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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從科技、法律、管理、標準看 DRM 之問題與可行性 

  

    絕大多數之數位內容權利人皆積極透過 DRM 系統來保護其數位內容之智慧財產權，

而 DRM 系統涵蓋了科技、法律及商業應用三個層面，須以彼此互為前提而探討始具意義。

DRM 系統此種跨領域之特性又與智慧財產權之創造、管理及運用與科技、法律以及管理

之特點不謀而合，因此，本章將以科技、法律、管理三構面來加以剖析 DRM 系統與智慧

財產間之關係。此外，由於目前 DRM 系統之運作正朝向標準之建立邁進，其中以較新之

發展領域例如數位電視和行動影音等已有相關之標準組織積極推動適用於該產業之 DRM

系統，因此本章亦將一併探討目前既有之相關標準組織運作以及其未來之發展方向。 

 
第一節 DRM 之科技面問題 

 

    早在 2003 年 10 月 IDC 之調查分析即顯示，DRM 技術為未來最有前景之十大 IT 技術

之一。隨著透過網路進行數位內容之交易與提供服務之情況愈趨普及化，亦出現了各種相

應之商業模式，並對數位內容進行相關保護，因此 DRM 保護之技術與其重要性亦獲得越

來越多之關注。微軟於其 Next-Generation Secure Computing Base (NGSCB)中，將 DRM 作

為關鍵技術，Gartner 分析師曾指出，DRM 將扮演一個類似基礎建設之角色，而非單一之

獨立技術解決方案。而事實上，在數位內容產業中，DRM 技術串連了數位內容供應商、

數位內容分銷商（distributor）以及數位內容消費者，因此，DRM 在數位市場中將發揮越

來越重要之作用。 

 

壹、DRM 技術 

    為防止未經授權而使用其數位內容，並且保護著作之完整性與價值，有賴於 DRM 系

統中之各種加密技術，較重要之技術為下列三種： 

 

一、金鑰管理系統 (Public Key Infrastructure, PK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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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金鑰管理系統為目前商業運用上相當常見之保護技術，微軟之 Windows Media Rights 

Manager(WMRM)以及蘋果之 FairPlay 皆採用金鑰技術。以 WMRM 為例，其主要乃將數位

檔案混入解密金鑰上鎖以產生一個封包檔案，並加入來自內容供應者之相關資訊。消費者

如欲播放該已加密之封包檔案時，會向交易與權限控管中心(clearing house)發出授權要求，

再由交易與權限控管中心進行認證，並發出包含解鎖金鑰之授權並將該授權傳送至用戶端

之電腦。 

 

 

 
圖 3-1 Windows Media Rights Manager 金鑰機制 

資料來源：Microsoft Corporation(2004) 

 

    每個授權除了解鎖金鑰外，尚包含了該數位媒體檔案使用之權限與規則，內容所有者

(content owner)可設定或寬或嚴之使用權限。WMRM 可支持廣泛之商業規則，例如(1)檔案

可播放之次數；(2)檔案可於何種裝置上播放或傳輸至何種裝置，例如明確設定消費者可將

檔案傳輸至相容於數位音樂版權組織(Secure Digital Music Initiative, SDMI)規格之可攜式

裝置；(3)該檔案之啟用日以及到期日；(4)檔案是否可傳輸至 CD 播放器或燒錄器；(5)使用

者可否備份或修復(restore)授權；(6)欲播放該 Windows Media 檔案所需之用戶端裝置的安

全性等級；(7)其他依據商業模式所設定之授權時間或方式，例如預先送出授權，或是在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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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者下載後欲播放檔案時再發出第一次授權，該授權之送出亦可依據是否要讓使用者知悉

該程序而採用 silent 或 non-silent 之授權發出模式。  

 

 二、數位浮水印 

    數位浮水印(watermarking) 為嵌置於影像、影片或聲音等錄製品中帶有使用規則之頻

率模式(frequency pattern)，因此數位浮水印為一種認證資料，一旦日後發生智慧財產權爭

議時，即可依據嵌入之資訊來判別、佐證著作權侵權行為之發生，以達到保護之目的，故

常被認定為屬於法庭性之 DRM 技術(forensic DRM technologies)。是以嚴格而言，數位浮水

印之技術並非加密之方法，而係將認證資料嵌入原有檔案，用於確認資料之所有權與來源。 

 

    數位浮水印之使用面向並不限於此，例如數位浮水印技術便被用於傳遞商業規則

(business rules)至用戶端裝置(client devices)上，例如影像 DVD 區碼保護所使用之數據干擾

系統(content scrambling system, CSS)以及數位音樂版權組織(Secure Digital Music Initiative, 

SDMI70)Phase I 浮水印。 

 

 三、權利表示語言(Rights Expression Language) 

    DRM 系統常於數位內容附加上機器可辨讀之 metadata 來描述作者所設定之使用規

則，或描述何人係獲得授權而得以接觸該受安全防護之數位內容。最常見者為”extensible 

rights Markup Language” (XrML)，其能提供數位內容的 DRM、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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1。 

 

                                                 
7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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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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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1 XML 台灣資訊網，網址： http://www.xml.org.tw/Function/Fglossary1.asp?key=XrML, 最後瀏覽日期：

2007/9/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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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果於系統設計上提供了 XrML 此類權利描述語言(Rights Expression Language, 

RELs)，則亦可使得衍生之創作為適當之權利表示。此外，系統設計上亦須能處理不同代

之衍生著作間，其權利人之相互關係。以 Creative Commons72為例，著作權人係在特定條

件、特定用途下授權自由使用，欲藉由以特定方式開放著作之使用，除欲增加線上原始資

料之總量外，同時也要使大眾更易於接觸該些資料，因此，Creative Commons 亦採用了

metadata 系統，以機器可辨讀之方式，將作品與該作品是否屬於公共領域，或該作品之授

權狀態連結起來73。 

 

    綜合來看，DRM 系統包含了描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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著作權範圍內進行管理控制。以電子書之交易過程為例，

當作者完成其著作後，將該著作交予出版社製作成電子書，於此同時加入 DRM 系統，首

先對該電子書進行標示，例如書名、ISBN 等，並且予以定價，加入使用規則等，接著於

網路書店銷售該電子書，消費者於付費後由網站下載該電子書，以在用戶端之機器上閱讀，

但相關之使用皆受到 DRM 系統中之使用規則所限定，例如不得任意複製。整個交易流程

涉及之主體包括作者、出版社、網路書店乃至於消費者，而 DRM 系統則貫串了交易流程，

目的在於確保數位內容於其生命週期內之合法使用，隨著相應而生之各種商業模式，DRM

系統之另一重點便在於平衡數位內容價值鏈上各主體之利益與需求。是以，DRM 系統之

技術面乃繫於其商業模式之設定，依據其商業模式之設計進行後續相關智慧財產規劃與佈

局。亦因此，不同之數位內容、不同之應用領域以及不同之商業模式對於所採用之 DRM

系統即有不同之技術要求。 

 

貳、互通性問題(Interoperability) 

    如前一章所介紹，目前 DRM 系統運用上普遍為人所詬病之處在於欠缺互通性

(interoperability)，主要原因仍基於商業利益之考量，使得目前許多領域所採用之 DRM 系

                                                 
72 Creative Commons, 創用 CC，2001 年所創立，目前設於史丹福法學院，並與該學院之網路與社會研究中

心共享空間、人員與想法，主要推動者為 Lawrence Lessig 教授。Creative Commons 設立之目標在於，面對

著作權制度與日俱增而對創作產生限制之預設規定，欲藉此建立一層合理、具彈性之著作權授權機制。詳請

參閱：http://creativecommons.org/。 
73 創用 CC-Creative Commons Taiwan, 網址： http://creativecommons.org.tw/static/about/cc, 最後瀏覽日期：

2007/9/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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統設計呈現各自為政之狀況，並進一步將各家之 DRM 技術和線上音樂服務、硬體播放裝

置結合，由上而下地整個捆綁成一個個的封閉生態系統，迫使消費者必須從中做出單一選

擇。 

 

    以蘋果獨家之 FairPlay 系統為例，其 iPod 加 iTunes 播放軟體及 iTunes Store 之組合，

堪稱目前為止商業化最為成功之 DRM 系統，藉由播放軟體以及作業系統之限制，使消費

者必須透過 iTunes 軟體連上 iTunes Store，而經此下載之音樂檔，經 FairPlay 機制予以加密

後，亦須透過 iTunes 軟體或 iPod 播放，即便 iTunes 播放軟體與微軟之視窗作業系統相容，

使得消費者得藉由視窗作業系統之電腦連上 iTunes Store 購買音樂檔，惟此音樂檔卻無法

以 iPod 以外之隨身播放器播放，是以整個系統除符合權利人對於保護其著作之要求外，亦

因整個軟硬體面之結合，成功地拉抬了 iPod 之硬體銷售成績74。 

 

    除了蘋果公司的 FairPlay 系統外，微軟亦有其獨家之封閉生態系統，其所生產之隨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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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而其所採用之 DRM 技術與其他 Windows Media DRM 間不具備向後相容性

(backward-compatibility)。2006 年，RealNetworks 亦與 SanDisk 合作，於一系列之隨身音樂

播放器中內建 RealNetworks 獨家之 Helix DRM 技術，同樣僅適用於其自家之 Rhapsody 線

上音樂服務網站。 

 

    在目前 DRM 欠缺共通標準之情況下，DRM 技術除了可達到保護著作物、追蹤管理著

作物之運用等目的外，在商業利益之趨勢下，更成為業者用以控制消費者之強大工具，藉

由軟硬體面之結合，將消費者所在有利於己之專屬技術內。亦因此，使得該些業者面臨了

反壟斷以及消費者保護等制裁及爭議。 

 

    除了反壟斷爭議以及消費者反彈聲浪外，隨著行動性需求日益增加，透過行動通訊裝

置下載數位音樂亦漸風行，加上數位家庭時代來臨，數位內容流通於各種裝置間將成為基

本需求，以目前不同內容產業間採用不同 DRM 機制、同一內容產業中亦採用不同 DRM 機

                                                 
74 iPod 之銷售奇蹟為人所津津樂道，其成功之原因詳見第四章之個案探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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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之運作架構下，各種 DRM 機制充斥之情形勢必得做出某種調整以因應新的需求。是以，

在權利人無法完全放棄使用 DRM，卻同時欲安撫消費者情緒之狀況下，技術上之折衷之

道便在於提升 DRM 系統之互通性，以減少消費者使用上之不便。目前致力於解決互通性

問題之聯盟中，最著名的即為跨產業之 Coral Consortium，其主要創立會員包含了七大媒體

及科技公司：HP、Intertrust Technologies Corporation、Koninklijke Philips Electronics N.V.、

Panasonic (Matsushita Electric Industrial Co., Ltd.) 、Samsung Electronics Co., Ltd.、Sony 

Corporation 以及 Twentieth Century Fox Film Corp ，設立宗旨在於結合內容供應商、消費

性電子產品製造商、IT 技術以及服務供應商之力量，於其目前所個別使用之 DRM 系統不

做重大改變之前提下，透過 Coral 之界面規格，創設一生態系統，使所有不同來源、使用

不同 DRM 技術保護之內容和裝置於此架構下能享有共通性，提供消費者更為便利之使用

體驗75。（請參照圖 3-2） 

 
圖 3-2  Coral 生態系統示意圖 

資料來源：Coral Consortium 

 

                                                 
75 Coral Consortium, see: http://www.coral-interop.org/, last visited: 2007/9/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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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此外，面對 DRM 機制混亂棘手之局面，Sun Microsystem 亦於 2005 年 8 月宣佈一項

「公用開放媒體」(Open Media Commons)計畫，旨在創立一種開放原始碼、免權利金之公

開 DRM 標準。其認為，日益增多、相互競爭而互不相通之 DRM 機制將阻礙創新和經濟

發展，因此欲藉由此一計畫，在促進數位內容之創造與流通的同時，亦能確保數位內容創

作者及權利人能獲得合理之補償，亦即，「合理補償而不失合理使用」(“Fair Compensation 

without loss of fair use”)之理念。Sun Microsystem 更進一步將其內部之 Sun Lab 計

畫—Project DReaM(DRM/everywhere available)與此社群共享，該計畫中包含了一名為

DRM-OPERA 之架構，此一具備互通性之 DRM 架構獨立於特定硬體以及作業系統外，且

不受限於特定媒體格式，如此一來，內容才得以在使用者偏好之廣泛設備上使用，是以不

同於目前一般授權主要依附於終端硬體設備之狀況，而改為以使用者之自由選擇為基礎之

授權。 

 

參、DRM 技術之發展方向 

    DRM 系統以廣泛為音樂、影視、電子書、文件、軟體等領域所運用，隨著新需求的

誕生，DRM 亦有新的發展方向，主要之發展方向如下76： 

 

一、數位內容之共享與轉移   

    目前一個使用者同時擁有多個數位內容播放裝置的情況以相當普遍，因此於 DRM 系

統保護內容之同時，須考量使用者於多個數位內容播放裝置間共享以及轉移數位內容之互

通性需求。目前已有針對數位家庭以及行動通訊等領域之 DRM 解決方案，除上述跨產業

之 Coral 聯盟外，就數位家庭部份，IBM 即針對家庭網路中數位內容共享與著作權保護問

題提出了 eXtensible Content Protection (xCP)保護機制，使數位內容得於家庭內部之設備上

共享。於行動通訊領域方面，開放行動通訊聯盟(Open Mobile Alliance, OMA)於 OMA DRM

標準中導入「域」(Domain)之概念，將受保護之數位內容與整個「域」相結合，使數位內

容得於整個「域」之各個裝置上共享，並透過 Domain key 之更新與管理，增刪域裡之共享

裝置。 
                                                 
76 湯 幟 、 俞 銀 燕 ， DRM 串 起 了 內 容 產 業 鏈 ， 北 京 大 學 計 算 機 科 學 技 術 研 究 所 ， 網 址 ：

http://www.china-drm.com/newsdoc/info/12344.html, 最後瀏覽日期：2007/8/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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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數位內容之轉移上，DRM 系統須解決因更換裝置或因出借、贈送、轉賣等情況所

引發之數位內容轉移之問題。後面一類轉移問題之關鍵在於，須確保轉讓人已無法使用該

已轉移之數位內容，而受讓人得使用該數位內容。關於此問題，微軟之 WMRM 係採用備

份、還原之方式，由中心伺服器控制備份的還原次數，平衡著作權保護與內容轉移之需求。 

 

二、可信賴運算平台技術 

    由於大部分之 DRM 系統中，數位內容之解密、使用驗證等過程皆係於用戶端之 DRM

應用程序負責，因此須確保整體運行環境之安全性。目前 TCG(Trusted Computing Group)77

以及微軟之 NGSCB(Next-Generation Secure Computing Base)78兩個組織所提倡之可信賴運

算平台技術，即欲透過軟硬體之結合，建立起硬體安全模組支持下之可信賴運算平台。然

而，TCG 與 NGSCB 同樣面臨了過度保護之批評，因其遠端證明之功能，將使得軟體供應

商以及數位內容供應商可透過檢驗使用者之機器是否為受信賴之機器來確定是否允許使用

者存取資料，減少了使用者對於硬體之控制，將使人們逐漸喪失對數位內容之公平使用權，

亦容易引發不公平競爭、侵犯使用者隱私等相關問題。 

 

三、行動通訊 DRM 

    隨著行動通訊領域加值服務之快速發展，內容供應商透過相關下載服務獲取利潤的同

時，亦須兼顧其相關著作權益，因此將 DRM 技術引進行動通訊領域加值服務中，已成為

當今熱門之議題。其中，OMA 制定之行動 DRM 標準已獲得廣泛之支持認同，市面上亦有

支援 OMA DRM 之行動裝置，例如 Nokia 6220。隨著 3G 以及 OMA DRM 之發展，可預見

DRM 於行動通訊領域中之研究與應用將更普及。 

 

