

BMG 將支付一年 425 萬美元賠償金給 39 州政府作為和解38。 

 

    即便權利人多半藉由採用DRM技術以防止盜拷，然而卻未能真正達成目標，因為DRM

系統必須不斷地更新以防止遭到破解，但卻又無法逃脫最終會被破解的命運。以 Sony BMG

的案例來看，其所採用之 DRM 技術不僅會造成使用者電腦安全上之漏洞，然而該 DRM 技

術卻相當容易規避，僅需關閉掉電腦中之自動執行程式(autorun)或是在置入 CD 唱片於電

腦時長按”shift”鍵即可避免該程式之安裝，並得進一步自該 CD 唱片中擷取音樂檔或加以

拷貝39。 

 

    2007 年 1 月，四大唱片公司之一的 EMI 宣佈放棄使用 DRM 技術於 CD 唱片，並表示

採用 DRM 之成本未能達到預期效益，而 EMI 亦是最後一家宣佈不再採用 DRM 技術於 CD

唱片之唱片公司，至此，主要唱片公司皆不再使用 DRM 技術於 CD 唱片40。  

 

（二）線上音樂         

    P2P 傳輸技術的出現，使得音樂產業在數位化的發展趨勢下受到前所未有的衝擊，隨

著實體盜版因強化之取締查緝而漸趨減少，線上非法傳輸下載成為目前盜版音樂的大宗，

因此許多線上音樂商店藉由 DRM 來限制使用者所購買和下載的音樂檔，而消費者則可依

據商店和購買方式選擇所購買的數位音樂。 

 

    以蘋果之 iTunes Store 而言，消費者得以一元美金有找的方式上網購買數位單曲，所

販售之單曲則採用了蘋果電腦之 FairPlay DRM 系統。而蘋果電腦執行長 Steve Jobs 於 2007

年 2 月 6 日公開呼籲唱片業應放棄使用 DRM41，並宣佈將與 EMI 合作，於 2007 年 5 月開

                                                 
38 ZD，Rootkit 官司和解，Sony BMG 未來禁用，網頁：

http://www.zdnet.com.tw/news/ce/0,2000085674,20113244,00.htm ，瀏覽日期：2007/07/09。 
39 J. Alex Halderman, Edward W. Felten, Lessons from the Sony CD DRM Episode, Center for Information 
Technology Policy, Department of Computer Science, Princeton University (2006). 
40 EMI Press release, EMI Music launches DRM-free superior  sound quality downloads across its entire digital 
repertoire, available at: http://www.emigroup.com/Press/2007/press18.htm, last visited: 2007/07/12. 
41 Steve Jobs, Thoughts on Music, available at: http://www.apple.com/hotnews/thoughtsonmusic/，last visited: 
2007/07/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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始以每首 1.29 美元（1.29 歐元、0.99 英鎊）於 iTunes Store 銷售不使用 DRM 技術並具高

音質之不設防音樂檔案。 

 

    另以 Napster Music Store 為例，Napster 係採取會員訂閱收聽制 (subscription based) ，

訂閱收聽之會員得以每月9.95美元的價格於有效註冊期間內無限制下載或以串流方式收聽

所有歌曲，其所採用之DRM技術為微軟之DRM解決方案—Windows Media Rights Manager 

(WMRM)，如未繳交該月會費，則所有已下載之音樂將無法再收聽。如果以每月 14.95 美

元之價格註冊 Napster to go，尚得將音樂下載至隨身裝置中（類似租賃的方式）42，而每首

單曲多付 0.99 美元即可將該單曲燒錄成 CD 或在會員到期後繼續收聽該單曲。而在 Napster

所購買之音樂檔可於任何附有 Microsoft PlaysForSure 標誌之裝置中播放43。 

 

    以線上音樂市場而言，使用者多半需要於電腦等接收設備上安裝支援特定音樂格式和

DRM 技術之特定播放軟體，例如微軟的 Windows Media Player 和 WMA 格式及 Windows 

Media DRM44(簡稱為WMDRM)；蘋果的 iTunes和AAC格式及 FairPlay；Sony 的 Sonic Stage

和其專屬之ATRAC3格式及OpenMG。隨著 iTunes Store以及 iPod搭配之成功，使得FairPlay

成為商業化運用成功之 DRM 機制。而許多線上音樂商店則採用微軟之 DRM 解決方案

WMDRM，其主要係為視窗多媒體平台所設計之 DRM 解決方案，惟採取 WMDRM 編碼

之數位內容，其使用受限於微軟 Windows 作業系統，而即便同樣採用 WMDRM 方案之線

上音樂商店例如 Napster、Yahoo 所提供之服務亦互不相容，此外，幾乎所有之線上音樂商

店都需要使用者下載某種客戶端軟體(client software)，有些尚需附加軟體(plug-ins)。 

 

 

 

 

                                                 
42 蔡宜廷、劉育奇、周欣嫻、周丸生，數位音樂產業及其商業模式，政大智慧財產評論，第四卷，第二期，

頁 96，2006/10。 
43 Wikipedia, Digital Rights Management, available at: http://en.wikipedia.org/wiki/Digital_Rights_Management, 
last visited: 2007/05/12   
44 WMDRM 包含了四大部份：Windows Media Rights Manager (WMRM) 、Windows Media Format SDK (WMF 
SDK) 、Windows Media DRM for Portable Devices (WMDRM-PD)以及 Windows Media DRM for Network 
Devices (WMDRM-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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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2  數位音樂產業三大不相容格式 

主要推動廠商 檔案格式 DRM 技術 播放軟體 線上音樂商店 

蘋果 AAC FairPlay iTunes iTunes Store 

Sony ATRAC3 OpenMG Sonic Stage Sony Connect 

微軟 WMA Window 

Media DRM 

Windows 

Media Player 

Zune/Napster/Yahoo!Music

等 

資料來源：本研究製表 

  

    即便 DRM 在許多線上音樂商店被廣為採用，但仍有些線上音樂商店不採用 DRM 技

術，例如 eMusic、Audio Lunchbox、Anthology Recordings 等。在體認到採用 DRM 技術與

掌握多數的市佔率二者不可得兼的情況下，唱片公司便開始發行更多不使用 DRM 技術之

音樂檔，其中一個方式便是銷售可在任何數位音樂播放器上播放的音樂檔。eMusic 即採此

種商業模式，加上其資料庫擁有來自 13,000 家獨立唱片公司的二百多萬首歌曲，因此使其

成為全球第二大的數位音樂零售商，僅次於蘋果的 iTunes Store。 

 