肆、DRM 技術能否解決盜版問題 

                                                 
77 Trusted Computing Group, TCG, 為微軟、Intel、IBM、HP 及 AMD 所組成之聯盟，目的在提倡更為安全之

個人電腦標準。請參見: https://www.trustedcomputinggroup.org/home. 
78 Next-Generation Secure Computing Base, 為微軟所推行之可信賴運算相關計畫，其前身為 Palladium，請參

見：http://www.microsoft.com/resources/ngscb/default.msp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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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盜版係指未經授權而使用或重製音樂、影片、書籍及其他受著作權法所保護而享有著

作權之內容。由於著作權具有排他性，因此在使用或重製該些享有著作權之內容時，須先

取得著作權人之授權許可，以免侵害其著作權。而未經授權之盜版行為大略可分為兩種態

樣： 

一、未經授權而取得持有 

    此係指內容使用者非法取得持有該享有著作權之內容，例如透過 P2P 交換軟體而進行

之非法下載，或是於夜市攤販購得盜版光碟片，以及親友間之互贈行為。 

二、未經授權而使用  

    此種盜版行為態樣則為內容使用者係先合法取得享有著作權之內容，惟於後續之使用

上超越了著作權法中所賦予之合理使用範圍。 

 

    在 DRM 系統之建置上有著一個很大的盲點，在於解決了第二種盜版行為態樣之問題

並不必然能解決第一種盜版行為態樣之問題，因此便產生了 DRM 保護之極限。 

 

    DRM 系統之目標在於建立內容提供者與內容使用者間之授權關係，並執行該內容合

法授權使用之相關規則。為達此目標，DRM 系統中所採用之技術必須有一軟體或硬體負

責評估使用行為是否符合授權條件，以決定是否允許或排除該行為。第二須確認辨識該被

授權人，該被授權人可能是使用者本身或是某件軟硬體。此外，尚須將內容與授權規則做

連結，此即版權「管理」之步驟，如果使用者將該連結移除，則該內容即可能被無限制地

散佈。 

 

    由於授權評估之動作主要在被授權人控制下之運算平台所進行，因此必須倚賴該運算

平台之安全性，並採用防竄改(tamper-resistant)之軟體或硬體以確保該內容之使用符合與該

內容所連結之授權規則。然而，並無任何一種平台運算技術可提供百分之百的安全性，有

心人士依然有辦法突破防線。而確認辨識之系統亦可能遭到規避，可以藉由矇混的方式使

該系統認為另一個經合法授權之使用者正在使用該內容79。將內容與授權規則相連結之技

                                                 
79 例如 RealNetworks 所開發之 Harmony 技術，使其所販售之音樂檔案得以在 iPod 上播放，即是透過類似之

障眼法，使得該音樂檔看似採用了 FairPlay 技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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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6

術同樣可遭到破解，該些連結之技術可能是以密碼學之方法做外部連結，亦即前述之金鑰

機制，通常稱之為「安全防護法」(secure container method)；或採用內部連結將授權規則納

為內容之一部，例如採用數位浮水印技術等。 

 

「安全防護法」多半係將內容加密，並藉由管理解碼金鑰之方式達到間接保護內容之

目的。此種 DRM 系統之問題在於無法防止未經授權而取得持有之盜版態樣，因為經授權

之使用者須透過解碼金鑰解開檔案始得使用該內容，一旦該解碼金鑰被取得後，整體 DRM

系統便完全倚賴運算平台之安全性以確保該金鑰確實與該經授權之內容相連結，而該連結

卻可由其他技術加以破壞。由於經授權之內容最終皆須以未經保護之形式加以播放，例如

音樂檔須轉換為聲波而影像檔須轉換為光子(photons)才能加以呈現，在此種數位轉為類比

的過程中，或是內容在轉換過程前存在於記憶體或硬碟中時，都很可能遭到擷取，因此仍

須倚賴運算平台在上述時點盡可能保護內容不會遭到擷取盜用。是以，採用「安全防護法」

之金鑰管理機制，並無法真正達成防止內容遭未經授權之使用，而係將問題轉變為儘可能

防止解碼金鑰不會遭到未經授權之取得使用。  

 

 另以數位浮水印而言，係將帶有使用規則之頻率模式嵌置於影像、影片或聲音等錄製

品中，該頻率模式即為與內容相連結之授權。相較於金鑰管理機制，數位浮水印較能防範

未經授權而取得持有之盜版態樣，其運作係藉由偵測嵌置於內容中之授權進行驗證，而其

運作之前提假設為內容於使用過程的每一時點皆安裝有數位浮水印之偵測機制。規避數位

浮水印之方法並不困難，或以移除該數位浮水印之方式，或試圖使該數位浮水印無法被偵

測。有鑑於此，數位浮水印機制之設計便致力於使該浮水印於內容之格式轉換、壓縮等過

程中不會遭到移除，或者降低浮水印遭移除之內容的品質80。然而，由於對人體感知之了

解尚屬有限，因此該些防範之技術手段，是否真能使感官認知出品質有所影響，而達到防

範之目的，便不得而知了。 

 

                                                 
80 Stuart Haber, Bill Horne, Joe Pato, Tomas Sander, Robert Endre Tarjan, If Piracy Is The Problem, Is DRM the 
Answer?, Digital Rights Management-Technological, Economic, Legal and Political Aspects, pg2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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截至目前為止，看來不論採用何種 DRM 系統皆有遭到破解的可能，例如著名駭

客—DVDJon，除了成功開發 DeCSS 以破解使用於 DVD 之 CSS 外，素負盛名之

iTunes/iPod/FairPlay 連結機制自然亦吸引其破解之興趣，而 DVDJon 亦不負眾望地突破了

該防線，並與商業夥伴合作成立了 DoubleTwist Ventures 公司，以向其他廠商提供破解

FairPlay 機制之兩種技術，其中之一乃 DVDJon 經由 clean room 還原工程所開發出之軟體，

使其他的內容服務提供商能以 FairPlay 所使用之格式進行編碼，類似於先前 RealNetworks

的 Harmony 技術，但此新技術又具備更廣泛之適用性。另一項技術則是可使其他非 iPod

之播放器能夠模仿 iPod 之運作，並進而能使用 iTunes 播放軟體81，然而，相較於前者之軟

體，此以技術較可能引發科技保護措施等相關之法律爭議。 

  

從網路上任意以「破解」為關鍵字進行搜尋，可發現各式各樣的破解程式不可勝數，

可說是只要有保護，必有破解跟隨之。歸根究底，盜版問題之根源在於，只要少數幾個人

有辦法將授權與內容之連結移除並進而散佈，則一傳十，十傳百之擴散效應下，就會形成

廣大的盜版數量。因此關鍵在於只要有少數幾位使用者將其所持有之內容與他人分享，則

該些內容便會在此網絡中進行迅速的散佈，甚者會提供相關工具予其他使用者，例如網路

上許多破解方式之分享，或是如 Napster 一類之檔案交換網絡，更增進了盜版網絡之擴散

效率，這也說明了為何產業界積極以法律行動打擊 Napster 此類之網絡。簡而言之，一旦

內容與授權之間的連結遭到移除，即無法逃脫遭到廣泛散佈之命運。 

 

 既然 DRM 系統之軟體面常面臨遭破解之命運，則換個角度從硬體面來思考以硬體來

進行防堵。以目前之現況來看，硬體面之播放裝置皆同時支援經 DRM 系統保護之檔案以

及未經授權之檔案，造成了 DRM 系統無法達到防範盜版之目標。因此，如果所有硬體播

放裝置之設計，僅得播放經合法授權之內容，則其他授權遭移除之內容便無硬體裝置得以

播放，如此一來，似可達到防堵效果。然而從現實面來看，如欲使目前市面上所有之播放

裝置僅支援經合法授權，勢必將造成全面性之換機潮，除須考量消費者意願外，硬體設備

製造商亦會有其現實考量，除非所有廠商都只有製造上述僅支援合法授權之播放裝置，否

                                                 
81 Bill Rosenblatt, 2006 Year in Review: Technology, available 
at:www.drmwatch.com/drmtech/article.php/3650401,  
last visited: 2007/9/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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則如有其中一家製造亦支援未經授權檔案之裝置，因其所具備之便利性勢必能吸引消費者

購買，則基於競爭態勢，很難說服其他廠商僅生產僅支援合法授權之播放裝置。即便得以

全面性汰換裝置，則該種裝置能否播放以進入公共領域之內容以及使用者自創之內容亦將

成為問題。  

 

    道高一尺，魔高一丈，不論採取何種 DRM 系統皆會面臨破解之挑戰，也正因為如此，

權利人才會積極遊說相關立法，以訂定反規避條款之方式為其技術應用建築最後一道防

線。而在你來我往的不斷修正與破解之循環中，亦增加了系統維護之成本。在系統建置面

上，儘管佈下天羅地網仍難以避免種種漏洞而使得內容外洩，進而遭到無限制地散佈，而

由硬體面來進行嚴格控管，又會面臨實際上之窒礙難行處。是以，從技術面來看 DRM，

縱然得使盜版率下降數個百分點，從而實現某些原先所可能損失之利益，然而整體而言，

以 DRM 系統來因應盜版問題，明顯仍有其保護極限。 

 

伍、小結 

    由上述說明可以看出，欲藉由 DRM 系統來杜絕盜版問題存在其極限，維護一個 DRM

系統亦須耗費龐大成本，然而 DRM 技術仍為權利人所積極採用以儘可能維護其著作完整

性以及進行相關權利管理之重要手段，形成目前各種 DRM 系統混亂棘手之局面。 

 

    DRM 系統乃以數位之方式管理權利，本質上並不必然是限制內容之取用並抑制合理

使用之範圍，而應視之為一種中性之技術手段，由於 DRM 具有極高之可塑性，因此其所

造成之影響乃取決於整體設計上所具備之特點，以及管理了哪些數位權利。而既然在目前

權利人難以放棄採用 DRM 作為保護手段之狀況下，為獲致權利人與使用人之權益平衡，

藉由相關標準之建立以確保使用上之互通性與便利性，可作為某種衡平手段。然而，如同

前面所述，即便採用了標準架構達到的互通性，只要少數幾個人有辦法將授權與內容之連

結移除並進而散佈，盜版問題同樣會存在。因此，縱使藉由共通架構確保了消費者使用之

便利性，並不代表即能完全根絕盜版，二者不應劃上等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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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至於 DRM 系統本質是否如同議者所批評將影響後續之創新，同樣端視其系統架構之

設計。從 Creative Commons 亦採用了 DRM 權利描述語言藉以達到開放並豐富著作之目的

來看，可以發現，DRM 系統中之構件，係可被用以達到開放以及鼓勵創新之目的，而非

完全性地限制。是以，單就技術部份而言，本文認為，應以較為客觀開放之態度來看待，

換言之，技術本身為中性的，同樣一種權利描述語言，既可用以鼓勵開放創新，亦可用以

限制接觸使用，端視權利人如何操作運用該技術。而 DRM 系統之所以在一般人心中呈現

較為負面之印象，主要原因在基於不同之商業利益而做了不一樣之系統規劃，並進而涉及

不同層面之法律及智慧財產問題。針對商業利益以及法律之部份，則待下述探討。 

 

 

第二節 DRM 之法律面問題 
 

    網路科技發展日新月異，使得法律規範之腳步難以企及，過去規範實體著作權之法規

不再適用於虛擬世界。雖然 DRM 涉及之權利範圍不僅限於著作權，尚包含隱私權等，惟

本文仍著重於研究與著作權利相關之面向，因此首將探討支撐 DRM 系統之實施的相關科

技保護措施規範，再進一步探究 DRM 系統之運作在數位時代中與著作權法中合理使用間

之關係，以及所衍生之相關法律問題。 

 

壹、立法面向 

 

一、科技保護措施之規範 

    由於以技術保護著作權有其界限，加上經濟成本等之現實限制，因此如欲更為有效地

運用 DRM 系統，以科技保護措施來保護著作權，勢必得透過法律建構運作之框架，來提

升對於著作權保護之力度。是以，藉由相關國際條約之訂定，落實至各國相關法規，國際

間興起一股關於保障著作權人採用科技保護措施之趨勢。 

 

    所謂「科技保護措施」，係指著作權人為控制其著作可否被接觸(access)、重製(copy)

或傳輸(transmit)，而以有效的科技方法所採用之保護措施。經由插梢(Keyplugs)、智慧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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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martcards) 、密碼(Password)、浮水印(Watermaking)、多次重製管制系統 ( Serial Copy 

Management Systems, SCMS ) 、鎖碼(Encryption )、內容擾亂系統(content-scrambling system, 

CSS) 等方式，著作權利人可以控管第三人對其著作物之行為，意即唯有經過著作權人之

授權，第三人才可接觸、重製或傳輸其著作物82。較之於 DRM 系統之定義範圍來的狹隘，

偏重於所採用之相關技術。 

 

（一）國際條約之規定 

   聯合國所屬之世界智慧財產權組織(WIPO)於 1996 年 12 月 2 日至 20 日在瑞士日內瓦總

部召開了「關於著作權與鄰接權相關問題之外交會議」(Diplomatic Conference on Certain 

Copyright and Neighboring Rights Questions)，並通過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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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供了關於網際網路上著作權保護之重要執

行依據，其中，要求締約國提供適當的法律保護以及法律救濟，以禁止規避權利人所實施

之科技保護措施之規範，分別為 WCT 第 11 條以及 WPPT 第 18 條，此乃國際上最早有關

科技保護措施之原則性規定83，亦為日後各國立法之法源基礎。 

 

    科技保護措施於 WCT 第十一條及 WPPT 第十八條所作之相關規定如下84： 
1. WCT 第十一條   有關科技措施之義務 

    締約各方應有適當之法律保障及有效之法律救濟規定，以對抗規避著作人所使用於行

使本條約或伯恩公約所定權利，或供作制止未經著作人授權或法律所允許對其著作所為行

為之有效的科技措施85。 

2. WPPT 第十八條   有關科技措施之義務 

                                                 
82  朱 美 虹 ， 科 技 保 護 措 施 對 著 作 權 保 護 之 影 響 --- 以 Lexmark v. Static Control 為 例 ， 網 址 ：

http://www.copyrightnote.org/crnote/bbs.php?board=35&act=read&id=43，最後瀏覽日期：2007/08/30。 
83  章 忠 信 ， 著 作 權 法 制 中 「 科 技 保 護 措 施 」 與 「 權 利 管 理 資 訊 」 之 探 討 ， 網 址 ： 

www.copyrightnote.org/paper/pa0016.doc，最後瀏覽日期：2007/08/30。 
84 同前註。 
85 WCT Article 11, Obligations concerning Technological Measures, “Contracting Parties shall provide adequate 
legal protection and effective legal remedies against the circumvention of effective technological measures that are 
used by authors in connection with the exercise of their rights under this Treaty or the Berne Convention and that 
restrict acts, in respect of their works, which are not authorized by the authors concerned or permitted by la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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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締約各方應有適當之法律保障及有效之法律救濟規定，以對抗規避表演人或錄音物製

作人所使用於行使本條約所定權利，或供作制止未經表演人或錄音物製作人授權或法律所

允許而對其表演或錄音物所為行為之有效的科技措施86。 

 

    關於著作權利人為保護其權利所採取之科技保護措施，究應如何保護，一般認為應以

法律遏止之行為，應可區分為二，一是任何未經授權而規避該等科技保護措施之行為；二

是關於主要供規避該等科技保護措施之用，或以達到該規避目的為行銷訴求，或除了供作

規避該等科技保護措施之用外，僅具些微經濟價值之設備或服務，任何製造、散布該等設

備或提供該等服務之行為。前者為「直接規避行為」，後者則為「直接規避行為」以前之

「準備行為」。WCT 第十一條及 WPPT 第十八條為國際著作權法制中，首次關於禁止對

於科技保護措施為「直接規避行為」之規定，而在消費性電子產品製造商之遊說下，不及

於「直接規避行為」前之「準備行為」。惟某些國家於修訂其著作權法時未受限於此，而

仍擴及於「準備行為」87，例如美國之數位千禧年著作權法。 

 

    此外，WCT 第十一條及 WPPT 第十八條僅原則性要求「締約各方應有適當之法律保

障及有效之法律救濟規定」，至於規避該科技保護措施者應如何處罰，則交由各國自行規

範。 

 

（二）美國數位千禧年著作權法(DMCA) 

    為履行 WCT 及 WPPT 對締約國之要求，美國於 1998 年 10 月 28 日批准「1998 年數

位千禧年著作權法案」(The Digital Millennium Copyright Act, DMCA)，於美國著作權法中

增訂第 12 章「著作權保護與管理系統」(Copyright Protection and Management System)，其

                                                 
86 WPPT Article 18, Obligations concerning Technological Measures, “Contracting Parties shall provide adequate 
legal protection and effective legal remedies against the circumvention of effective technological measures that are 
used by performers or producers of phonograms in connection with the exercise of their rights under this Treaty and 
that restrict acts, in respect of their performances or phonograms, which are not authorized by the performers or the 
producers of phonograms concerned or permitted by law.” 
87  章 忠 信 ， 著 作 權 法 制 中 「 科 技 保 護 措 施 」 與 「 權 利 管 理 資 訊 」 之 探 討 ， 網 址 ： 

www.copyrightnote.org/paper/pa0016.doc，最後瀏覽日期：2007/08/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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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第 1201 條(Circumvention of copyright protection systems)88即針對規避科技保護措施之責

任做了嚴格規範。依據該條規定，其規範類型可分為三類89： 

 

1. 基本條款 (basic provision) 

    1201(a)(1) 禁止任何人規避可有效控制接觸本法所保護之著作的科技保護措施。 

 

2. 違法交易之禁止 (ban on trafficking) 

    1201(a)(2) 禁止任何人製造、進口、散佈 (offer to the public) 、提供或以其他方式交

易符合下列三種情形之技術、產品、服務、裝置、組件或其零件： 

（1）其原先被設計或製造之目的即在於規避可有效控制接觸本章所保護之著作的科技保護 

    措施； 

（2）除為規避可有效控制接觸本法所保護之著作的科技保護措施外，僅具有限之商業目的 

    或使用； 

（3）由知悉使用之目的在於規避可有效控制接觸本法所保護之著作的科技保護措施之人所 

    行銷，或由其他與該知悉之人相連結之行銷手段所行銷者。 

 

3. 特別侵權之禁止 (additional violations) 

    1201(b) 禁止任何人製造、進口、散佈 (offer to the public) 、提供或以其他方式交易

符合下列三種情形之技術、產品、服務、裝置、組件或其零件： 

（1）其原先被設計或製造之目的即在於規避可有效保護本章保護下著作權人對其著作所享 

    有之權利的科技保護措施；   

（2）除為規避可有效保護本章保護下著作權人對其著作所享有之權利的科技保護措施，僅 

    具有限之商業目的或使用； 

（3）由知悉使用之目的在於規避可有效保護本章保護下著作權人對其著作所享有之權利的 

    科技保護措施之人所行銷，或由其他與該知悉之人相連結之行銷手段所行銷者。 

 
                                                 
88 17 USC, § 1201. Circumvention of copyright protection systems, available at: 

http://www4.law.cornell.edu/uscode/html/uscode17/usc_sec_17_00001201----000-.html, last visited: 2007/08/20. 
89 高珮芳，線上音樂商店系統架構之競爭分析，政治大學智慧財產研究所碩士論文，2004 年，頁 89-9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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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由上述三種規範類型來看，尚可分為兩類：就 1201(a)(1)而言，係針對任何未經授權

而規避該等科技保護措施之「直接規避行為」(access control)；另一類則為「禁止所有的規

避裝置之準備行為」(ban on trafficking, 1201(a)(2))和禁止重製控制之準備行為(copy control, 

1201(b)(1))。前者係禁止所有規避裝置之準備行為，後者則係禁止重製控制之準備行為。 

至於構成第 1201 條(a)(2)所稱「準備行為」之要件為：（一）規避科技保護措施係該設備

之主要目的；（二）除規避科技保護措施外，僅具極有限之商業意義者；（三）行為人以

規避科技保護措施之意思而加以流通90。 

 

    違反上述規定者，DMCA 亦課予嚴格之民刑事處罰，民事方面，依據 1203 條法院得

發出禁制令(injunction)，亦得依著作權法之規定，要求侵害者支付適當之損害賠償，包括

實際損害、法定賠償及律師費用等。而對於同一受害人於三年內再犯者，法院得提高損賠

額至三倍。刑事責任方面，依據 1204 條規定，任何人爲營利或個人利益而故意違反第 1201

條規定者，初犯科以五十萬美元以下之罰金，或處五年以下之徒刑或併處，累犯則科以一

百萬美元以下之罰金，或處十年以下之徒刑或併處91。 

 

    相較於 WCT 第十一條以及 WPPT 第十八條之規範，DMCA 將科技保護措施之規範範 

圍自僅禁止「直接規避行為」擴張至「準備行為」，因而引發了過度保護著作權人而限制

利用人之利益之相關爭議。除了美國國內所引發之相關爭議外，美國亦透過自由貿易協定

(FTA)之簽訂，要求締約國修法提供符合 DMCA 規範之”WCT/WPPT-plus”之保護強度92。 

 

  而在相關利益團體之遊說下，美國國會特別增訂了 1201 條(d)至(j)項七種免責事由，

以避免科技保護措施產生過於廣泛之影響，其中 1201(e)係針對法律執行、情報活動及其他

政府活動所設之總括性例外規定93；另外六項個別之例外規定，分別為：1201(d)非營利圖

                                                 
90 馮震宇，數位內容之保護與科技保護措施—法律、產業與政策的考量，月旦法學雜誌第 105 期，2004/02，

頁 73-74。 
91 同前註。 
92 例如 2003 年美國與新加坡簽訂之自由貿易協定以及 2006 年美國與南韓簽訂之自由貿易協定中，皆要求修

改各該國內著作權法，以提供與美國 DMCA 一致之保護要求。 
93 17 U.S.C. 1201(e), Law Enforcement, Intelligence¸and Other Government Activiti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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書館、檔案保存處及教育機構之例外免責94、1201(f)還原工程之例外免責95、1201(g)編碼技

術研究之例外免責96、1201(h)保護未成年人之例外免責97、1201(i)個人身分資料保護之例外

免責98以及 1201(j)電腦及網路安全性測試之例外免責99。  

 

    此外，美國國會尚於第 1201 條(a)(1)(C)規定，國會圖書館館長應於該部份規定生效後，

每三年向國會該部分規定之執行評估報告，並依行政規則程序(rulemaking)做出豁免決定並

公告之100。 

 

（三）我國著作權法之規定 

    雖然我國非屬聯合國之會員國，從而未加入WIPO，然而依據WTO的TRIPs協定，仍

須間接地履行世界主要智慧財產權公約，是以我國仍有義務履行WCT以及WPPT之相關規

範。因此，我國於民國93年9月1日通過著作權法之修正，增訂第80-2條關於防盜拷措施之

規定：「著作權人所採取禁止或限制他人擅自進入著作之防盜拷措施，未經合法授權不得

予以破解、破壞或以其他方法規避之。破解、破壞或規避防盜拷措施之設備、器材、零件、

技術或資訊，未經合法授權不得製造、輸入、提供公眾使用或為公眾提供服務。前二項規

定，於下列情形不適用之：一、為維護國家安全者。二、中央或地方機關所為者。三、檔

案保存機構、教育機構或供公眾使用之圖書館，為評估是否取得資料所為者。四、為保護

未成年人者。五、為保護個人資料者。六、為電腦或網路進行安全測試者。七、為進行加

密研究者。八、為進行還原工程者。九、其他經主管機關所定情形。前項各款之內容，由

主管機關定之，並定期檢討。 」 

                                                 
94 17 U.S.C. 1201(d), Exemption for Nonprofit Libraries, Archives, and Educational Institutions. 
95 17 U.S.C. 1201(f), Reversing Enginnering. 
96 17 U.S.C. 1201(g), Encrytion Research. 
97 17 U.S.C. 1201(h), Exceptions Regarding Minors. 
98 17 U.S.C. 1201(i), Protection of Personally Identifying Information. 
99 17 U.S.C. 1201(j), Security Testing. 
100 17 U.S.C. 1201(a)(1)(C), During the 2-year period described in subparagraph (A), and during each succeeding 
3-year period, the Librarian od Congress, upon the recommendation of the Register of Copyrights, who shall consult 
with the Assisstant Secretary for Communications and Information of the Department of Commerce and report and 
comment on his or her views in making such recommendation, shall make the determination in a rulemaking 
proceeding for purposes of subparagraph (B) of whether persons who are users of a copyrighted work are, or are 
likely to be in the succeeding 3-year period, adversely affected by the prohibition under subparagraph (A) in their 
ability to make noninfringing uses under this title of a particular class of copyrighted works. In conducting such 
rulemaking, the Lbrarian shall examin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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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由上述規定可以發現，我國著作權法新增條文除了規範「直接規避行為」外，尚擴及

於「準備行為」。而規避行為之規定僅禁止對於著作權人所採取禁止或限制他人擅自「進

入著作」之防盜拷措施 (access controls)之破解、破壞或以其他方法規避。至於破解、破壞

或以其他方法規避著作權人所採取禁止或限制他人進入著作以後之進一步「利用著作」 (例

如重製、公開傳輸等著作權法所明定之利用行為)之防盜拷措施(copy controls)行為，則不在

本項適用範圍，應視其有無合理使用或是否構成侵害著作權而定其法律效果101。 

 

    另外，依據著作權法第90-3條之規定，違反第80-2條規定者得準用第84條、第88-1條、

第89-1條作為民事救濟途徑。刑事責任的部份則新增第96-1條：「有下列情形之一者，處

一年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科或併科新臺幣二萬元以上二十五萬元以下罰金：一、違反

第八十條之一規定者。二、違反第八十條之二第二項規定者。」作為違反第80-2條防盜拷

措施者之刑罰規範。 

 

    我國在科技保護措施之立法上，主要係參照美國著作權法之規範而為修訂，原著作權 

法第80-2條第三項列舉了九款規避反盜拷措施之免責事由，惟以有限的免責條款易有所闕 

漏，因此第四項便以概括條款之方式，賦予主管機關訂定更明確之規則並定期檢討之權限， 

儘可能避免科技保護措施相關立法所可能產生之負面影響。經濟部智慧財產局於2006年3 

月制定了「著作權法第八十條之二第三項各款內容認定要點｣，其中，參照了美國相關規定， 

明訂第80-2條第二項準備行為之認定要件：「下列之設備、器材、零件、技術或資訊，非 

屬本法第八十條之二第三項之情形者，不得製造、輸入、提供公眾使用或為公眾提供服務： 

（一）主要供規避防盜拷措施之用；（二）除前款用途外，其商業用途有限；（三）為供 

規避防盜拷措施之用而行銷。｣ 依該項規定，明文禁止了製造或銷售規避防止「接觸｣

(access control)著作之科技保護措施的產品與服務，同時亦禁止了製造或銷售規避防止「重

製｣(copy control)之科技保護措施的產品與服務。 

 

 此外，「著作權法第八十條之二第三項各款內容認定要點｣亦參照美國2003年之修法， 

擴大了免責的範圍與類型，包括：（一）為查明防止進入網域、網站之商業性過濾電腦程

                                                 
101 詳見著作權法第 80-2 條修正理由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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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所阻絕之網路位址名單者。但專為保護電腦或電腦系統，或單純為防止接收電子郵件，

而由電腦程式所阻絕的網路位址名單，不在此限；（二）因電腦程式之硬體鎖故障、損壞

或淘汰，致無法進入該程式者；（三）因電腦程式或數位內容產品所使用之格式業已淘汰，

須使用原有媒介或硬體始能進入該程式或產品者；（四）以電子書型式發行之語文著作，

其所有之版本，包括被授權機構所採行之數位版本，因採用防止電子書啟動讀取功能之接

觸控制裝置，使銀幕讀取裝置以特定格式表現，致盲人無法閱讀時，為達成讀取功能者。

而該認定要點亦賦予了著作權主管機關類似美國著作權局之調整功能，責成主管機關應至

少每三年檢討一次該認定要點，以因應新的發展102。 

 

 

 

 

 

 

 

 

 

 

 

 

 

 

 

 

 

 

 

 
                                                 
102著作權法第八十條之二第三項各款內容認定要點，網址：www.tipo.gov.tw/copyright/copyright_news/著作

權法第八十條之二第三項各款內容認定要點.pdf，最後瀏覽日期：2007/11/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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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1   WCT、WPPT、DMCA 以及我國著作權法之「科技保護措施」規範 

 「科技保護措施」規範 

 直接規避行為 準備行為 例外規定 刑事責任 民事責任 

       

WCT 

WPPT 

 

√ 

  
由各國自行

規範 
 

 
由各國自行

規範 

 
由各國自行

規範 

 

 

 

 

 

DMCA 

 

 

 

 

 

√ 

 

 

 

 

 

√ 

 

 

 

 

 

√ 

 

1.應於五年內

起訴。 

2.初犯，美金

五十萬元以

下之罰金，或

處五年以下

之徒刑或併

科；累犯，處

以美金一 ΟΟ
萬元以下之

罰金，或處十

年以下之徒

刑，或併科。 

 

1.禁制令 

2.每一行為應

賠償美金 200
元至 2,500 元

 

 

我國 

著作權法 

 

 

 

√ 

 

 

 

√ 

 

 

 

√ 

 
處一年以下

有期徒刑、拘

役，或科或併

科新臺幣二

萬元以上二

十五萬元以

下罰金。 

 
致著作權人

受損害者，負

賠償責任。數

人共同違反

者，負連帶賠

償責任。 

資料來源：本研究修改自章忠信(20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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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科技保護措施規範之影響 

（一）對合理使用之衝擊 

    著作權法之目的除為保護著作人之著作權益外，尚須調和社會公益，促進文化發展，

其中「合理使用」之規範乃為調和公益與私益之最佳機制，使得著作利用人於符合一定要

件下，未經事先取得著作權利人之同意或授權，即得無償、自行利用著作物，而不構成侵

害著作權之行為。是以，「合理使用」之機制乃傳統著作權法制下，促進文化發展與創意

之重要基礎。 

 

    然而，相關的科技保護措施規範卻可能為合理使用之公眾利益帶來負面影響。於

RealNetworks v. Streambox103以及 Universal City Studios, Inc. v. Shawn C. Reimerdes104兩案

中，法官即明確表示，侵害著作權與違反美國著作權法第 1201 條係不同之侵權行為，故作

為侵害著作權抗辯事由之合理使用原則，不適用於違反反規避條款之情形。亦即，在傳統

著作權法制下，著作利用人於符合一定要件下，得不經著作權人之同意利用其著作，並以

合理使用作為抗辯。而在美國數位千禧年著作權法之相關科技保護措施制度下，如著作權

人就其著作物施以相關控制接觸之科技保護措施時，則著作利用人須先得著作權人之同意

「接觸」，始得進一步利用其著作，並進而有主張合理使用抗辯之餘地；相反地，如未經

著作權人同意「接觸」即逕自使用該著作物，即便係基於合理使用之目的，仍須依違反第

1201 條之規範負擔相關之民刑事責任，而無法主張合理使用作為抗辯。也因此使得著作權

人得以藉由禁止規避控制接觸之科技保護措施條款，實際達到間接限制著作利用人合理使

用之行為，勢將顛覆合理使用此一維繫公益與私益均衡之重要機制。（請參照圖 3-3） 

 