    2007 年 3 月，歐洲最大之數位音樂零售商之一的 Musicload，亦藉由公開信表明其強

烈反對 DRM 之立場，其表示，75%的消費者服務問題皆肇因於 DRM45。Musicload 在德國

與蘋果 iTunes Store 競爭激烈，Musicload 認為，DRM 加深了音樂使用上之困難度，亦阻

礙了合法下載的大眾市場發展，換言之，不同服務間之互通性問題對於消費者而言並不公

平，亦影響了線上音樂商店間之競爭。Amie Street 為於 2006 年七月推出之線上音樂網站，

主要提供獨立音樂製作，且不採用 DRM 技術，Amie Street 於 2007 年初與 Nettwerk Music 

Group 簽約，該唱片公司旗下藝人有 Barenaked Ladies、Avril Lavigne、Sarah McLachlan 和

Van Dyk 等，共同推出不使用 DRM 之音樂服務。而 eMusic 亦長期與獨立唱片公司合作，

銷售不使用 DRM 之音樂，並成為全球第二大之線上音樂網站。為達到差異化之目的，

Musicload 於其網站上銷售不使用 DRM 技術之獨立唱片公司音樂，並且有不錯之表現。

Musicload 表示，該些決定不採用 DRM 之歌曲自 2006 年 12 月以來，銷售量成長了 40%，

                                                 
45 Ken Fisher, Musicload: 75% of customer service problems caused by DRM, available at: 
http://arstechnica.com/news.ars/post/20070318-75-percent-customer-problems-caused-by-drm.html, last visited: 
2007/07/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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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造成越來越多歌手及唱片公司躍躍欲試。惟即便如此，主要唱片公司仍未有所表示，雖

然 EMI 相對看來較有意願，但仍表示線上音樂零售商如 Musicload、iTunes 等應自行承擔

可能之風險，且必須支付相對較高的授權金(fees upfront)46。     

 

三、電子圖書(e-Books) 

 
    電子圖書之 DRM 技術自 2000 年開始逐漸普及化，主要係針對電子圖書的複本數進行

管控，使電子圖書得以像實體書籍一樣按本銷售。電子圖書之 DRM 系統尚分為兩類應用：

一為透過線上書店直接向讀者銷售，例如 Amazon、eReader 等；另一則係透過數位圖書館，

提供讀者借閱之服務，例如 NetLibrary。DRM 在圖書館藏方面的應用上，許多圖書館在進

行館藏圖書電子化，為確保其所提供之資訊來源之公正性與合理性，並維護著作權人合理

權益，便須透過DRM機制。以大英圖書館為例，便透過安全電子傳送服務 (Secure Electronic 

Delivery Service) 向全球提供接觸過去必須親臨大英圖書館並獲得許可授權使得閱讀之珍

貴罕見文件。 

 

    此外，許多出版業者在開拓電子圖書市場之同時，採用了 DRM 技術，並認為 DRM 技

術對於電子圖書市場而言是一個重要的基礎，其建立起了作者與消費者間之信任，而該信

任關係對該蓬勃發展之市場而言乃不可或缺之要素。但相對的，對於付費購買電子圖書的

消費者而言，書商藉由 DRM 技術設下重重限制關卡，似乎又顯得待之如罪犯。此外，目

前電子圖書所採用之 DRM 技術間亦有互通性問題，而不同格式與閱讀裝置間亦互不相

容，因此對於消費者而言，電子圖書在閱讀、交換、使用上不若一般紙本書籍來得方便。 

 

    電子圖書所採用的 DRM 機制主要有兩大問題，一為讀取問題，例如 Adobe Reader 6.0

之 DRM 機制下，閱讀者以新機器閱讀時，就會有啟動上的問題而無法讀取，因為基於出

版商之要求，Adobe 將啟動讀取限定在一台電腦或一台 PDA，因此當讀者換用其他電腦時，

便無法讀取該相同之電子圖書，雖然後來 Adobe 試圖增加該 DRM 機制的彈性而將啟動讀

                                                 
46 Digital Rights Managements-Technological, Economic, Legal and Political Aspects, page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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取之數量增加為六台電腦47，但對於使用者而言，仍不若紙本書籍來得方便。另外一個問

題，則是出版商所設定之使用限制，包括了限制印刷、列印、出借、鎖住文字檔轉為音檔

之功能，有些甚至有到期日，一但使用期限屆滿，便無法再讀取該電子圖書。 

 

    因此有研究認為，即便以 DRM 機制保護暢銷書籍，仍然無法避免該書籍遭盜版並散

佈之命運，因為盜版者還是可以從所銷售之實體書籍進行掃描、上傳等。而繁複的 DRM

機制，或是限制以封閉裝置閱讀，以如此幾近防賊的方式防備付費使用之消費者，極可能

造成消費者之抗拒心理，反而對出版商造成負面影響，進而購買不使用 DRM 之競爭出版

商所出版之書籍；另外，使用上的不便，更可能驅使消費者上網尋找相對易於使用之盜版

版本48。 

  

    以 Adobe PDF49為例，其使用限制有例如無法回溯閱讀、無法列印或複製摘錄部份等。

另以微軟的 Microsoft Reader50來看，其專用之電子圖書格式為 LIT 格式，並將電子圖書分

為幾個不同的等級，其中屬於”owner exclusive”等級的電子圖書僅得在數個經授權註冊所安

裝的 Microsoft Reader 上閱讀，亦影響了使用上之便利性；而另一個”inscribed”之等級，則

會將購買者的資料例如姓名顯示於電子圖書封面，以此提醒消費者應誠實地使用該電子圖

書，而此等級之電子圖書則可以任何已安裝之 Microsoft Reader 進行閱讀，因此相較

於”owner exclusive”等級來說，訴求消費者自律的方式應較能為消費者所接受。 

 

    電子圖書商中亦有未採用 DRM 機制者，以其中專售科幻小說之出版商 Baen Book 為

例，即有一個電子圖書的免費圖書館(Free Library of e-Books)，任何由 Baen Book 所出版之

書籍，是否要免費將書籍上線、要將哪一本書上線以及免費上線時間多久，皆由該書作者

                                                 
47 Ed Foster, E-Books and DRM, available at: http://www.gripe2ed.com/scoop/story/2004/2/19/0515/77045, last 
visited: 2007/07/14 
48 Jon Noring, The Perils of DRM overkill for large publishers, available at: 
http://www.teleread.org/publishersdrm.htm, last visited: 2007/07/14. 
49 PDF 為 Adobe 公司所推廣之可攜式文件檔案格式，由於 PDF 支持跨平台作業系統，不會因為系統不同而

影響文件之正確性，因此為目前相當普遍之電子圖書格式。 
50 Microsoft Reader 為一套電子圖書閱讀程式，消費者可在網路書店購買電子圖書，再以 Microsoft Reader 來