    就我國著作權法之規定來看，第 80-2 條第 1 項規定係禁止未經合法授權而破解’破壞

或規避著作權人所施以禁止或限制他人「擅自進入」著作之防盜拷措施，因而賦予著作權

人為「接觸控制」(access control)之權能，因此同樣地，著作利用人須先得著作權人之同意

「接觸」，始得進一步利用其著作，並進而主張合理使用作為抗辯。相對地，本條規範並

                                                 
103 RealNetworks v. Streambox, No.C99-2070P, 2000 U.S. Dist. LEXIS 1889(W.D. Wash., Jan.18, 2000). 
104  82 F. Supp. 2d 211; 2000 U.S. Dist. LEXIS906; 53 U.S.P.Q.2D (BNA) 1780, February 2, 2000, 
http://www.law.uh.edu/faculty/cjoyce/copyright/release10/Universal.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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不適用於破解、破壞或規避「利用著作」之防盜拷措施(copy control)行為，亦即，著作利

用人於經合法授權進入著作後，進一步之利用著作行為，例如爲重製、公開傳輸等著作權

法所明定之利用行為態樣而破壞或規避限制該些行為之防盜拷措施時，則是否為「合理使

用」作為判定之依據。 

 

是以，會對「合理使用」造成衝擊的科技保護措施立法，主要係指施以「接觸控制之

科技保護措施」(access control)，著作利用人須先經著作權人合法授權進入其著作後，始得

就其使用行為主張合理使用，其間關係如下圖 3-3 所示。 

 

 

 

 

 

 

 

 

 

 

 

 

 

 

圖 3-3  科技保護措施規範對於合理使用之間接限制示意圖 

資料來源：本研究製圖 

 

（二）超著作權效果 

    於相關科技保護措施規範之架構中，著作權人得以藉由實施控制接觸之科技保護措施

間接地限制著作利用人合理使用之行為，實質地擴張著作權人原先所享有之著作權限範

 
 
 
 
 
 
 
 
 
 
                             
                                                                               
                     使用                        使用   
                         
 
 

控制接觸之科技保護措施 
(Access Control) 

經同意而接觸著作物 未經同意而接觸著作物 

Fair Use 抗辯 違反第 1201 條／ 

不適用 Fair Use 抗辯 

民、刑事責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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圍，而形同賦予著作權人新種專屬權—「接觸權」(access right)與「使用權」(right to use)

之「超著作權」效果105，因此使得公眾合理使用之空間更受限縮，亦引發了關於著作權人

是否確實因此享有以及應否享有「接觸權」等之法律爭辯。 

 

    於 DMCA 立法過程中，62 位著作權法教授聯名向國會提出建議，請求審慎處理科技

保護措施規範所創設之名詞，之所以將科技保護措施稱為「超著作權」，主要原因在於其

賦予了數位內容權利人一專屬權利，除了可控制利用人如何接觸與利用受科技保護措施保

護之著作外，尚得以控制其所運用的保護技術，甚至使權利人運用科技保護措施將不受著

作權保護之標的或是已屆滿著作權保護期間之著作加以控制，例如 Adobe 銷售已屆滿著作

權保護期間之愛莉絲夢遊仙境電子書，卻透過科技保護措施限制消費者可列印頁數，並禁

止消費者開啟讀出(read-aloud)功能，因而引發許多爭議106。 

 

（三）作為限制競爭、規避競爭法之手段 

    由於科技保護措施所具有之超著作權效果，因此賦予了權利人超越傳統著作權法中所

享有之著作權益，也因此，此等具超著作權性質之科技保護措施可能為權利人所濫用，並

用以作為限制競爭之工具。相關案例詳見下述【控制商品與服務市場，排除競爭對手】之

說明。 

 

    此外，權利人更可將科技保護措施與定型化契約相結合，限制著作使用人之利用方式

（例如限制使用次數），或者進一部限制使用人之合理使用範圍，因而使得權利人取得實

質之壟斷力量，並藉由二者之結合，使得原先可能受到競爭法所規範之限制性條款，改以

科技保護措施之保護傘呈現，從而規避掉競爭法之限制，而受著作權法之保護。最明顯的

例子，即為 DVD 播放機的區碼保護裝置，其限定消費者僅得使用某區 DVD 光碟，即是以

技術標準之方式呈現，而成為科技保護措施。而在化身為科技保護措施後，就可以受到著

作權的保護，從而規避了各國競爭法之適用。 

 

                                                 
105 高珮芳，線上音樂商店系統架構之競爭分析，政治大學智慧財產研究所碩士論文，2004 年，頁 92。 
106 陳家駿，經濟部智慧財產局委託研究專案，著作權科技保護措施之研究報告，2004 年，頁 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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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禁止著作權濫用原則(Copyright Misuse) 

   由於 DMCA 之規範使得權利人可能濫用科技保護措施，是以美國學者主張承認權利濫

用原則於著作權領域之適用，企圖在科技保護措施規範造成原有著作權制度傾頹之情況

下，回復傳統著作權法平衡著作權人與著作利用人之境界107。 

 

    1990 年美國第四巡迴上訴法院於 Lasercomb America, Inc. v. Reynolds108一案中，承認

權利濫用原則於著作權行使時之適用，嗣後亦獲得其他上訴法院之遵循，使得著作權法權

利濫用成為美國司法實務確認原則之一。是以美國學者建議，於合理使用無法有效平衡反

規避條款所賦予著作權人的權利時，可採用禁止著作權濫用（copyright misuse）原則，並

擴大權利濫用原則之適用以為衡平。（請參見圖 3-4） 

 

 

 

 

 

 

 

 

 

  

圖 3-4  著作利用人與著作權利人之權益衡平機制示意圖 

        資料來源：本研究製圖 

 

 

 

 

                                                 
107 陳家駿，經濟部智慧財產局委託研究專案，著作權科技保護措施之研究報告，2004 年，頁 78。 
108 911 F.2d 970 （4th Cir. 19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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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權利執行面向 

    

    近年來，權利人積極透過訴訟手段以打擊線上盜版音樂傳輸問題，世界各地紛紛有類

似之訴訟案件，例如澳洲的 KaZaA 案、美國的 Grokster 案、韓國的 Soribada 案以及我國的

Kuro、ezPeer 案等。其中判決影響較為深遠者當數 Grokster 一案中法院所提出的「引誘理

論」(inducement theory)，亦即，「任何人以鼓吹侵犯著作權為目的，不論是透過清楚表達

或以其他確切的步驟侵犯著作權而散布軟體者，皆須為第三人因利用該軟體而造成之侵害

著作權行為負責」109，因此判斷侵權與否的重點不在於軟體的提供，而在於網路服務提供

者如何行銷其服務，即以什麼樣的方式提供軟體，以及是否採取行動以減少使用該軟體下

載版權內容的行為。 

 

    是以，Grokster 一案之判決即成了權利人主張數位內容傳輸技術以及服務提供商「引

誘」消費者做出侵權行為之最佳後盾，於該案判決後，美國唱片業協會(Recording Industry 

Association of America, RIAA)即向許多功能類似於 Grokster 的許多檔案傳輸服務寄發警告

信函，使得 eDonkey 和 WinMX 等選擇關閉服務，Lime Wire 則否，而係承諾採用給每個

傳輸檔案一個 hash value 之內容保護方案，以確保受著作權所保護之檔案不會被上傳到其

檔案交換網絡，然而該種內容保護方案極易被規避，僅需修改檔案中的幾個位元，則於進

行 hash value 比對時就不會與正版檔案吻合而可自由上傳，而僅做些微修改之檔案於播放

呈現上並不會有什麼影響。對此 RIAA 認為，此種內容保護措施過於虛假，便對 Lime Wire

提起訴訟。相對的，iMesh採用了較不易被破解規避的 perceptual hashing技術—a/k/a acoustic 

fingerprinting，則獲得了唱片之支持並給予授權110。而由上述兩個案例可以發現，唱片業

者企圖藉由 Grokster 之判決，促使服務提供者採用具一定限制效果之內容保護措施，以免

落入「侵權行為引誘者」的構成要件中。 

 

 

                                                 
109  METRO-GOLDWYN-MAYER STUDIO INC. et al. v. GROKSTER, LTD., et al. 
110 Bill Rosenblatt, 2006 Year in Review: DRM-Related Legal Actions, available at: 
www.drmwatch.com/legal/article.php/3651421, last visited:2007/9/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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參、DRM 衍生之其他法律議題 

 

一、DRM 技術授權契約與著作權利間之潛在緊張關係 

    除了藉由相關技術、反規避條款以及與使用者間之使用契約規範外，採用 DRM 系統

尚可能藉由 DRM 技術授權契約達到保護著作權之目的。由於許多 DRM 技術係藉由專利

或營業祕密所保護，是以除了採用 DRM 系統保護內容之內容供應商外，電腦或其他消費

性電子產品等之設備製造商如欲使其生產之設備得播放採用 DRM 技術所保護之內容時，

亦需向開發該 DRM 技術之公司或其他代表該些公司而為授權之專責組織111取得技術授

權。 

  

    由於 DRM 技術之目的在於防範未經授權之複製，對於內容供應商而言，DRM 技術須

達到其安全性要求才會加以採用，故 DRM 技術之設計以及相關之技術授權契約往往會依

內容供應商之要求做調整修改，是以，DRM 技術開發公司與設備製造商間之技術授權契

約往往會對內容供應商形成間接之助益112。舉例而言，假設內容供應商就其數位內容嵌入

僅得拷貝一次之數位浮水印時，則 DRM 技術開發公司與設備製造商間之技術授權契約中

即會要求設備製造商遵守內容供應商就其數位內容所附加之使用規則，則所有採用該授權

之 DRM 技術所製造之播放設備即須依該契約規範，確保該些播放設備僅允許使用者為一

次之拷貝。 

 

    是以，DRM 技術授權契約使內容供應商得以確保所有得播放其數位內容之設備皆遵

循其所預設之使用規則，另一方面藉由契約責任，限制設備製造商生產之設備所具有之功

能，間接地限制使用者之使用權限，進而可能限縮使用者原先所享有之合理使用範圍。因

此，DRM 技術授權契約中之相關規範，將間接地突破著作權法所設下之著作權權限。（參

照圖 3-5） 

 
                                                 
111 例如 DVD Copy Control Association (http://www.dvdcca.org),  Digital Transmission Licensing Administrator 
(http://www.dtcp.com) 等。 
112 Stefan Bechtold, The Present and Future of Digital Rights Management-Musings on Emerging Legal Problems, 
Digital Rights Management-Technological, Economic, Legal and Political Aspects, pg6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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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5  DRM 技術授權契約間接限縮合理使用範圍示意圖 

資料來源：本研究製圖 

 

二、補償著作權利人之課徵制度  (levy system) 

    隨著錄音機及錄影機等之普及，透過家用機器複製錄音、錄影等著作成為易如反掌且

為相當普遍之現象，難以進行全面性的控制或禁止。於此情形下，發展出了課徵制度(levy 

system)，限制著作權人對於家用性質等之錄製行為不得提起侵害著作權之訴，惟須向製造

商就其所銷售出之空白媒體或拷貝裝置課徵一定百分比之數額，作為支付權利人之補償金。 

         

    絕大多數歐盟會員國皆有課徵制度，其他如加拿大、日本等許多國家亦有類似制度，

而美國的一九九二年家庭錄音法案(the Audio Home Recording Act of 1992)也有類似規範。

在課徵制度下，著作權人以及著作鄰接權人所享有之著作權限受到某程度限縮，原先權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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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除了得因其著作之使用而收取權利金外，尚得控制其著作係由何人或於何種狀況下而使

用，因此，課徵制度實質上即產生了類似於強制授權之效果。 

 

    而在 DRM 技術開始被權利人大量採用後，控制著作物之使用於技術上相對輕易許

多，也引發了許多是否應該繼續採用課徵制度之討論。在歐洲，多數意見認為應逐步廢棄

課徵制度，而改採用 DRM 系統來保障權利人之權益。其理由在於，如果兩種制度同時並

存，則消費者於購買裝置時被間接課徵了一部份費用，而在權利人又實施 DRM 系統的情

況下，消費者欲複製著作時又需額外支付一筆權利金，如此一來將被重複收費；此外，採

用 DRM 系統可使權利人依據其著作實際被利用之狀況收取直接的費用，相較於課徵制度

更為合理、準確而有效率。而此種概念亦為 European Copyright Directive of 2001 所採用113。

此外，隨著消費性電子產品價格逐步下降，課徵制度對於製造商來說形成了一種成本上的

負擔，而不同歐盟國家間所採行之課徵制度基準亦不一致，因此產生了”levy arbitrage”之現

象，即從未實施課徵制度之國家例如廬森堡買進某消費性電子產品，再於其他實行高額課

徵制度之國家例如德國賣出，賺取其中之價差利潤。因此 IT 及消費性電子產品產業積極遊

說，希望歐盟委員會能針對課徵制度進行管制，惟來自許多國家之著作權收費團體亦向其

施壓，使得此提案目前處於擱置狀態。 

 

    在美國的討論情況則不同，學者認為，適當的補償即可為創作者帶來必要之創作誘因，

如果在適當之補償外又使得著作權人得以控制其著作之使用狀態，將過度保障著作權人而

遏抑相關之技術發展及內容本身之創新。因此，美國許多學者例如提倡 Creative Commons

的 Lawrence Lessig 即認為，應將著作權人所享有之權能限縮於有權獲得適當之補償為已

足，或可藉由強制授權抑或上述之課徵制度達此目的114。 

                                                 
113 See: Article 5(2) (b) of the European Copyright Directive, supra note 1846, at 10 (stating that member states 
may provide for limitations to the reproduction right”[…] in respect of reproductions on any medium made by a 
natural person for private use and for ends that are neither directly nor indirectly commercial, on condition that the 
rightholders receive fair compensation which takes account of the application or non-application of technological 
measures […]”) and Recital 39 of the Directive (stating that in regards to the private copying limitations, member 
states”[…] should take due account of technological and economic developments, in particular with respect to 
digital private copying and remuneration schemes, when effective technological protection measures are 
available”  )  
114 Stefan Bechtold, The Present and Future of Digital Rights Management-Musings on Emerging Legal Problems, 
Digital Rights Management-Technological, Economic, Legal and Political Aspects, pg615-6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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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掌控商品或服務市場，排除競爭對手  

（一）水平面競爭—平台市場 

   軟體及硬體平台開發商，例如 PC、遊戲機以及作業系統開發商等，往往藉由建立獨立

之平台界面，以限制其他競爭對手建立相容互通之平台，從而削弱對手之市佔率，減少市

場競爭。其中，愈來愈多的廠商以 DRM 技術以及反規避條款作為建立自有平台以及限制

競爭之手段。縱使反規避之相關法規中將進行還原工程列為免責事由115，然而廠商所採用

之 DRM 技術中，包含許多「編碼搗亂」(code obfuscation)技術或其他類似之「防竄改軟體」

(tamper-resistant software)，使得還原工程必須付出極大之成本亦不見得能完成。是以，即

便法律為還原工程提供了合法化之支撐，然而藉由 DRM 技術建立起之技術和成本之高門

檻，仍為廠商所普遍採用之競爭策略116。 

 

1. 還原工程 v. 反規避條款 

    1999 年及 2000 年，Sony 依據侵害著作權和專利權分別向開發 PlayStation 遊樂器模擬

軟體之 Connectix Corp.117以及 Bleem, LLC118提出告訴。Connectix 藉由還原工程開發遊樂器

模擬軟體，使得蘋果電腦用戶得以玩 PlayStation 的遊戲，而不須另外購買 PlayStation 遊樂

器。而Bleem同樣為一種入侵程式，只要在個人電腦上安裝好Bleem程式，即可玩PlayStation

的遊戲，惟品質端視個人電腦規格等級而定。 

         

    此外，遊戲開發商 Blizzard Entertainment 開發了多款多人連線之遊戲，並架設 Battle.net

機制之連線伺服器支援。而BnetD此一開放原始碼程式則架構了未經授權，而模仿Battle.net

功能之伺服器，並讓盜版使用者得以略過 Blizzard 之序號檢查機制，因此 Blizzard 

Entertainment 於 2002 年對開發 BnetD 之三位軟體工程師提起告訴119，主張其採用了許多

科技措施保護Battle.net機制，而BnetD開發商之行為違反了DMCA中之反規避條款。BnetD

                                                 
115 DMCA, see: http://www.copyright.gov/legislation/dmca.pdf 
116 Stefan Bechtold, The Present and Future of Digital Rights Management-Musings on Emerging Legal Problems, 
Digital Rights Management-Technological, Economic, Legal and Political Aspects, pg621. 
117 Sony Computer Entm’t, Inc. v. Connectix Corp., 203 F.3d 596 (9th Cir.2000). 
118 Sony Computer Entm’t, Am., v. Bleem, LLC, 214 F.3d 1002 (9th Cir.2000). 
119 Blizzard v. BNETD, see: the EFF’s Blizzard v. BNETD archive page, available at: 
http://www.eff.org/IP/Emulation/Blizzard_v_bnetd/, last visited:2007/09/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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開發商則辯稱其為合法之還原工程，目的在於建立互通性的遊戲伺服器。本案承審法官認

為，BnetD 違反了 Blizzard Entertainment 之相關著作權協定，包括終端使用者授權協定(End 

User License Agreements, EULAs)和 Battle.net 使用條款(Terms of Use, TOU)，並且違反了

DMCA 之相關規範。然而此一判決亦引發不小爭議，議者認為如此一來將無法開發出新的

相容程式，壓縮消費者之選擇空間，並將使得廠商藉此排除競爭。   

 

2. 就 DRM 系統組件取得專利 

    除了藉由反規避條款等方式防止競爭對手藉由還原工程開發出相容性產品外，尚會藉

由整個平台運作上之 DRM 關鍵技術之專利化，達到限制競爭之目的。以微軟為例，其於

2001 年所取得之 US Pat. No.6,327,652 (Loading and Identifying a Digital Rights Management 

Operating System)以及 US Pat. No.6,330,670(Digital Rights Management Operating System)即

包含了許多於數位版權管理作業系統之基本要素。 

 

    隨著線上影音需求與互動大幅增加，微軟亦相當積極欲就 DRM 技術與多媒體技術等

結合以取得優勢地位。2004 年微軟與擁有許多 DRM 關鍵技術之 Intertrust 公司120就纏訟多

年之專利訴訟以 4.4 億美元和解後，微軟同時取得 Intertrust 關於 DRM 技術之授權，因而

大幅擴張了微軟之數位媒體軟體所能提供之防盜版功能。此外，在本案和解前一週，微軟

亦入股另一 DRM 技術開發商—ContentGuard，截至 2007 年 9 月 11 日止，該公司就 DRM

技術共獲證有 53 件美國專利，其中數項專利亦被納入標準組織，例如 Motion Picture Experts 

Group。 

 

    由微軟之動作可以看出，其積極地藉由自行開發技術、技術授權、入股等方式取得

DRM 相關技術專利，欲於反盜版技術領域取得領導地位。由於絕大多數電腦使用者仍係

透過微軟之 IE 瀏覽器或其 Windows Media Player 以接觸散佈於網路上之數位內容，是以藉

由最普及之作業系統，加上積極取得 DRM 系統運作之相關技術與專利，即成了微軟排除

對手競爭之最佳利器。 

                                                 
120 截至 2007 年 7 月 10 日止，Intertrust 就 DRM 技術共獲證有 51 個美國專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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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8

（二）垂直面競爭—平台周邊商品市場 

    除上述以 DRM 技術保護平台面之建置外，DRM 技術亦被用於平台周邊商品之市場競

爭上，藉 DRM 技術來控制可接觸、使用平台之其他搭配商品。 

 

1.   Lexmark Inc. v. Static Control components, Inc 案 

    在依據第 1201 條之相關法律案件中，例如 DeCSS 案121、ElcomSoft 案122等，其中影

響最為廣泛者為 Lexmark v. Static Control 一案。Lexmark 生產了一種僅得使用一次的

Prebate 碳粉匣，為避免消費者重複使用而安裝其他廠商所生產之墨水，Lexmark 設計了兩

種科技保護措施，一為「列印引擎程式」 (Printer Engine Program) ，另一為「碳粉下載程

式」 (Toner Loading Program)。此外，Lexmark 尚在印表機及碳粉匣電腦微晶片設置「訊

息認證碼」(Message Authentication Code, MAC)之認證程序，僅有 Lexmark 之印表機得通

過認證，而無法通過認證者即無法啟動印表機。被告 Static Control 公司為規避該技術，便

生產銷售 SMARTECH 電腦微晶片以模擬 Lexmark 之認證程序，並得進而執行「列印引擎

程式」和「碳粉下載程式」，成功地規避了 Lexmark 所設下之科技保護措施。是以，Lexmark

即根據科技保護措施之相關規範對 Static Control 提起告訴，而 Static Control 則以 Lexmark

之運用方式超出立法者所欲規範之範疇，以及 DMCA 應只限於數位仿冒範疇，不應擴及

用於限制競爭作為抗辯。 

 

    德州聯邦地方法院駁回了被告所提出之抗辯，認為 Lexmark 所採用之認證程序即為一

種控制接觸之科技保護措施，而 Static Control 銷售 SMARTECH 晶片之主要目的即為規避

Lexmark之認證程序，而無其他商業目的，故法院認定Static Control之行為符合了1201(a)(2)

之構成要件，並於 2003 年 6 月判決准許 Lexmark 所請求之初步禁制令(Preliminary 

Injunction)，禁止 Static Control 繼續銷售違反科技保護措施之產品123。 

 

                                                 
121 陳家駿，經濟部智慧財產局委託研究專案，著作權科技保護措施之研究報告，2004 年，頁 68。 
122 本案為涉及將 Adobe 電子書保護程式解碼之案件 
123 253 F. Supp. 2d 943; 2003 U.S. Dist. LEXIS 3734; 66 U.S.P.Q.2D(BNA) 1405 (February 27, 20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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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04 年 10 月，美國巡迴法院針對 Static Control 所提出之上訴做出了判決，首先依據

「融合原則」 (the doctrines of merger)124 以及「場景理論」 (scènes à faire) ， 認定僅由

55 個字元組成而成之「碳粉下載程式」，由於能表現該功能之程式本身的最少字元即為此，

如欲做出相同之程式，其表達方式似乎只有一種，是以該程式不享有著作權。另一方面，

「列印引擎程式」則被認定享有著作權，而 Lexmark 所採用之授權序列的確控制了接觸使

用，然而，任何購買該產品之人皆有授權序列而得以接觸使用該程式，而該程式可被輕易

讀取並散佈，並無安全裝置保護該程式的接觸使用，因此亦無所謂規避措施可言。是以，

上訴法院判決 Static Control 勝訴，並解除 Lexmark 所申請之初步禁制令。 

 

    Lexmark v. Static Control 一案所凸顯之問題在於科技保護措施可能遭到業者之濫用、

擴張，於產品中增加類似認證裝置，並利用反規避條款來排除競爭對手之競爭。如此一來

不但將使產品相容性為之喪失，更可能產生限制競爭與抑制創新之結果。由於反規避條款

之效力宏大，未來掌握市場的業者，很可能會利用科技保護措施來達成排除競爭對手之目

的。而可以運用的產品幾乎包括了所有資訊電子相關產品，例如汽車、電腦、家電產品等，

皆可透過類似 Lexmark 之手法，排除其他競爭對手之產品，縱使競爭對手開發相容的產品，

業者尚得利用科技保護措施來控告該些競爭對手，於經濟與產業層面之影響將十分可觀125。 

 

2.  Sony Aibo 案       

    1999 年 5 月，Sony 推出第一代 Aibo 寵物機器狗，其搭載了人工智慧(Artificial 

Intelligence) ，具有自我學習以及成長本領，因此較一般電子寵物要先進許多，甫一推出

即熱銷一空。當中許多用以控制Aibo機器狗的程式係儲存於 Sony Memory Stick 中，由 Sony

提供消費者控制 Aibo 的程式工具，而此記憶體中即採用了某種版權保護(copy protection)

機制，藉以控制得進入 Aibo 機器狗或於 Aibo 機器狗上運作之相關軟體應用程式。而某位

化名為 AiboPet 的消費者則規避了 Sony 之保護機制，成功開發了具備更強大功能之控制程

                                                 
124 融合原則(the doctrines of merger)，係指當表達為陳述概念所必要時，抑或只有一種或少數方法得以表達

該概念時，則由於概念與表達之融合，因此不受著作權保護，以確保著作權保護表達之原則，避免著作權保

護範圍不當擴張。 
125 朱美虹，科技保護措施對著作權保護之影響---以 Lexmark v. Static Control 為例，網址：

http://www.copyrightnote.org/crnote/bbs.php?board=35&act=read&id=43，最後瀏覽日期：2007/08/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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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甚至可修改 Aibo 之操作系統，並且透過網路將此程式散佈予其他 Aibo 消費者。因此，

Sony 於 2001 年 10 月寄出警告信函，主張該程式工具違反了 DMCA 中之反規避條款，因

為該程式可允許合法購買 Aibo 之消費者規避 Sony 對 Aibo 操作軟體所施加之保護措施126。

最終在相關消費者的抗議下，才迫使 Sony 停止對 AiboPet 之訴訟。而由此案例可以看出，

凡任一平台之所有者皆可採用 DRM 系統保護其平台，進而控制誰有權建置得於該平台上

運作之所有應用，達到排除其他軟體開發商之目的，甚至用以控制消費者。 

 

3.  RealNetworks v. Streambox 案 

    本案之原被告皆為提供內容控制軟體之業者，RealNetworks 所推出之軟體可供消費者

以串流(streaming)之方式於網路上瀏覽視聽著作，以避免著作物遭重製。而 Streambox 公司

則生產銷售一種稱為 StreamboxVCR 之產品，其最大特色在於可模擬 RealPlayer 軟體所運

用之數位認證程序，進而規避 RealNetworks 公司對以串流方式傳輸數位內容之保護控制設

計，使得 Streambox VCR 使用者可以從網路上下載 RealMedia 與 RealAudio 等檔案格式，

並加以轉檔為 wav.、mp3.等常見格式。RealNetworks 公司乃對 Streambox 公司提出違反

DMCA 反規避條款的訴訟。 

    Streambox VCR 模擬 RealPlayer 之認證程序，而使 RealServer 准許 Streambox VCR 使

用者下載串流的數位內容，是以法院認為至少有部份該 VCR 元件之主要目的在於規避保

護著作權人的接觸控制(access control)機制，故判決 Streambox 違反 DMCA 第 1201 條之規

定，並核准 RealNetworks 禁制令（Injunction）之申請127。 

    值得注意的是，本案中真正涉及利害關係之著作權人並未出現，原告亦未證明任何著

作遭不法重製，僅係兩家同屬提供對內容控制之電腦軟體業者間之競爭，而 RealNetworks

則成功地透過反規避條款之規定，將競爭對手排除於市場之外128。 

 

                                                 
126 See: Farhad Manjoo, Aibo Owners Biting Mad at Sony, Wired News, Nov. 2, 2001, available at: 
http://www.wired.com/news/busisness/0,1367,48088,00.html, last visited: 2007/9/9.  
127 RealNetworks v. Streambox, No.C99-2070P, 2000 U.S. Dist. LEXIS 1889(W.D. Wash., Jan.18, 2000). 
128 陳家駿，經濟部智慧財產局委託研究專案，著作權科技保護措施之研究報告，2004 年，頁 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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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1

4.  Chamberlain Group, Inc. v. Skylink Technologies, Inc. 案129 

    本案中，原告 Chamberlain Group 為製造車庫開啟遙控裝置之業者，而為避免其他業者

之競爭，因此於其所生產之遙控器上加入一項安全裝置，需透過其搖控器之特殊軟體碼始

得開啟車庫。而本件中之被告 Skylink 公司所生產之遙控器即規避了上述之軟體碼，使其

所生產之遙控器與原告生產之遙控器具備相容性，因此原告即主張被告違反DMCA第 1201

條反規避條款之規範。 

 

    審理 Chamberlain 案與 Lexmark 案之上訴法院顯然看出了業者欲藉由科技保護措施之

立法而壟斷市場之企圖，因此透過詳盡之法律分析，透過判決平復科技保護措施立法被業

者所濫用之情況。尤其聯邦巡迴上訴法院在 Chamberlain 一案的判決中，明確表示「著作

權法賦予社會大眾接觸著作之權限，而非複製之權限。｣130此外，判決中亦明確界定科技保

護措施立法與傳統著作權法中，公眾利用著作物之權限範圍：「當著作物同時受到著作權

法以及科技保護措施立法所保護而得以有效控制他人接觸該著作時，則該著作權人將享有

無限制之權利，而使得公眾所有規避該接觸控制之行為都將落入第 1201 條之責任範圍內，

即便該接觸行為係為行使著作權法所賦予公眾之合法權利亦同｣131，「著作權法本身即賦予

公眾某些使用著作之權限，購買內嵌某種軟體之裝置的消費者，就該份軟體即享有固有之

合法使用權限｣132、「DMCA 一法並未為著作權人創設新的財產權，亦並不剝奪原著作權

法長久以來所賦予公眾之權利｣133134。 

    至此，藉由法院之判決，可說確立了科技保護措施立法之適用範圍，避免該法遭到業

者過度濫用，以與著作權侵害無關之事由限制著作利用人之合理使用權限。 

                                                 
129 Chamberlain Group, Inc. v. Skylink Technologies, Inc., 381 F.3d 1178 (Fed. Cir. 2004). 
130 Chamberlain, supra note 38, at 1193 (“The premise underlying this initial assignment of burden is that the 
copyright laws authorize members of the public to access a work, but not to copy it.”) 
131 Id. at 1200. ("the owners of a work protected by both copyright and a technological measure that effectively 
controls access to that work per § 1201(a) would possess unlimited rights to hold circumventors liable under § 
1201(a) merely for accessing that work, even if that access enabled only rights that the Copyright Act grants to the 
public.") 
132Id. at 1202. ("Copyright law itself authorizes the public to make certain uses of copyrighted materials. Consumers 
who purchase a product containing a copy of embedded software have the inherent legal right to use that copy of the 
software.") 
133 Id. at 1204. ("The DMCA does not create a new property right for copyright owners. Nor, for that matter, does it 
divest the public of the property rights that the Copyright Act has long granted to the public.") 
134 林咏芬，論著作權法中之接觸權，逢甲大學財經法律研究所碩士論文，2006 年，頁 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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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反壟斷爭議 

    因採用 DRM 系統而引發之反壟斷爭議，最受矚目者即屬蘋果在歐洲遇到的相關訴訟

與制裁。在 FairPlay 機制運作下，自 iTunes Store 購買之音樂僅得在 iPod 播放器上播放，

而 iPod 亦從技術上限制用戶自其他商業音樂服務下載音樂。此舉乃藉由軟硬體之結合，限

制了消費者音樂下載來源以及音樂播放器之自由選擇，因此在歐洲許多國家例如瑞典、丹

麥、挪威等引發了反壟斷以及消費者保護等相關爭議。 

    而其中影響最為深遠者，當屬法國於 2006 年 6 月 30 所通過之 DADVSI 法(Loi sur le 

Droit d'Auteur et les Droits Voisins dans la Société de l'Information, DADVSI / law o rights and 

related rights in the information society)，因其主要針對 iPod/iTunes，故該法又被稱為「iPod 

Law」，除了落實 2001 年之《歐盟著作權指令》外，亦要求業者必須向競爭對手授權其

DRM 格式，並設立管制機構，負責裁決業者是否達到互通性之要求，立法目的在於防止

任何一種媒體播放系統，例如蘋果之 iTunes 或微軟之 Windows Media Player 壟斷數位音樂

市場。是以，依據該法案，蘋果公司必須移除其所設立之互通性壁壘以及格式轉換障礙，

亦即，必須使 iPod 能播放從其他網站所下載之音樂，同時讓 iTunes Store 所售出之音樂檔

案得於任何播放器上播放。目前許多歐洲國家，尤其是斯堪地那維亞半島之國家皆著手於

制定相類似的法規，目的皆在提升不同服務及裝置間之互通性。 

    2007 年 9 月 17 日，歐洲初審法院維持了歐盟委員會於 2004 年對微軟所做出之反壟斷

處罰決定，使得微軟除了須支付高達 4.97 億美元之罰款外，尚須提供不帶 Windows Media 

Player 之微軟視窗作業系統，並且向伺服器競爭對手公佈技術訊息，以使其軟體產品能與

微軟之視窗系統充分兼容。此一判決除了對微軟造成影響外，更將影響其他已成為歐盟反

壟斷調查目標之其他公司，其中之一即為蘋果公司，因此後續發展值得加以關注。 

 