閱讀，此外，亦可將電子圖書下載至掌上型電腦上，利用掌上型電腦的 Reader 軟體閱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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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行選擇51。而其所以不採用 DRM 限制之原因在於，就如同一般民眾可以到圖書館或是跟

朋友借閱實體書籍一樣，短時間來看該書作者可能因此少了一個銷售額，但長期而言，對

於作者來說還是獲利的，重點在於因此而累積之閱讀群眾基礎(reader base)，以及「口耳相

傳」之宣傳效應，比任何花錢所作的廣告都要來得有效且值得信任，而由作者收取到之版

權費用顯示，每上傳一本書，其銷售額便有明顯的增加52。 

 

四、電視製作 

 

    除了音樂、電影、書籍外，電視也開始走向數位化發展，且不免俗地，相關的版權管

理機制亦隨之而來。1993 年成立的 Digital Video Broadcasting (DVB53) 為一由產業所領導

之組織，超過 260 個成員中包含了遍佈 35 國之電視台、設備製造商、網路營運商、軟體開

發商及其他管理組織，其目的在於為全球數位電視之接收制定相關標準。目前其相關之標

準僅限制家中向外接收電視訊號的部份，而一旦該訊號進入家中之私人領域時，該訊號之

相關使用與處置便不在其限制範圍內。惟情況可能隨其自 2003 年所進行之計畫—Digital 

Video Broadcasting Project—而有所改變，該計畫便是要制定相關標準，以確保數位電視之

相關裝置能切實遵從內容供應者之要求，並制定一套 DRM 機制—內容保護和複製管理

(Content Protection and Copy Management, CPCM)，因此所播送出之內容可能將設有空前未

有之限制，包含了54： 

（一）嚴格限制家用錄影與拷貝，因此，家中之數位錄影機(Digital Video Recorder, DVR) 或 

其他接收裝置於接收該限制訊號時，便會遵照該限制而禁止錄製，而即便允許錄製， 

尚可能施加其他許多限制，例如限制將所錄製之節目移存至其他播放裝置如電腦、其 

他行動裝置等； 

（二）控制使用者觀賞節目之地點，如此一來，即使可將錄製之節目移存至電腦或其他行 

                                                 
51 Eric Flint, Introducing the Baen Free Library, available at: http://www.baen.com/library/, last visited: 
2007/07/14. 
52 Ed Foster, E-Books and DRM, available at: http://www.gripe2ed.com/scoop/story/2004/2/19/0515/77045, last 
visited: 2007/ 07/14.  
53 DVB, see: http://www.dvb.org/, last visited: 2007/07/18. 
54 Electronic Frontier Foundation, Who Controls Your Television? How the Digital Video Broadcasting Project’s 
DRM Standards Jeopardize Innovation, Competition, and Consumer Rights, available at: 
http://www.eff.org/IP/DVB/dvb_briefing_paper.php, last visited: 2007/07/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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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動裝置，惟一旦離開家中或是特定地域，便會出現地域限制而停止節目之播放。此 

種限制可能透過內建防篡改之衛星定位系統(Global Positioning System, GPS) 於裝 

置中，而 CPCM 亦可能用以阻擋使用者藉由家中網路或互聯網路傳送影片檔案； 

（三）指定家庭內部分享之規則，CPCM 可用以檢視個人網路與某裝置連線之頻率，並依 

此決定該分享行為是否屬於授權範圍內。 

（四）破壞各裝置間之相容性，CPCM 可使內容供應者任意地截斷顯示器或接收器之連線 

與輸出，換言之，將使該些所費不貲之顯示器或接收器淪為裝飾用。採用 CPCM 之 

媒體甚至有其黑名單，得撤除無法徹底執行其限制之特定裝置與其他裝置間之相容 

性。 

 

    由於上述該些可能為電視製作採行之相關使用限制並不會事先揭露，因此使用者並無

法得知該如何利用該節目或其播放裝置，此外，權利人亦可隨時變更使用限制，因此可能

前一天還可以錄製節目並轉存至 DVD，而過了幾天後卻無法進行相同的動作。是以，在種

種限制下，不免使人覺得，隨著數位化之應用，對於內容之使用反倒不如過去自由。在類

比接收的情況下，人們得自由錄製所喜愛之節目，並重複觀賞，而在數位化下，如此單純

的家庭使用亦可能受到限制。以紐西蘭公共電視台 TVNZ 為例，其新推出之隨選頻道只得

以 Windows Media Player 播放，原因便在於其所採用之 DRM 機制，而某些已付費之內容

也會在七天後自動銷毀，使其因此飽受批評。另外，在採用某些 DRM 機制下，硬體方面

也會有問題產生，以 HDCP55為例，如果液晶顯示器不符合 HDCP 之規格，則該顯示器便

無法接收 HDMI 或可能亦無法接收 DVI 之數位訊號，而會將該訊號降為一般之類比訊號。 

 

    除了上述對於消費者使用電視內容之限制外，CPCM 亦被認定會抑制播放裝置市場之

競爭與創新，原因在於製造商須取得 CPCM 之相關授權以製造符合 CPCM 規格之裝置，

而取得授權認證的相關交易成本對於小公司而言亦可能形成進入障礙。而開放原始碼之相

                                                 
55 High-bandwidth Digital Content Protection, HDCP, 為 Intel 所發展出之 DRM 機制，以控制數位影音內容於

Digital Visual Interface (DVI) 或 High-Definition Multimedia Interface (HDMI) 介面之連線傳輸。此為專屬規

格，如欲安裝該規格須取得授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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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工具56亦被認為會因此而消失於市場上，因為 DVB 之標準要求製造商將裝置設計為限制

終端使用者進行修正改良，因此數位電視市場將不會有開放原始碼式之創新出現。目前

DVB 積極地提供相關技術標準作為立法基礎，希望藉由立法規範，進一步強制廠商製造符

合 CPCM 規格之裝置。 

 

五、企業文件 

    DRM 機制亦普遍使用於企業中，以保護企業內部機密文件，防止他人竊取或篡改，

由於企業內部之應用較不涉及公益及其他消費大眾之利益，因此，企業使用 DRM 並不具

有太大之爭議性，故而不在本論文研究探討之範圍內，僅就其運用做大略之介紹。 

 

    企業內部之 DRM 機制稱之為”Enterprise Digital Rights Management” (E-DRM or 

ERM)，其係不同於控制多媒體檔案，而屬於控制企業內部文件例如 word、PDF、AutoCAD、

email 和企業內部網頁取用之 DRM 技術。主要之目的在防止未經授權而取用企業內部文

件，預防商業間諜或其他疏漏。Microsoft’s Rights Management Services 即為一種 E-DRM

系統，其他 E-DRM 廠商有 Adobe Systems 和 EMC Corporation 等。 

 