肆、小結 

    在 WCT 以及 WPPT 之框架下，各國紛紛修法將相關原則納入其著作權法規中，在科

技保護措施普遍獲得承認下，著作權利人除了傳統之著作權九大權能（即重製權、公開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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述權、公開傳播權、公開播送權、公開上映權、公開演出權、公開展示權、改作權、編輯

權、出租權）外，因科技保護措施立法而似乎又創設了新的權能—接觸權(access right)。雖

然著作權人是否真的享有接觸權仍有學理上之爭論，然而因科技保護措施之實施，使得著

作權利人得以藉由 DRM 技術控制著作物之接觸乃為不爭之事實，而除了 DRM 技術本身

之實施以及相關支持的法規外，著作權利人尚可能透過相關技術授權契約間接地限縮合理

使用之範圍。是以，藉由 DRM 技術所能達到對權利人之保護範圍仍是超過了傳統著作權

法所提供之保護。 

 

    DRM 系統以及反規避條款之立意，最主要都在於保護著作權人之權益，然而由上述

案例卻不難發現，在目前相關法規架構下，直接受益的未必都是著作權人，反倒成為相關

業者藉以控制市場競爭之利器，完全悖於原先之立法目的。是以，DRM 技術除可用以對

抗盜版外，在技術平台上採用 DRM 技術，尚可藉此控制下游市場及相關之創新。除了自

行開發 DRM 技術並積極取得專利加以保護外，科技保護措施法規亦提供相關技術開發商

另一保護傘。有鑑於此，美國已藉由聯邦巡迴上訴法院之判決，試圖控制此一情況，以回

歸原本著作權法之規範目的，一方面避免科技保護措施之立法淪為非著作權人用以限制競

爭之工具，另一方面亦再度重申肯認著作利用人依著作權法所享有之合理使用權利。 

 

    不論究竟應提供何種保護強度，皆須致力於技術創新與權益保護之衡平，以便一方面

得以維繫足夠之技術創新誘因，另一方面又能確保市場上之良性競爭以及衍生創新 。 

 

 

第三節 DRM 之管理面問題 

     

    在法律賦予實施DRM之後盾下，在新興的數位媒體領域中，皆可看到DRM之蹤跡，

因此本節將首先由不同之數位內容產業來看DRM應用之狀況，再進一步從法律經濟面、消

費者心理面等觀點，分析DRM於數位內容產業中扮演之角色，以及企圖藉由DRM遏止未

經授權之交換、傳輸問題所能發揮之效益，最後依據目前發展趨勢及走向提出本文之看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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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數位內容產業之DRM建置 

    數位內容產業之價值鏈由上而下依序為數位內容供應商、DRM開發商、數位內容服務

供應商、應用軟體開發商、硬體設備製造商乃至最終端之數位內容消費者。將此與數位內

容交易之四個元素—內容、安全機制、交易、使用—結合來看，又可將整個數位內容之價

值鏈由最上游之創意產出至最終之消費使用細分為：內容創作人、內容供應商、著作權人

（可能是上述二者其一，或同時兼具二者，例如出版商）、DRM技術開發商、網路基礎建

設服務供應商（即ISP，例如寬頻服務、電信服務公司）、數位內容服務供應商（例如線上

影音網站等）、應用軟體、終端硬體設備供應商，最終到消費者使用階段。而此一產業架

構僅係大致流程，尚須依不同數位內容、不同之商業模式做相應之調整，例如DRM技術開

發與數位內容服務供應上，可能為同一公司共同負責開發營運，採用獨家保護技術；有的

則向外部技術開發公司取得DRM技術，視其商業模式而定。此外，在數位時代中，使得整

個內容產業出現了新興的內容服務供應商作為中介，而整個價值鏈中，數位內容供應商、

數位內容服務供應商以及硬體設備製造商分別在產業中各佔有一席之地，而三者亦企圖控

制主導整個數位內容價值鏈，因此，數位內容產業之商業模式亦受此影響而產生差異。以

下將分別介紹線上音樂、電子書、線上影片以及數位電視四個領域之DRM建置狀況。 

一、線上音樂 

    線上音樂的創作供應部份，主要是詞曲創作人、歌手、表演人，進一步將其創作、表

演內容交由唱片公司進行製作、發行，經過各種安全機制進行數位檔案封包後，再透過數

位通路進行交易流通，可能以Podcasting、串流或是P2P下載等方式，以單曲或專輯為單位

進行選購播放。唱片公司方面，又可分為獨立唱片以及主流的四大唱片公司—Universal、

Warner Bros.、SonyBMG和EMI，另外值得一提的是，在線上音樂越來越普及，盜版傳輸

普遍猖獗的情況下，使得藝人經紀業務漸趨獨立，而成為唱片公司很大的利益來源。 

    而在線上音樂的商業模式上，近兩年來盛行著以獨家內容保護技術將數位內容供應服

務捆綁硬體播放設備之封閉模式135，也就是說，在2003年iTunes Store推出，並以其專屬的

                                                 
135 DRM Watch, 2006 Year in Review, available at: http://www.drmwatch.com/drmtech/article.php/3650401, last 
visited:2007/9/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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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airPlay內容保護技術將其服務與自有播放裝置iPod結合成封閉系統而大獲成功後，此種商

業模式引起一陣效仿，微軟於2006年亦推出其線上音樂服務網站—Zune Marketplace，同樣

採用專供此營運之DRM機制，使該DRM與其他採用WMDRM之服務不互通，再以微軟之

Zune隨身播放裝置做搭配。RealNetworks則與硬體製造商SnaDisk合作，於Sansa e200R系列

產品中內建RealNetworks的獨家DRM機制—Helix DRM，並使該硬體僅與RealNetworks之

Rhapsody線上音樂服務互通。在播放軟體方面，上述三家則各自有iTunes、Windows Media 

Player以及RealPlayer支援，其中微軟於其作業系統中內建了Windows Media Player一舉，則

於歐洲面臨了反壟斷之制裁。 

    隨著行動裝置功能愈趨多元，線上音樂戰火亦延燒至行動音樂領域，蘋果於2007年推

出了iPhone，此種以DRM技術捆綁軟硬體服務之模式因此進而擴張，為了不讓蘋果專美於

前，Nokia亦於2006年併購了Loudeye線上音樂服務平台，其主要係透過與ISP合作，於歐洲、

澳洲提供音樂交易網站，並針對行動數位內容採用了OMA DRM1.0標準，此外，2007年8

月29日Nokia宣佈推出Ovi線上服務品牌，作為其線上音樂商店及遊戲等下載服務之單一窗

口，並於其線上音樂服務採用微軟之PlayReady技術作為DRM機制，而由Nokia上述行動不

難看出其欲將行動數位內容與行動裝置結合之企圖心，以因應iPhone進軍行動通訊領域之

挑戰。 

    除了上述各獨家生態系統之商業模式外，其他目前市面上許多的mp3播放器以及規模

較小之線上音樂服務網站亦採用了不同之DRM機制，不同的播放器對應了不同的DRM機

制，也對應到購自不同音樂服務網站之音樂檔案，因此，消費者於購買時就必須加以注意

線上音樂服務網站採用之DRM機制以及支援之播放裝置為何，例如支援DRM9之裝置即適

用於單曲買斷，DRM10則適用於月費吃到飽，停止付費則下載之音樂檔便無效的消費型態。 

 

二、電子圖書 

    在實體書刊市場中，紙本書刊存在兩大問題，一為龐大之印刷成本，另一則為庫存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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力，而隨著時代走向數位化，採用數位出版之方式省卻了印刷複製之成本，也減少了出版

商以及通路商（例如網路書店）之鋪貨庫存負擔。此外，藉由DRM機制之採用，使得電子

圖書異於一般電子文檔，而具有紙本之特點，亦即，藉由DRM技術提高複製之成本，以達

到保護內容，防止惡意散佈之目的，另一方面，以同樣按「本」銷售之模式加上DRM機制

中之追蹤功能，使權利人易於管理銷售成績，並依據統計計算版稅。 

    因此，一般作者完成其創作後，多半將其著作交由出版社進行電子化以及發行等工作，

行銷通路方面可能會與線上商城合作販售，可能搭配實體書，提供消費者虛擬及實體兩種

版本，或是單獨銷售電子圖書。其中像Amazon則是結合了出版社以及線上商城兩種角色，

同時負責書刊的發行以及線上銷售服務之提供，在消費者購買實體書刊後，亦會提供該書

刊之電子版本。電子圖書銷售模式上，多採按「本」計費，可以零售、月費訂閱或租賃方

式取得。目前許多雜誌亦提供電子化閱讀，藉由網路無遠弗屆之傳遞，將觸角延伸至任何

可能之角落，擴大閱讀群眾基礎，並藉由廣告拆帳等方式作為另一種收入來源。 

    於電子圖書的DRM機制中，主要有Adobe公司的Adobe Content Server以及微軟的

Digital Asset Server (DAS)，採用之格式則分別為PDF以及LIT。之所以稱此二者為主要之機

制，原因在於採此機制販售電子圖書的網站較多，除了Amazon以外，另有像Fictionwise等

特殊類別之網路書店。以Adobe PDF為核心技術之閱讀器軟體則有報紙出版品之

Newsstand、雜誌出版品之Zinio以及書籍出版品之Adobe Reader。微軟則有Microsoft Reader

服務，自內容提供、DRM技術，乃至於閱讀器軟體提供一連串之相關服務。而以台灣本地

的天下雜誌知識庫為例，則是採用了Adobe Content Server進行文件之加密以及數位權利管

理，將天下雜誌累積了23年的內容數位化，結合資訊流、金流、以及DRM數位版權機制，

建置數位內容流通平台，提供知識檢索加值服務136。 

    在電子圖書DRM機制下，較不常見如同線上音樂領域中以DRM機制串連軟硬體以套

牢消費者的狀況，一般而言，所購買的電子圖書可於支援各該檔案格式之行動裝置、專用

閱讀器、PDA、PocketPC、PC等裝置上閱讀。而2006年Sony則在美國推出了Sony Reader

裝置，採用其獨有之DRM技術，支援付費租賃之電子圖書以及其獨有之檔案格式，惟Sony

                                                 
136 天下雜誌知識庫，網址：http://www.cwk.com.tw/cw/search/sch1.asp, 最後瀏覽日期：2007/9/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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亦意識到該硬體裝置必須提供更為方便之使用137，例如支援永久性下載之電子書、已成為

ISO國際標準的文獻檔案格式—PDF，以吸引消費者青睞。 

三、線上影片 

    影片市場方面，除了DVD Forum所推動於實體DVD中所採用之CSS技術標準外，電影

製片商將其發行權授與其他國家之發行商時，亦會要求在DVD中加入編碼，使得影片僅得

在某些地區之DVD播放器中播放，目前全世界共分為以下幾種區碼： 

 

圖3-6 全球DVD區碼分布圖 
          資料來源：新浪網 

 
    除實體DVD外，近來亦出現許多線上隨選服務(on-demand)，消費者得於網路選單上進

行選取收看。另外有許多線上影片服務網站，提供多元化之選擇，而線上影片亦有類似電

子書所採用之「虛實結合」銷售模式，例如Wal-Mart即推出，購買DVD可從網路預先下載

之服務。CinemaNow則提供了三種不同的消費基準，一種為下載收看(download to own)，

                                                 
137 DRM Watch, 2006 Year in Review: DRM-Enabled Content Services, available at: 
http://www.drmwatch.com/ocr/article.php/3651116, last visited:2007/9/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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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種為單次計價(pay per view )，另一種則為租賃串流(streaming)。CinemaNow開發了

PatchBay™安全性平台，其中所採用之DRM技術即為微軟之WMDRM，而其最新提供之服

務為Burn to DVD，即允許消費者下載影片檔案後，將該檔案自行燒錄為DVD永久保存，

其中所使用之DRM技術則為其自行開發之fluxDVD138。除了自行開發相關技術外，其他線

上影片服務網站如Movielink和Amazon的Unbox亦採用了WMDRM139技術，而Starz則採用了

RealNetworks的Helix DRM140技術。德國之In2Movie線上影片服務網站亦同樣採取了微軟之

WMDRM技術，另外其提供下載之”swarming”技術與BT技術極為類似，將一個大的檔案拆

散，以眾多PC傳輸至網路到達client端之電腦再予以重組。 

    另一個主要被採用的DRM技術則是蘋果的FairPlay，iTunes Store除了提供線上音樂下

載服務外，現亦擴充提供影片及電視節目之下載，為其iPod裝置增添附加價值，除了提供

免費預告片外，並提供預購服務，強檔新片之價格為12.99美元，其餘影片則要價9.99至14.99

美元不等。率先投入iTunes商店提供影片之電影業者為Disney，其後則有Paramount、MGM

和Lionsgate之加入，而在蘋果於其他電影業者如Universal、20th Century Fox等之授權談判

過程中，最大之絆腳石仍在於DRM之採用上，電影業者希望加強iTunes對於內容之保護強

度，進一步限制播放之台數（目前FairPlay機制允許之播放台數為七台）。而從iTunes下載

之影片及電視節目除了可以在iPod上播放外，另可於iPhone、PC或藉由新推出之Apple TV

連接，以電視螢幕播放。 

四、數位電視 

    在廣義的數位電視定義下，尚包含了IPTV(Internet Protocol Television)一塊，此部份之

服務主要係透過電信系統營運商來提供，因此目前許多電信系統營運商皆提供了三重服

務，即一般電信業務、資料傳輸以及IPTV。而針對IPTV領域所提供DRM技術有Widevine

的Widevine Cypher®、Secure Media的Secure Media Encryptonite ONETM System、Verimatrix

                                                 
138 CinemaNow, Company Background, available at: http://www.cinemanow.com/Aboutus-Background.aspx, last 
visited:2007/9/14. 
139 DRM Watch, Microsoft Extends Windows Media DRM to Non-Windows Devices, available at: 
http://www.drmwatch.com/drmtech/print.php/3351401, last visited:2007/9/14. 
140 Real company website, 2004 Press Releases, Starz and RealNetworks launch first subscription premium movie 
service for broadband, available at: http://www.realnetworks.com/company/press/releases/2004/real_starz.html, last 
visited:2007/9/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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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Video Content Authority System(VCAS™)以及Latens的Latens IPCAS和Latens CAS。而

IPTV較無播放軟體及硬體之限制，一般皆可透過PC及電視進行收看，而一般之類比電視則

須另搭配機上盒(set-top box)進行訊號轉換。 

    而目前各國積極推動數位電視，以有效運用有限之頻譜進行傳輸，並提供更佳之收視

畫質。在傳輸標準上則有美規之ATSC、歐規之DVB以及日規之ISDB ，其中世界上絕大多

數國家係採用歐洲數位電視傳輸標準DVB，我國亦不例外。而DVB除致力於推動數位電視

領域標準外，並制定了一套DRM機制— 內容保護和複製管理(Content Protection and Copy 

Management, CPCM)，欲將整個產業上游至下游之電視台、網路營運商、軟體開發商乃至

硬體設備製造商完全涵蓋在該標準之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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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於CPCM之內容請參照第二章第二節數位電視之說明）。因此，在DVB推動