    由上述介紹可發現，目前影音媒體各產業在走向數位化的同時，亦藉由採用 DRM 機

制來保護其內容，茲將影音媒體各產業 DRM 之應用概況整理如下： 

表 2-3   影音媒體各產業 DRM 應用概況 

 影片 音樂 

 DVD Online CD Online 

數位電視 電子圖書

DRM 

機制 

CSS 

 

WMDRM 

Helix 

XCP 

MediaMax

(SonyBMG)

FairPlay 

(Apple) 

WMDRM 

(Microsoft) 

CPCM ACS 

(Adobe) 

DAS 

(Microsoft)

Sony 

                                                 
56 例如 Linux 作業系統與 Mozilla Firefox 瀏覽器之成功皆顯示了開放原始碼軟體可為使用者帶來之利益以及

為市場帶來良性競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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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定 

硬體 

搭配 

√ 

（限制撥

放 器 功

能，以硬

體控制間

接保護軟

體） 

× × √ 

 (iTunes Store 

+iPod、 

ZuneMarketplace

+Zune) 

√ 

（欲藉由

標準制

定，要求

製造商符

合 CPCM

規格） 

不一定 

（如 Sony 

Reader 僅

支援其獨

家格式） 

DRM 

標準 

√ 

（DVD 

Forum 主

導） 

× × √ 

（有一 DRM 之

互通性架

構—MPEG-4 

AAC 標準，各公

司可以此為基

礎，實施其 DRM

機制，屬自發性

採用） 

√ 

（ DVB

主導） 

× 

放棄 

／不 

使用

DRM 

× × √ 

2007/01 

EMI宣佈放

棄，此後

CD 皆不再

使用 DRM 

√ 

 (部份) 

2007/02 Steve 

Job 宣佈與 EMI

共推不設防音樂

2007/05 Amazon

宣佈推出 DRM 

free 線上音樂商

店，另有許多與

獨立唱片合作的

DRM free 網站 

× √ 

 (部份) 

有 DRM 

free 之 線

上 圖 書

館 ， 如

Baen Free 

Library 

資料來源：本研究製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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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節  DRM 之現有運作模式與困境 

 

壹、DRM 之現有運作模式 

 
    由前一小節之介紹，可看出目前在影音產業紛紛走向數位化發展之趨勢下，對於內容

提供者或著作權利人而言，多半會採取 DRM 機制來管理控制其內容之運用與散佈，由於

此種管控限縮了終端使用者原有之合理使用範圍，在自由運用上處處受限，許多原先得以

免費或自由使用的情形，在數位化時代下反倒受限，因而產生不小的反彈與質疑，認為權

利人藉由 DRM 機制之運用，大幅擴張了法律所賦予之權能，進而限縮了終端消費者原先

所應受到保障之合理使用範圍，因此在社會上普遍對於 DRM 有著負面之觀感。 

 

    在 WIPO 之《世界智慧財產權組織著作權條約》(WIPO Copyright Treaty, WCT)以及《世

界智慧財產權組織表演與錄音物條約》(WIPO Performances and Phonograms Treaty, WPPT)

兩個國際條約架構下，加上權利人團體之遊說和國際貿易環境現實之壓力下，許多國家皆

已立法為權利人使用 DRM 機制提供保護屏障，因而目前在許多國家之法律制度下，未經

權利人合法授權之情況下，破解或規避其所採用之相關技術保護措施之行為皆屬違法，即

便該規避行為之目的在使終端使用者行使其所享有之合理使用權限，仍可能因該規避或破

解之行為而受到懲處。是以，整體法制環境賦予了權利人施行 DRM 機制之堅強後盾，加

上權利人積極藉由 DRM 機制保護其權利，使得 DRM 機制更形普遍。 

 

    過去影音盜版多為持有或購買實體影音盜版光碟，爾後漸轉變為民眾私底下親友互贈

及自行燒錄57，因此許多唱片公司皆曾於其 CD 唱片採用 DRM 機制，電影光碟亦同。然而，

由於該些 DRM 機制之實施多半會造成使用者播放上之問題，例如播放機器支援該格式與

否皆會有所影響，另外有些 DRM 機制不免須安裝程式於使用者之電腦，例如 Sony BMG

於其 CD 唱片上所採用之 DRM 機制—MediaMax—便會在未經使用者同意的狀況下自行安

                                                 
57 經濟部智慧財產局，影音著作盜版問題之因應策略及措施研究（第三年），頁 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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裝程式，以避免使用者自 CD 唱片擷取音樂檔，卻因該程式中內含 rootkit 而可能遭到其他

惡意程式之利用，造成使用者電腦安全上之大漏洞，因而引發相關訴訟爭議。 

 

    隨著線上影音使用率之成長，線上影音盜版之問題更須加以防範，而權利人就其數位

內容所直接採取之防範措施即為 DRM，不同之娛樂產業採用不同之 DRM 方案，即便同一

產業，各家公司亦採用不同之 DRM 方案，彼此互不相通，亦造成使用上的困難。其中，

蘋果公司之 iTunes Store 所採用之 DRM 機制—FairPlay—係最為著名，或說最為成功之數

位音樂下載 DRM 機制，因此，下列將主要以此為例，輔以其他之運作機制，說明 DRM 機

制現有之運作模式與困境。 

 

    FairPlay 技術內置於蘋果之多媒體軟體程式 QuickTime 中，且使用於 iPhone、iPod、

iTunes 及 iTunes Store，透過 iTunes 至 iTunes Store 所購買之歌曲使用受到 FairPlay 機制保

護的 128kbit/sAAC 方式壓縮編碼，檔案格式為 mp4，副檔名為「.m4p」而使用者無法在未

經授權之電腦上播放該些音樂檔案。為創造一個系統管理數百萬之消費者取用龐大數量之

歌曲，同時讓運作保持簡單且富有彈性，FairPlay 機制藉由運用一組的金鑰運作來確保整

個系統之運作。欲解開該經編碼之音樂檔案，必須要有使用者解碼金鑰(user key)，解碼金

鑰儲存於三處：蘋果之伺服器、使用者電腦之 iTunes 軟體以及使用者之 iPod，而解碼金鑰

之流通皆須經過蘋果之伺服器之認證，也因此得以管控消費者如何使用該些音樂檔案。 

      

    經 FairPlay 機制編碼保護之音樂檔有如下之限制： 

（一）該音樂檔可以被複製到無限台的 iPod 隨身播放器； 

（二）一個使用者可以同時在五台經授權之電腦上播放該音樂檔，該電腦尚可取消授權註  

      冊而重新以另一台電腦註冊，但如果電腦遺失、電腦升級或永久當機，則會喪失五 

      個其中之一個授權數； 

（三）未經更動之音樂清單中如含有經 FairPlay 編碼之音樂檔，最多可以燒錄至七張 CD 

      中，燒錄至 CD 中之檔案則不具編碼且沒有使用限制，另外尚可將音樂燒錄為開放 

      之 mp3 格式，雖然理論上會有音質差異，但許多人並不會察覺； 

（四）如音樂清單中有自 iTunes Store 所購買之音樂檔，而該電腦未獲得授權時，iTun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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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將停止燒錄之動作。 

 

    由於 FairPlay 機制主要乃管理音樂內容之解碼，並不影響檔案本身被複製之狀況，因

此，採用 FairPlay 機制保護之音樂檔仍可由其他裝置進行存取，但無法開啟讀取該檔案。

是以，雖然 AAC 壓縮編碼和 mp4 檔案格式之授權較容易取得，惟至目前為止，蘋果公司

一直不願向其他硬體製造商開放 FairPlay 保護機制之授權，故僅有蘋果公司的 iPod、iPhone

以及由蘋果公司與摩托羅拉(Motorola)公司所共同推出內建 iTunes 軟體之 Motorola ROKR 

E1 手機及 Motorola SLVR L7 手機，始能播放受 FairPlay 機制保護之 AAC 檔案，電腦上亦

須安裝 iTunes 及 QuickTime58，其餘之隨身數位音樂播放器皆無法播放，而此種限制也成

為日後相關爭議之關鍵。 

 

貳、DRM 現有運作模式之困境  

 

    面對數位化快速演進，傳通通路銷售比例已大幅下降，相對在網際網路世界中創造出

許多發展機會，以全球趨勢來看，無形產值相較於有形產值亦大上許多，並快速地成長，

以狹義的數位內容產業（不包含廣義的文化或創意產業）來看，2001-2005 年全球產值便

有約 29%的平均成長率。無形產業蓬勃快速發展的情況下，亦帶動了產業與社會的典範移

轉，亦即，由有形產業為主的經濟模式轉為以知識、無形產業為基礎的經濟模式，以及由

工業社會轉型到資訊社會59。也因此爲傳統的法制、資本、人才、技術等帶來新的挑戰，

並產生如資訊社會公民權等議題。DRM 之應用所產生的問題，正可映證此種典範移轉所

帶來的挑戰與困境，以下將分別就主要發生的爭議點，說明目前 DRM 機制之運作所面臨

的困境為何。 

 

 

 

 

                                                 
58 Wikipedia, iTunes Store, available at: http://zh.wikipedia.org/wiki/ITunes_Store, last visited: 2007/07/19. 
59 黃國俊，從物質經濟、數位經濟到意義經濟—數位內容產業中典範轉移的再思與實踐，94 年 9 月 21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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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互通性(interoperability)問題  

    目前內容產業中，各家採用之 DRM 互不相容，在缺乏統一標準之情況下，廠商可輕

易把 DRM 變為一強大工具，將消費者鎖在有利於己之專屬技術內。蘋果公司所建構之數

位音樂系統由 iTunes Store、iTunes 至 iPod 系列產品環環相扣，以金鑰之運作串連成一個

封閉的生態系統(ecosystem)，因此凡於 iTunes 所購買之歌曲只能在 iPod 以及和蘋果公司合

作內建 iTunes 軟體之數款手機上播放，無法進入其他手機或播放器，而 iPod 亦不兼容其

他線上音樂商店之音樂格式，強力倚賴 iTunes 軟體運作，亦因而導致了「互通性」

(interoperability)之爭議。 

    除了 FairPlay 之生態系統外，Sony 亦推出 Sony Connect 線上音樂商店，採用 ATRAC3

格式以及 OpenMG 的 DRM 技術，並以 SonicStage 播放軟體支援，搭配其所生產之各式

mp3 播放器，自成一套體系。此外，微軟亦複製了蘋果之商業模式，使其自家之隨身播放

裝置 Zune，僅得播放購自其所搭配之線上音樂商店—Zune Marketplace 之音樂檔，而微軟

於另一方面，則針對其他行動裝置廠商或線上內容服務供應商推出了”PlaysForSure”之認證

標誌，凡經過一系列效能與相容性測試者即可於其商品或網站附上微軟”PlaysForSure”之認

證標誌，最常見之測試為行動裝置須可播放使用 Windows Media DRM 編碼之 Windows 

Media Audio format (.wma)或 Windows Media Video format (.wav) 檔案，而經認證之網路數

位內容供應商所販售之影音檔，不論係透過付費下載亦或訂閱收視／聽，皆可在所有

經”PlaysForSure”認證之行動裝置上播放60。微軟針對其他廠商設立”PlaysForSure”認證之立

意在於使消費者易於選擇數位內容之來源以及播放裝置，確保其間之互通性，標榜著”more 

music, more choices!”，惟相對地，其又一手建立起 Zune 之封閉生態系統，使得即便係購

自獲得”PlaysForSure”認證網站之影音檔，仍無法在 Zune 上播放，因此飽受批評。 

                                                 
60 PlaysForSure, available at: http://www.playsforsure.com/Default.aspx,  last visited: 2007/08/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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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8  微軟 PlaysForSure 認證示意圖 

資料來源：PlaysForSure 網站 

    上述各種封閉系統皆經過一番緊密擘劃，惟如此緊閉之系統自然亦招徠了駭客挑戰之

興趣。由於 iTunes Store 所販售之 AAC 歌曲皆以加密的 master key 所擾亂(scramble)，而實

際運作上難以回復該擾亂之檔案，因此會透過另外兩種方式破解 FairPlay 系統：一為竊取

user key 然後仿照 iTunes 將歌曲解密；另一則為在音樂檔案解密後擷取其資訊61。1999 年

成功破解 DVD 加密技術而成為駭客界英雄人物的挪威青年 Jon Johansen，封號 DVDJon 的

他在 2006 年亦發現了數種方法自 FairPlay 保護之檔案擷取其編碼。惟截至目前為止，該些

破解方式皆需透過某特定、已知之帳號進行，尚無法破壞未知使用者帳號下該些受保護的

檔案，因此，FairPlay 系統之編碼方式尚未如 DVD 所採用之 CSS DRM 一樣遭到全面性破

解，而非任何人皆可解開任一個已經編碼保護之檔案62。DVDJon 除了提供開放原始碼之方

法以擷取採 FairPlay 保護歌曲之編碼外，其所屬公司—Double Twist Ventures 亦準備將可於

iPod 播放之其他 DRM 機制歌曲之方式販售給其他公司。 

                                                 
61 Daniel Eran Dilger, How FairPlay Works: Apple’s iTunes DRM Dilemma, available at: 
http://www.roughlydrafted.com/RD/RDM.Tech.Q1.07/2A351C60-A4E5-4764-A083-FF8610E66A46.html, last 
visited: 2007/07/20. 
62 同前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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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企圖攻破 FairPlay 系統的行動不僅只於此，由於 iTunes 加上 iPod 之運作架構下，iPod