CPCM機制之運作下，數位電視之硬體播放裝置亦可能產生互通性問題，設備製造商於此

標準限制下，必須取得DVB之授權以生產製造符合CPCM規格之播放器，否則可能因此而

無法播放或降低播放品質。因此不同於線上音樂以DRM機制捆綁軟硬體以限制消費者之模

式，數位電視領域則是透過標準之強力主導，使得硬體設備製造商必須取得標準授權，多

付出一筆授權費用成本，以使其硬體得以支援播放內容，而消費者於選購播放器時，亦須

注意相關規格限制，惟相對於線上音樂領域而言，以標準主導之模式下，壓力與不便處較

偏向於硬體設備製造商身上。  

關於數位內容產業價值鏈，以及數位內容交易元素和參與者，以依線上音樂、電子書、

線上影片以及數位電視等各種內容產業之對照如下圖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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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3-7  數位內容產業之價值鏈與DRM建置 

 資料來源：本研究製圖 

 

貳、DRM於數位內容產業扮演之角色 

一、法律經濟學觀點（成本效益分析） 

    從法律經濟學的觀點來看 DRM 機制，即欲從經濟效率的角度，來看此種手段以及相

關的法律規範所產生之效果，以及其是否能達到預期之效益。在傳統著作權法中，著作權

人享有了包含重製權、公開散佈權等著作權能，而為了平衡著作權人之權益以及著作利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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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之使用空間，避免動輒得咎，因此以「合理使用」機制作為衡平手段，在公益與私益間

取得平衡點。隨著時代走向數位化，為保障著作權人在虛擬世界中亦能保有其權益，因而

賦予權利人實施科技保護措施之權限，使其得以藉由科技手段，提高複製散佈之成本，以

達到減少非法散佈、重製之效果。然而，根據針對我國線上影音狀況所進行之調查顯示，

隨著國人線上影音使用率逐年上升，盜版問題亦從實體轉移至線上，而我國著作權法於

2004 年新增科技保護措施規範後，截至 2006 年止，網路音樂及電影未購持有率之數據仍

然相當高，並未產生實質遞減的效果141： 

 

表 3-2  2004 年至 2006 年網路音樂及電影未購持有率變化表 

未購持有率 2004 年 2005 年 2006 年 

網路音樂 78.3% 84.7% 83.92% 

網路電影 93.8% 91.6% 88.81% 

資料來源：經濟部智慧財產局  

 

    此種立法除了限縮過去許多合法使用的空間外，造成天平傾向於保護權利人之一端而

引發許多社會爭論外，實質上對於所欲解決之非法傳輸問題，並未獲得太大的效益，反倒

淪為許多科技廠商用以控制市場競爭之策略手段。 

    或許有人會認為立法未必能產生立即可見之效果，那另外從權利人積極運用DRM機制

於其商業模式來看，似乎亦未產生實質效果。對於內容服務提供商而言，為使其商業模式

得以運作，必須透過DRM機制之採用以獲得權利人之信任，進而同意授權提供其內容來

源，然而，套句Steve Jobs於給唱片業的公開信”Thoughts on Music”中的話，「保護內容的

方法主要係倚賴保密」(There is no theory of protecting content other than keeping secrets.)，而

保密的過程總有祕密洩漏之風險存在，加上許多聰明人一天到晚企圖突破權利人所建築之

防線，是以為了達到權利人保護內容之要求，服務供應商即需不斷的就軟硬體相關系統進

行更新，讓那些被隱藏的金鑰愈來愈難以被發現，而成為一種貓捉老鼠的循環遊戲。因此，

                                                 
1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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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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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了維護一套DRM機制，以防止內容遭非法傳輸與重製，業者所耗費之系統維護成本包含

了技術開發成本（可能包含相關技術授權成本）、人力資源、時間成本等，如果又面臨了

反壟斷或消費者爭議等案件，尚須支付相關訴訟費用、律師費用等成本，並可能對整個公

司其他部門造成影響。對於消費者而言，則須時常面臨系統更新之要求，除了耗費時間外，

更重要的是，一旦負面情緒累積至高點而引爆，並對相關業者進行抵制行動，或是因為DRM

之失敗而造成商譽減損，對於業者而言將造成最為嚴重之衝擊。 

    而在耗費眾多成本，同時又面臨許多風險之情形下，實施DRM機制究竟能為權利人帶

來多大的權利保障便值得探討。截至2006年止，共銷出了9000萬台的iPod播放器，而自

iTunes Store售出之音樂則有20億首，平均每台iPod中僅有22首歌曲來自iTunes Store。而iPod

之容量動輒以G計算，銷量最佳之iPod平均可存1000首歌曲，而根據調查顯示，平均的iPod

裝載度是滿的，也就是說，平均每台iPod所裝載之1000首歌曲中，僅有22首係購自經合法

授權之音樂網站iTunes Store，比率僅占3%142。而iPod又不支援其他DRM機制保護之歌曲，

因此可以推論出，另97%之近千首歌曲皆採用了公開之mp3格式，並可進一步大膽推論，

該些音樂如果不是從CD中擷取，便是來自於線上其他未經合法授權之來源，亦即盜版音

樂。撇除iPod之數據，以最普遍、近乎人手一台的mp3播放器來看，其中所裝載之mp3格式

音樂之來源亦相當可議，以硬體裝置容量越來越大的趨勢來看，未經授權而流通之檔案數

量可說相當驚人。 

    此外，目前唱片業者所銷售出之音樂中，超過90%仍是CD銷售143，而目前CD唱片中

早已無DRM機制之實施，因此任何購買CD唱片的人皆可以擷取其中的檔案並上傳至網路

流通，而此種檔案傳輸對唱片業來說究竟是否產生了負面影響？根據來自哈佛和UNC 

Chapel Hill之研究單位於2004年所作的實證研究《The Effect of File Sharing on Record Sales, 

An Empirical Analysis》144之結果顯示，此類之檔案傳輸對於專輯之平均購買率於統計上並

                                                 
142 Steve Jobs, Thoughts on Music, available at: http://www.apple.com/hotnews/thoughtsonmusic/, last visited: 
2007/5/25. 
143 同前註。 
144 Felix Oberholzer, Koleman Strumpf, The Effect of File Sharing on Record Sales, An Empirical Analysis, 
Harvard Business School, UNC Chapel Hill, available at:www.unc.edu/~cigar/papers/FileSharing_March2004.pdf, 
last visited:2007/11/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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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產生顯著影響145。而對於現在的唱片公司來說，面對線上傳輸的猖獗，CD銷售成績可能

確實不若以往，然而因此而另外開發之藝人經紀業務，倒成為了唱片公司重要的獲利來源。

不論是對於唱片公司抑或電影片商來說，數位化頂多沒有多賺，並不會造成太大的損失，

因為少掉了龐大的印刷、配銷成本，是以線上售價與原本的利潤是差不多的，故可大概推

測，唱片公司以及電影片商的營收流量(revenue stream)在數位時代下並未有太大的遞減。 

    以美國唱片公司為例來分析價值鏈之價值分配，平均一張CD專輯唱片有12首歌，售價

為美金16.98元，扣除CD之製作、包裝、配送、零售等成本，則實際之數位音樂成本為7.74

美元，平均每首單曲之成本為0.65美元，加上線上通路成本以及金流業者和網路、電信業

者之利潤分配，因此一般美國線上音樂商店單曲下載價格約為0.99美元。Anderson 2006亦

提供類似數據，1張12首歌的CD價格為美金15.21元，其中CD之生產成本為：灌製包裝$0.75

＋配銷$2.00＋零售加價$5.00=$7.76美元；CD之創造成本包括：歌手$1.50＋行銷利潤$5.00

＋出版$0.96=$7.46美元，平均單曲之成本為0.62美元，加上線上運送費用0.17美元，所以

0.79美元為每首單曲之下載成本。(請參照表3-3) 數位音樂授權金，依照P2P點對點音樂交

換、串流聆聽、或單曲下載購買，有不同的抽取比率，目前以單曲購買最高，佔每個月營

收的65%，其他從40%到60%不等，每家唱片公司再依照網路公司的每月報表，以歌曲播放

率進行拆帳。剩餘營收的20%，尚需分配給金流業者、網路或電信通路商、以及網路業者146。

依上述數據計算，CD唱片中平均單曲的利潤為0.05美元，而線上音樂則依據權利金比率不

同，單曲利潤為0.14-0.20美元不等147。 

    綜合上述推論分析，既然對於權利人方面之唱片公司來說營收未有太大影響，則為了

不到一成的線上音樂銷售而耗費龐大的資源建置DRM保護系統，既無法因此有效擴大合法

授權取得之市場空間，又可能因為DRM機制所造成之不便，而驅使消費者轉往毫無設限又

便利取得的盜版音樂。而除了可能對於消費者造成驅趕效應外，尚須因DRM機制之實施面

臨消費者保護之爭議和反壟斷團體的盯梢，故整體而言，實施DRM機制既無法有效降低盜

                                                 
145  Information Week, Is DRM Doomed? The Case Against Digital-Rights Management, available at: 
http://www.informationweek.com/security/showArticle.jhtml?articleID=197801668&pgno=3&queryText=#, last 
visited 2007/9/12. 
146 陳文賢，數位音樂對音樂產業之影響，行政院新聞局 2006 出版年鑑，網址: 
http://info.gio.gov.tw/Yearbook/95/04-03.htm，最後瀏覽日期:2007/09/25。 
147 此一數據為本研究根據上 billboard 數據推算而得，可能與各唱片公司內部數據有所差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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版率，提升合法市場佔有率，又須面臨各方之壓力，並且冒著得罪金主—消費者之風險，

似乎不甚符合經濟效益。 

表3-3 美國唱片價值分配表 

 

資料來源：Billboard(2000) 

二、權力角力與利益衝突 

    由於DRM系統之建置主要涉及了內容供應商、服務供應商以及相關之硬體平台設備製

造商。以線上音樂市場來看，蘋果所扮演之角色橫跨了服務供應商以及硬體製造商兩層面，

而其以DRM捆綁服務與硬體之商業模式獲得成功後，微軟和RealNetworks亦起而效尤，各

自推出了Zune Marketplace/Zune以及Rhapsody/Sansa e200R之組合模式，企圖打破蘋果稱霸

線上音樂市場之局面。此舉對於消費者來說可能某程度上多了選擇空間，廠商彼此間為了

競爭，勢必會提出較佳之消費方式以及更友善之使用界面，惟缺點是仍皆屬封閉系統。而

對於內容供應商之唱片公司而言，則當然不樂於見到線上音樂市場變成服務供應商或是硬

體製造商所掌控，而上述之服務供應商紛紛採取軟硬體捆綁之商業模式，企圖瓜分線上音

樂市場而各佔一席之地，不論此舉是否確能達到瓜分由蘋果所獨霸之市場的目標，惟可以

預見的是，在經合法授權之線上來源皆希望將消費者納入其封閉生態系統之情況下，極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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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會因設下之種種限制而將消費者推向使用方便而不受限制之盜版。 

    而內容供應商以及服務供應商間則是呈現對立又合作之關係。合作方面，內容供應商

希望藉由線上服務將其內容推向數億之網上潛在消費者，而服務供應商亦需取得合法之內

容來源以使其商業模式得以運作，因此須藉由DRM機制之實施以讓內容供應商放心地將內

容交由服務商行銷。而在對立方面，則源自於不同產業、不同企業之利益著眼處差異，例

如蘋果公司與唱片業近來的談判歧見主要在於收費機制上，蘋果公司堅持所有音樂採用同

一價格收費，即每首0.99美元，而唱片公司則希望採用變動之收費機制，依據熱門程度做

不同等級之收費。另外，在iPod龐大的銷售基礎下，唱片公司亦希望就硬體銷售營收中分

一杯羹，可能原因在於其認為蘋果所採用的DRM技術欠缺互通性，因而影響了合法的線上

音樂下載市場之成長，然至今尚未談判成功。而Universal則與微軟成功地達成協議，微軟

同意在內容之授權金外，每銷售一台Zune另支付Universal公司1美元，形同盛行於歐洲及加

拿大之課徵制度，而屬於產業內部自行協議之課徵模式148。不論是對服務供應商抑或內容

供應商來說，都是為了確保營收而亟欲追求利潤極大化，除了硬體銷售營收誘人外，在iPod

硬體銷售成績亮眼的背後，想必唱片公司也看到了多數iPod使用者之內容來源並非iTunes 

Store的現象，因此對唱片公司而言，自然覺得硬體銷售之成績顯示了盜版之猖獗，並因而

造成其損失，故欲藉此填補因硬體隨身播放裝置普及而產生之利潤缺口。而反面來看，唱

片公司的舉動其實亦證實了多數硬體裝置中所裝載之內容係未經授權之狀況。 

    除了商場上之直接競爭外，商業角力亦延伸至政治領域。以美國之立法過程為例，各

利益團體之遊說行動扮演了重要關鍵，而關於DRM之相關立法亦往往使得媒體內容產業與

IT和消費性電子產業形成對立局面，共和黨之立場多半較傾向大企業，而媒體產業主要聚

集地之紐約市和洛杉磯，又主要為民主黨所掌握，因此在各方利益衝突下，使得相關之立

法尚須取決於選舉後主導國會的多數。 

三、策略意義面的DRM應用 

    DRM技術最初始之目的在於保障著作權人之著作於數位流通時之保護與管理，然而隨

                                                 
148 DRM Watch, 2006 Year in Review: DRM Technologies, available at: 
http://www.drmwatch.com/drmtech/article.php/3650401, last visited:2007/9/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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著不斷的發展演進，DRM之應用亦出現了策略意義。因此DRM不僅是數位媒體和潛在應

用市場的屏障，尚代表著一種極具策略與競爭意義的技術，影響前景及競爭者之成敗。而

專屬DRM的定位就好比現金流量，DRM也能被整合在服務、媒體播放器和內容交易軟體

中，因此專屬的DRM不僅具有後向整合在其他軟體應用中的潛力，尚可能對服務供應商和

內容供應商的收入造成直接影響149。 

    舉例而言，蘋果公司之所以不願意將FairPlay授權給其他公司，便是基於策略考量，目

的在將消費者鎖在iPod/iTunes的平台上，雖然因此為蘋果公司帶來極大的獲利，卻也滋生

了互通性的問題。 

    而隨著行動通訊市場不斷擴大，行動內容之需求亦趨興興向榮之態勢下，對於許多軟

硬體製造商而言，戰場逐漸由電腦裝置轉移至行動通訊相關設備。針對此一市場，微軟採

取了類似蘋果於線上音樂市場之策略，巧妙地利用自家的DRM技術結合其客戶和基礎架構

軟體，在IPTV以及行動手持設備領域獲取越來越多利潤。 

四、消費者心理面 

    在產業界為競爭而大肆操作利用DRM機制之狀況下，往往忽略了DRM機制之風險層

面，其中最主要的即是關乎消費者之感受與反應。由於消費者對於內容都有便於使用以及

「合理使用」空間之期待，然而因各種不同DRM機制之實施，以及產業關係互動下，造成

了傳統著作權法中賦予著作利用人之合理使用空間漸趨萎縮，例如過去可以自行錄製電視

節目供家庭觀賞之用，然而在數位電視時代裡，以DVB所主導推動之CPCM機制來看，卻

使得權利人得限制家庭錄用以及拷貝。對於一般消費大眾來說，同樣一種行為，隨著科技

之演進卻未帶來更大的便利性，反而因此使得權利人得利用各種之技術手段，加諸更多限

制於著作利用人。另以電子書產業為例，Adobe銷售已屆滿著作權保護期間之愛莉絲夢遊

仙境電子書，並以科技保護措施限制可列印頁數和開啟讀出(read-aloud)功能，此種就進入

公共領域著作設下重重關卡之舉措，自然會於消費者心裡產生負面觀感。 
                                                 
149  電 子 工 程 專 輯 ， 數 位 版 權 管 理 與 條 件 接 收 技 術 應 用 前 景 展 望 ， 網 址 ：

http://www.eettaiwan.com/register/login.php?type=ART&jumpvalue=8800437409&refilljp=L0FSVF84ODAwND
M3NDA5XzQ4MDgwMl9UQV83MmNmMTQxOC5IVE0=&cat_id=480802&article_type=TA, 最後瀏覽日期：