內並無法運作其他的 DRM 機制，因此當 RealNetworks 企圖販售使用其自有 DRM 機

制—Helix 所保護之歌曲並在 iPod 上播放時即歷經一番波折，Real 於 2004 年 7 月發展出一

套 Harmony 技術，用以解密 Helix 所保護之歌曲，再以一個類似 FairPlay 之封包將該音樂

檔重新編碼，使該檔案看似採用了 FairPlay 機制，以障眼法矇混過關，而使其販售之音樂

得以在 iPod 上播放。Real 聲稱這項技術得以解放消費者，避免於購買數位音樂時被套牢於

單一內容供應來源，提供更多選擇性，並為消費者解決「互通性」之問題。蘋果公司則表

示，Real 此種近乎駭客之手法極可能觸犯了 DMCA 之相關規範，Real 則於網路上發出一

篇名為”Hey Apple! Don’t break my iPod”之請願書63作為反擊，試圖獲得消費者之支持，不

料卻引起反效果，有消費者即認為 Real 此舉過於偽善，Real 就自有的智慧財產及產品以封

閉的方式保護，卻要求對手開放 iPod，甚至有人認為 Real 此舉係為迫使蘋果公司與其進行

合作。 

    Harmony 技術使得 RealNetworks 成為第一個推出與 iPod 互通之線上音樂商店，然而

由於蘋果公司掌握了整個 FairPlay 系統，因此可以輕易地作修正，使採用 Harmony 技術之

歌曲無法在 iPod 上播放，雙方便你來我往地不斷交鋒。2005 年 8 月，RealNetworks 於其

年報上表示，繼續採用 Harmony 技術將使其自身陷於挨告的風險中，而蘋果公司不斷修正

其系統以捍衛 FairPlay 系統之封閉性，防止互通性的壁壘遭攻破，如果 Real 欲持續使用

Harmony 技術，勢必需支出更多研發成本以尋求突破 FairPlay 之防線。是以，Real 選擇不

再使用 Harmony 技術，雙方之攻防戰至此暫告一段落。 

 

    蘋果公司對抗破解 FairPlay 機制企圖之主要動力，可說主要在於獲取唱片業者之信

任，並避免違反雙方契約內容，否則如遭到破解而內容不再受到保護時，蘋果公司必須支

付賠償金予美國唱片業協會(Recording Industry Association of America, RIAA)。在面臨唱片

業之壓力及來自各方不斷想要破解 FairPlay 系統之企圖的雙邊夾擊下，對於蘋果公司而

言，維持 FairPlay 系統之原因便在於為整個 iPod、Mac、QuickTime 以及 iTunes 運作平台

提供來自唱片業授權之內容。 
                                                 
63 Hey Apple, Don't Break My iPod! Petition, available at: http://www.petitiononline.com/r4apple/petition.html, last 
visited: 2007/07/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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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封閉之 FairPlay 機制並非駭客挑戰的唯一目標，亦有許多駭客想盡辦法擷取採用

Windows Media DRM 保護之數位內容，其所採用之手法類似於破解 FairPlay 之方式，亦

即不直接破解該 DRM 之編碼，而透過干擾或障眼法之方式，竊取金鑰或是已解密之檔案。

其中最著名者為 2006 年 8 月 19 日由匿名者 Viodentia 所發表之程式—FairUse4WM，該程

式可以破解採用 WMDRM 10 和 11 所保護之檔案，微軟於該破解程式發表後十天內做出更

新，以阻絕該破解程式之運作，惟再三天後，新版之 FairUse4WM 隨即推出，規避微軟做

出之修正。由於早已預期到破解一類之事件將層出不窮，因此 WMDRM 一開始之設計便

是可更新的(renewable)，以便微軟因應破解之行為做出軟體更新64。面對 FairUse4WM 之推

出，微軟除了進行更新外，亦對 Viodentia 提起了告訴，惟因後來無法找出該匿名者為何，

最後只好於 2007 年 4 月 6 日撤回告訴。此次 FairUse4WM 程式接連躲過了微軟之修補大大

震驚了相關業界，也使得微軟在推出 Zune Marketplace 服務之際與其他內容供應商之合作

關係受到衝擊，例如 BSkyB 即因此取消了影片下載服務65。此外，在 WMDRM 遭破解後，

則原本許多僅支援 WMDRM 之線上下載音樂檔案便可以在其他不支援 WMDRM 的硬體播

放裝置上播放，例如 iPod；相對的，從 iTunes 下載的音樂檔案不能在微軟之硬體裝置上播

放，而購買 iPod 則可播放微軟相關網站上所下載之檔案，對於消費者而言，自然更傾向於

購買可因此通用的 iPod，對於想藉由推出 Zune 而搶食 iPod 市場的微軟來說，將直接損害

其 Zune 的硬體銷售量。   

 

    由以上敘述可以發現，封閉之 DRM 系統除了吸引駭客積極破解之外，由於欠缺互通

性造成消費者使用上之困難，更會引發不滿之情緒，延續著該不滿情緒除可能強化破解之

動機與企圖外，更容易引發以下將說明之相關消費者問題並引發政府關注。 

  

二、反壟斷(antitrust)爭議 

                                                 
64 Wikipedia, Windows Media DRM, available at: http://en.wikipedia.org/wiki/WMDRM, last visited: 2007/08/07. 
65  中 國 經 濟 網 ， Zune 推 出 在 即  微 軟 DRM 技 術 接 連 遭 破 解 ， 網 址 ： 
http://big5.ce.cn/cysc/ceit/ityj/200609/28/t20060928_8763046.shtml, 最後瀏覽日期：2007/08/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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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除了來自唱片業之壓力，以及必須時時提防駭客攻擊外，蘋果公司這套封閉之生態系

統亦引發了市場壟斷之爭議。2005 年 1 月，iTunes Store 消費者 Thomas Slattery 向蘋果公

司提起告訴，控告該公司利用 FairPlay 系統和 iTunes 之運作，造成消費者所購買之音樂僅

得在其 iPod 播放器上播放而限制了其他播放器業者之競爭，認為此舉係違反《反壟斷法》。 

 

    2004 年 6 月，線上音樂商店 Virgin  Mega 向法國競爭委員會  (the Conseil de la 

Concurrence) 申訴蘋果公司拒絕授權 FairPlay 技術以用於 Virgin Mega 線上音樂商店。法國

競爭委員會駁回上述控訴，認定 FairPlay 並非任何線上音樂商店營運所必須而不可或缺之

技術，其理由有三66： 

(一)在隨身播放裝置中播放合法購買的音樂，在市場上仍為少數； 

(二)消費者可從其他線上音樂商店購買音樂，再藉由 CD 燒錄存入 iPod； 

(三)市場上已有各式各樣的隨身裝置支援微軟的 WMDRM 機制，為消費者提供了其他選   

    擇。  

 

    然而，法國國會在 2006 年 3 月通過了 DADVSI 法案，以落實 2001 年之《歐盟著作權

指令》，並針對目前蘋果以 FairPlay 技術綑綁消費者之行為作出相應之規範，因此 DADVSI

法又被稱為 iTunes Law 或 iPod Law，該法案中要求數位內容提供者必須公開其所使用之版

權管理技術，目的在防止任一音樂播放技術乃至於任一內容供應商或裝置製造商壟斷線上

市場。針對法國此法案，蘋果公司則表示，如此一來將導致「國家助長盜版」(state-sponsored 

piracy)之情況發生。由於蘋果公司 iPod 和 iTunes Store 營收之 20%來自於美國以外之市場，

而法國僅佔不到 2%，因此一般預料，蘋果公司可能直接撤出法國市場，而不會選擇授權

FairPlay 技術。 

三、消費者保護爭議 

    2007 年 1 月，挪威消費者保護官(Consumer Ombudsman) 宣告 FairPlay 為違法，原因

在於從 iTunes Store 所購買之音樂只能在 iPod 上播放，其認為 FairPlay 為一種違法的封鎖

技術，主要目的在於藉由封鎖互通性將消費者套牢於蘋果整套封閉的生態系統中。此外，

                                                 
66 Wikipedia, FairPlay, available at: http://en.wikipedia.org/wiki/FairPlay, last visited: 2007/07/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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挪威消費者保護官將 DRM 認定為契約條款之一，因此根據挪威行銷控制法案(the 

Norwegian Marketing Control Act)，DRM 應提供消費者平衡且公平之權利，不論其使用何

一線上音樂服務。而根據挪威消費者委員會(Consumer Council)表示，針對此一問題蘋果公

司擁有三個選項，一是向其他播放器製造商授權 FairPlay 技術；二是與其他公司共同開發

一個開放的 DRM 標準；三則是全面放棄使用 DRM。至於蘋果公司做出何種選擇尚不得而

知。雖然挪威消費者保護官此一宣告並不具法律拘束力，但反對 iTunes Store 系統的潮流

在歐洲蔓延開來，法國與德國之消費者團體業已加入挪威之行動，丹麥、瑞典、芬蘭以及

英國亦隨之加入，爭取使消費者從 iTunes Store 所購買之音樂或影片可以在任何裝置上播

放，而不限於 iPod。 

 

 

第四節  DRM 之改革趨勢—互通性(interoperability) 

 

    內容提供者之所以採用 DRM 機制目的即在於對於內容之使用進行管控，避免未經授

權之使用及快速大量之複製。所謂「互通性」DRM 之基本概念對於內容產業而言可能顯

得沒有意義，因為既然採用 DRM 之目的在於藉由加密的方式來限制內容之流通，DRM 之

基本目的便在於使用”secrets”，一旦公開，便沒有所謂的”secrets”可言，也就不是所謂的

DRM 機制了。而在數位化同時講求行動性的趨勢下，消費者享受影音內容變成無所不在

之需求，此外，mp3 開放格式與各家廠商裝置皆互通所帶來的便利性，更使得消費大眾對

於欠缺互通性之封閉 DRM 系統剝奪其內容來源和播放裝置之自由選擇權，並且限縮其原

享有之「合理使用」範圍而有所不滿，形成內容提供者和消費大眾間對立之局面。 

 

    然而，對於內容提供者而言，內容愈是普及，所帶來的利益愈大，因此在面臨內容普

及化和內容保護之選擇上，同樣處於兩難之局面；對於內容服務提供商，例如線上音樂商

店一類之服務商來說，更須同時面對來自內容提供者與消費大眾之壓力，為取得合法內容

之授權因此須藉由實施 DRM 機制以取得內容提供者之信任，另一方面又必須自行負擔建

置維護 DRM 系統之成本，尚得遭受政府、消費者團體等之抗議，更是處於窘境。在此種



數位權利管理(DRM)系統可行性研究—從技術、法律和管理三面向剖析 

 

 53

情境下，似乎也只能尋求一個暫時的妥協做法，譬如音樂產業還是接納 DRM 互通性之架

構，其中之一即為 MPEG-4 AAC 標準，該標準亦為蘋果 iTunes 所採用。 

    早期的開放音樂檔案格式 mp3 並未有 DRM 之限制，而新的 AAC 格式則是以公開之

機制設計，使各公司得以此為基礎而擴充，實施各自之 DRM 機制。這種「將各家祕密擺

在某特定地方」的一個合意機制，大概是目前 DRM 可以開放之最大限度，雖然無法完全

排除業者以各家祕密來施加限制，但至少是個「已知的未知」(a known unknown)67。在此

種情況下，任何人皆可取用並播放標準的 AAC 格式檔案，但如果係經過 DRM 保護之 AAC

格式檔案，使用者就需要進一步知道編碼於該檔案中的祕密68。 

 

    除了 AAC 格式標準外，MPEG-4 IPMP(Intellectual Property Management and Protection)

同樣亦致力於在不破壞各系統之前提下，提供 DRM 機制間之互通性。而在數位家庭以及

強調行動化的趨勢下，內容得以在各種不同裝置例如電腦、手機、電視等之間互通流動成

為一重要之關鍵，因此有許多推動 DRM 建立公開標準之行動，希望能達到使用便利、安

全性、低成本、有助於內容普及而皆大歡喜之局面。其中，有個開放原始碼組織—Open Media 

Commons—即致力於發展免權利金之 DRM 標準，希望能達到使權利人獲得「合理補償」

同時又不影響使用者「合理使用」範圍之理想，而其中一個由 Sun Microsystem 所推出之

Project DReaM (DRM/everywhere available)計畫即希望發展一個適用於多媒體、個人、企

業、文件等之跨領域互通之 DRM 解決方案。 

                                                 
67 Daniel Eran Dilger, How FairPlay Works: Apple’s iTunes DRM Dilemma, available at: 
http://www.roughlydrafted.com/RD/RDM.Tech.Q1.07/2A351C60-A4E5-4764-A083-FF8610E66A46.html, last 
visited: 2007/07/20. 
68 AAC 為過去開發出 mp3 標準的同一批專家所發展出來，包括了：the Fraunhofer Institute、Dolby、Sony 和 AT&T

等，於 1997 年被採為公開標準，並歷經更新與擴充。相較於 mp3 格式標準，使用 mp3 格式散佈內容須支付

權利金，但使用 AAC 格式串流或散佈內容則無須收取任何的授權金或費用，使其成為更具吸引力之檔案格

式，例如用於網路廣播之串流。而 AAC 格式亦提供音樂檔較佳之壓縮與支援，於解碼過程中所耗費之處理

效能亦較 mp3 格式來得少。絕大多數之多媒體播放裝置乃至於行動電話，皆支援 AAC 格式音檔之播放，而

iTunes 從 CD 中擷取音樂以採用 AAC 格式，除了 iPod 外之許多隨身音樂播放器亦支援 AAC 格式，此外，Sony

之 PSP 以及 PS3 亦採用 AAC 格式。另外，AAC 格式亦為 XM 衛星廣播、大多數之數位衛星電視、部份之

MPEG 4 標準以及 3GPP 所採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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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節  小結 

 
    DRM 的應用相當具爭議性，贊成者認為，採用 DRM 對於著作權人而言得以確保其著

作遭受未經授權之複製與散佈；「自由軟體基金會」 (Free Software Foundation) 則認為

Digital Rights Management 的 ”Right”一字有誤導之嫌，而應改為 ”Digital Restriction   

Management”，因其認為著作權人以 DRM 技術限制著作物之使用非屬法定、習慣法或憲法

所賦予之專屬商業運用之權限範圍 (Exclusive commercial use)。電子先鋒基金會(Electronic 

Frontier Foundation, EFF)則認為，有些 DRM 系統甚至具有反競爭之特性，不論是 FairPlay

或是 Zune 之封閉生態系統式設計，皆可作為例證。  

 

    DRM 技術目的在於控制或防止數位內容之取用及複製，否則數位內容往往得以相當

低之成本輕易地大量複製。著作權人、數位內容製作人或其他利害關係人自數位媒體發展

以前便反對複製技術之發展，例如早期的錄音帶錄製技術、錄影帶錄製技術（例如美國曾

發生的 Betamax 事件）。數位媒體之出現更增添權利人之憂慮，在類比時代，複製品的品

質會隨著複製的數量增加而遞減，然而數位時代裡卻可輕易地在不影響品質之狀況下進行

大量且快速之複製。數位錄音帶原本可以取代傳統錄音帶，卻因為其本身有可能造成未經

授權的複製之疑慮，因此最終市場成績一敗塗地。個人電腦的出現，使得從 CD 或是廣播

擷取數位檔案易如反掌，再加上網際網路以及其他檔案分享工具，亦使得散佈未經授權之

數位檔案更加容易，促使數位內容權利人欲藉由 DRM 來制止該些行為。而某些數位內容

權利人所採用的 DRM 方案甚至超出了防止侵害其著作權之目的，而更進一步限縮了使用

者原有之合理使用範圍。 

 

    綜合本章之內容，可以歸納出施行 DRM 機制產生之問題大致如下： 

 

一、互通性問題 

    目前所採行之 DRM 機制欠缺一個互通性架構，亦無統一之標準得以適用，各家皆採

用封閉之 DRM 機制，各自為政之狀況限制了消費大眾選擇內容來源及播放裝置之自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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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於建立 DRM 標準之倡議由來已久，但截至今日尚未能解決互通性之問題，數位音樂產

業中各家所採取之 DRM 機制皆互不相容，所產生之相容性爭議可說最為嚴重之議題，在

電影以及數位電視領域則有相對較強力之組織主導標準之建立與實施。隨著多媒體技術不

斷發展，逐步邁向數位家庭時代之際，為使內容得以流通於電腦、手機、電視等各種裝置

之間，建立一個互通性的平台更成為刻不容緩之議題。 

 

二、反壟斷爭議 

    由欠缺互通性所衍生之問題便是反壟斷之爭議。由於各家所採用之 DRM 機制互不相

通，為達到保護之最大限度，往往會將內容所採用之 DRM 機制與硬體相結合，自家之內

容僅得在自家或其他經授權之硬體設備上播放，也因此限制了消費者選擇硬體播放裝置之

自由。此外，以內容結合硬體之行為，亦限制了其他同業競爭之自由，而形成某內容供應

商或設備製造商壟斷市場之局面。 

 

三、消費者保護問題 

    互通性以及壟斷之爭議，最直接影響者即為消費者之權益，在封閉的狀況下，消費者

選擇了某一內容來源，勢必就得搭配之特定硬體裝置，毫無其他選擇之餘地。在有相關標

準組織推動之背景下，例如由 DVD Forum 所推動之 CSS 機制，DVD 播放器製造商由於須

先取得授權，以使其所製造之設備便得與影片內容供應商之 DRM 機制相互配合，對於消

費者之影響較小。然而，在無統一之 DRM 標準，百家爭鳴之數位音樂產業，如果從 mp3

播放器熱銷之情況來看，反倒是採用開放格式 mp3 之音樂檔普及度最廣，從另一角度觀

察，亦可大膽推論未經授權之音樂遠多於合法購得者。對於消費者而言，便利性無非係一

重要考量因素，基於便利性之考量而選購不受限於 DRM 機制之 mp3 播放器69，自然成為

消費之誘因。相較於為保護數位內容而積極採用 DRM 機制，卻非流通之音樂檔中之大宗

的情況，值得探究採用 DRM 機制保護內容所能發揮之效果。 

 

                                                 
69 蘋果公司之 iPod 除了得播放採用 FairPlay 之音樂檔外，亦得播放 mp3 格式之音樂檔，由許多國家尚未設

立 iTMS，但 iPod 播放器依然熱賣之情況來看（例如台灣即是），可加以大膽推測，未經授權之音樂反倒為

支撐 iPod 播放器成功之重要基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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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合理使用範圍之限縮 

    DRM 機制可說是數位化時代著作權人用以保護其權利之最直接、普遍的措施，其對

於數位內容 

 

    使用者所造成之最大衝擊便在於「合理使用」，是以，在著作權領域中最為廣泛討論

者，便是 DRM 機制對於守規矩之使用者形成「合理使用」範圍限縮之情況。以電視而言，

過去觀眾在合乎著作權法所規範之合理使用限度內，得就喜愛之節目加以錄製，供家庭觀

賞，而不會因此侵害著作權。然而，在數位化時代下，電視製作亦開始積極採用 DRM 機

制加以保護其內容，可能因此使得觀眾無法直接錄製節目，或是在播放裝置不符規格之情

況下，所接收到之影像品質將有所降低。是故，在實施 DRM 之狀況下，過去曾受法律保

障而得自由為之的舉措，將受某程度之限縮，亦因此引發反彈聲浪。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