2007/9/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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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除了原先合法之使用空間遭到限縮外，相關廠商為了自身之競爭利益皆致力於以各自

的專屬技術套牢消費者，隨著廠商築起了一道道的競爭門檻，各家所提供之服務與硬體裝

置皆互不相通，迫使消費者必須於幾個封閉的系統中做出選擇，然而不論選擇之結果為何，

使用上之限制皆不會消失。而採取極力防備消費者的手段，除了可能引起反彈外，因欠缺

互通性之使用不便更可能驅使消費者尋求相對便利且不受限之盜版來源。  

    而DRM機制的另一個風險在於，使用得好，或許可以為相關企業帶來巨大的利潤，但

使用得不好，或是糟糕的DRM策略都可能因而導致相關法律問題，甚至可能進一步影響企

業聲譽。最明顯的例子便是SonyBMG之rootkit事件，其在未經使用者同意之情況下，暗自

於使用者電腦上安裝相關防盜拷軟體，除了涉及侵害使用者電腦隱私外，其中所包含之

rootkit更因此造成了使用者電腦安全漏洞，因而招致消費者保護團體之控訴，最終除需大

量回收採用該DRM機制之CD唱片以及賠償相關損失外，最為衝擊的便是企業形象毀於一

旦。因此，實施DRM機制固然可以保護著作，也可藉以作為競爭之手法，惟不可不注意其

所可能帶來的風險。 

    2007年8月，有兩項針對消費者對於DRM態度之調查研究紛紛出爐，一為英國的

Entertainment Media Research (EMR) 與當地律師事務所Olswang所作，另一為Reed Business 

Information的In-Stat部門針對美國當地消費者所作之調查。兩個研究皆顯示，消費者對於業

者採用DRM之察覺度(awareness)已有所提升，然而僅少數對於實施之內容有具體的了解。

依據EMR與Olswang所作之調查，顯示消費者對於DRM有著矛盾的情緒，一方面，61%的

受訪者認為DRM侵害了音樂消費者在不同的音樂平台上聆聽音樂的權利，49%認為DRM使

其感到備受騷擾而厭惡之；另一方面，63%的消費者同意DRM是一種防止音樂著作遭到非

法檔案傳輸的好方式，42%則同意當消費者慢慢習慣了DRM之實施後，相關爭議便會逐漸

消弭。而根據In-Stat之調查，消費者對於DRM之態度未顯示一面倒之負面觀感，而是呈現

了標準的鐘型常態分配，而略向負面傾斜，其中持中立態度者達36%，佔了最大比例。綜

合兩個調查結果，得出了以下三個結論：一為以較高之價格販售DRM-free的歌曲僅獲得部

份消費者的認同，認同比例並不高；二為縱使消費者並不真正喜歡DRM機制，但消費者對

DRM之認知度以及容忍度皆有所提升；三則是消費者認為長期而言，DRM機制並不會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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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消失150。 

    從以上研究可以發現，消費者對於DRM呈現了一種雖不滿意但亦可接受之矛盾態度。

實際上，對於消費者而言，商品多樣性、價格合理性以及欣賞之便利性可說是最主要之考

量，尤其在行動化之趨勢下，不論是否可以完全放棄DRM之實施，如何提供「任何時間、

任何空間之便利使用」， 提供消費者良好之使用體驗，應是產業多加著墨之處。  

參、商業模式的創新 

    近來出現越來越多販售mp3(DRM-free)音樂格式的線上音樂服務，例如全美最大的CD

零售商—Wal-Mart即於2007年8月開始販售來自Universal以及EMI唱片公司的mp3格式音樂

檔，並以低於iTunes之定價以與iTunes Store競爭，並投唱片公司所好，針對不同作品採取

差別定價(variable pricing)，而異於iTunes Store每首歌曲同樣收取0.99美元之固定定價151。

而最著名的B2C線上商城—Amazon亦宣佈將成立DRM-free之線上音樂服務，其中將包含來

自Universal及EMI唱片之音樂以及12,000個以上的獨立音樂製作，其採取了”mp3 only”的策

略，以迎合消費者喜好，使其所購買的音樂得以在任何的裝置上播放，此外，Amazon亦採

取差別定價策略，而其過去在販售CD之獨特商業模式例如顧客評論以及個人化推薦提供了

音樂消費者不同的購買體驗，並締造了銷售佳績，以此銷售基礎作為與唱片公司談判銷售

DRM-free音樂籌碼，加上唱片公司本身欲藉由提升音樂流通性以促進整體數位音樂市場成

長的企圖，使得此類DRM-free之音樂服務如雨後春筍般，逐漸浮現。 

    以目前的市場態勢來看，權利人對於參與開放的線上市場多半仍採取觀望態度，以線

上音樂市場來看，EMI 作為四大唱片公司的先進者，率先於 2007 年 5 月於 iTunes Store 提

供 DRM-free 音樂，其後 Universal 唱片亦加入此一行列，於 8 月宣佈將於 RealNetworks 和

Wal-Mart 以及即將推出之 Amazon、Google 線上音樂服務中提供 DRM-free 音樂，但未與

最主要之線上音樂服務 iTunes Store 合作。相較於 EMI 大規模地轉換銷售模式，Universal

此計畫則較具試驗性質，目前僅將進行至 2008 年 1 月，並進一步於此期間觀察消費者需求

                                                 
150 DRM Watch, Two New Surveys Show Increased Consumer Acceptance of DRM, available at: 
http://drmwatch.com//article.php/3692311,last visited: 2007/9/21. 
151 Brian Garrity, Underdog Amazon set to challenge iTunes, New York Post, available at: 
http://www.nypost.com/seven/08312007/business/lets_dance_baby.htm, last visited: 2007/9/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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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及此舉對於線上盜版所產生之實質效應為何。在目前採用 DRM-free 策略之效益未明的

狀況下，如果之後 Universal 決定將持續提供 DRM-free 之音樂的話，則勢必將對其餘兩大

唱片公司形成壓力，則其投入放棄使用 DRM 之陣容即為時間早晚的問題了。 

  

    另外以線上影視的部份來看，掌握內容的廣播電視公司以及電影製片等公司對於

YouTube 一類具有廣大觀眾基礎的網站可說是又愛又恨，一方面其提供了一種全球性的宣

傳平台，然而另一方面其所流通之影音內容多半未經合法授權，惟較可平衡之處在於其以

串流的方式提供視聽，相對較難複製，且所提供的影音檔案品質僅得稱上中等。而對於與

YouTube 合作，提供合法授權之內容上，權利人亦顯得戰戰兢兢，例如 YouTube 與 NBA

於 2007 年 3 月甫達成之授權中，將以新的頻道提供經授權的影片檔，而球迷亦可上傳自製

的短片，然而球賽精彩回顧等影片仍僅會在 NBA.com 上播放，而不提供該授權給

YouTube152，授權期間亦僅以該球季為限，顯然對於此種合作模式亦僅止於測試階段。 

 

肆、小結 

 即便是屬於測試性質的合作，對於權利人方面願意跨出這一步本研究認為仍應予以鼓

勵。在網路世界「注意力經濟」的環境下，商業模式的創新極為重要，才得以在茫茫大海

的氾濫資訊中吸引消費者目光，雖然並非所有商業模式的創新都會成功，然而網路經濟下，

使得企業能以更快速的方式進行模式的變更與轉換，相對所耗費的成本亦減少許多。是以，

企業應更積極地進行創新，以好的消費體驗獲取消費者的好評進而「呷好道相報」，再進

一步透過網路無遠弗屆之特性，以最低的成本達到最有效益之網絡效應。 

 

    而既然採用DRM機制在技術上有其保護的界限，線上傳輸對於唱片、電影等之銷售又

未有顯著影響，過度之限制反倒可能因為造成反彈而將消費者推向盜版的懷抱，並因而影

響合法內容之銷售，則何妨換個角度思考，既然目標在於追求利潤極大化，釣魚當然要選

在有魚的地方釣，因此應該儘可能的迎合消費者喜好，因應當前應用趨勢，著重於如何尋

求客戶滿意度，以實質增加營收獲利。對權利人而言，如仍須透過DRM機制以建立信賴關

                                                 
152 Miguel Helft, Google Courts Small YouTube Deals, and Very Soon, a Larger One, The New York Times, 
available at: http://www.nytimes.com/2007/03/02/technology/02google.html?ei=5070&en=a7994c7c118d06d8 
&ex=1190001600&pagewanted=all, last visited: 2007/9/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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係，則應致力於將限制及影響層面降至最低，在使消費者充分知悉使用規則的前提下，給

予其最自由之使用體驗。 

 

第四節 DRM之標準面問題         

    一直以來，皆有為 DRM 技術建立相關標準之呼聲，然而，DRM 應用的本質即在於其

獨有(proprietary)之特性，為追求極大化之利潤，業者紛紛圈地為王，希冀以獨有之技術及

硬體裝置、格式提供內容，以互不相通之使用將消費者套入其勢力範圍，是以在標準與獨

有 DRM 技術兩者看似矛盾之概念下，迄今尚未出現一統江湖的 DRM 標準。此外，數位

內容產業除涉及不同之應用領域例如音樂、電影、電子書等外，於各種不同的應用領域中，

自前端之內容供應商、DRM 技術供應商、內容服務供應商、硬體設備製造商乃至於消費

者，各有其自身利益考量，因此又更提升了 DRM 標準建置之複雜度。在權利人無法放棄

使用 DRM，又因各種獨有技術造成使用不便之反彈以及相關爭議之下，出現許多促進 DRM

互通性之倡議。對於剛起步或尚未成熟的數位應用領域，例如行動內容以及數位電視方面，

則有較積極的標準組織推動針對該利基市場之垂直式 DRM 標準，推動上亦較成熟領域來

的容易。本節將先大致介紹目前相關之 DRM 標準，再分別看垂直式之利基市場 DRM 標

準組織，以及水平式之 DRM 互通性標準組織，並分別舉 Open Media Alliance (OMA)以及

Coral Consortium 為例。  

壹、概況 

    數位內容產業中，各種應用領域皆或多或少皆有適用於該領域之 DRM 標準組織存

在，標準所涉及之內涵包括格式、權利表示語言、硬體裝置規格、互通性架構等。 

 

    由美國唱片業協會(RIAA)所推動之數位音樂版權組織(Secure Digital Music Initiative, 

SDMI)，目標即在訂定網路音樂下載規格，其特色為以數位浮水印(digital watermark)演算

法為基礎之版權審查技術，將相關使用規則指定於應用程式、設備驅動程式以及播放裝置

三個層面。電子書的部份則有國際數碼出版論壇(International Digital Publishing Foru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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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DPF)，其前身為 Open eBook Forum，目標在建立電子書方面之標準格式，以提升創作出

版之效率，促進內容之流通並提升消費者使用上之互通性，目前推出了兩種規格，一為 Open 

Publication Structure 2.0 (OPS)，主要用於編輯數位出版品，另一則為 OPS Container Format 

1.0 (OCF)，作為依據 OPS 編輯之出版品的標準壓縮格式，以供出版品之傳輸與流通153。影

片產業出現之新標準則為 IBM、Intel、Microsoft、Panasonic(Matsushita)、Sony、Toshiba、

Disney 和 Warner Bros.等資訊、家電業者與好萊塢電影業者所共同推出之 Advanced Access 

Content System (AACS)著作權保護技術，並已為兩大高解析度藍光影碟陣營—HD DVD 和

Blu-rat 所採用。相較於過去 DVD 所採用之 CSS 技術，AACS 為更強大、更有彈性且更為

全面性之 DRM 技術方案。 

 

    關於 DRM 之重要標準另有屬 MPEG-21 之下，關於權利表示語言之 MPEG REL，其

中 MPEG REL 已於 2003 獲得 ISO 之認可，然而始終未出現實際之市場應用，在權利表示

語言方面仍由微軟擁有關鍵股權之 ContentGuard 所發展之 XrML 獲得最為普遍之應用，而

XrML 亦為 MPEG REL 之技術基礎。另一種獲得實際市場應用之權利表示語言標準為公開

數位權利語言(Open Digital Rights Language, ODRL)所開發，已被納入開放行動通訊聯盟

(Open Mobile Alliance, OMA)之 DRM 標準中。 

 

    硬體標準方面，則有 2003 年始成立之安全視訊處理器(Secure Video Processor, SVP)， 

其創始會員為 Thomson、NDS 和 STMicroelectronics。SVP 主要係應用於數位視訊裝置例

如機上盒之數位視訊內容保護技術，而 SVP 規格中所採用之權利表示語言為其所自行發展

出之 Content Segment License (CSLs)。除了將定位聚焦於機上盒領域外，SVP 亦企圖將應

用領域擴充至行動裝置。 

 

目前市場上 DRM 運用之態勢呈現為由少數幾個專屬的 DRM 機制所掌控，而難以被其

他公開標準所取代，也因此使得消費者除了抱怨 DRM 機制過度限制外，也開始意識到欠

缺互通性所帶來之問題。在此背景下，出現了一些致力於解決互通性問題之標準組織或計

                                                 
153 IDPF, IDPF’s Digital Book Standards FAQs, available at: https://www.idpf.org/forums/viewtopic.php?t=22, last 
visited:2007/9/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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畫，其中最引人注目且關係密切的為 Coral Consortium 以及 Marlin Developer 

Community(MDC) ，兩者所使用之技術皆來自於 DRM 技術領域領導者—InterTrust，目前

為 Sony 和 Philips 所有。Coral Consortium 成立於 2004 年，企圖藉由服務供應商之技術架

構提供不同 DRM 機制間之作業互通性，其相關介紹請詳見下述專節說明。而 Marlin 則是

於 2005 年由 InterTrust、Sony、Philips、Matsushita/Panasonic 以及 Samsung 所聯合成立之

共同開發計畫案，目標在為可攜式數位媒體裝置建構互通之 DRM。Sony 於其新的連線可

攜式裝置以及相關之內容服務策略中採納了 Marlin 作為基礎，相較於 Sony 過去僅採用其

獨家之 OpenMG DRM 技術，此舉顯示了 Sony 之策略乃由專屬技術轉為與其他同業合作。

而 Marlin 於 2006 年 5 月公佈其第一代技術規格後，可望於可攜式影音播放裝置領域形成

Sony-Panasonic-Samsung 連線，與微軟、蘋果、OMA 四強鼎力之局面154。 

 

 而在 DRM 相關標準之建置上，往往在於專利技術授權以及權利金上遇到爭議，最明

顯的爭議發生於權利表示語言方面，由於普遍應用之 XrML 格式為 ContentGuard 所發明並

享有專利，ContentGuard 並進一步主張其專利權利範圍及於所有權利表示語言之應用而要

求其他廠商取得授權，此舉影響了其他權利表示語言之相關應用，例如公開數位權利語言

(ODRL)則是定位在提供免權利金之權利表示語言技術，因此 ODRL 便公開挑戰

ContentGuard 之專利有效性。而由於 DRM 相關之標準中皆有專利授權及權利金方面之問

題存在，使得許多組織實質上僅能稱得上是關於特定 DRM 技術之專利池，尚稱不上標準

組織。為就此情況而有所反動，因此 Sun Microsystems 便啟動一項 DReaM Project，企圖藉

由公開之社群合作，同時迴避目前既有之相關專利，開發具互通性之 DRM 技術規格。目

前開發較成功為 Project DReaM/CAS，係針對 IPTV 系統提供開放原始碼且免權利金之條件

接收技術。 

 

 如果從廣義的角度而非限制面向來看 DRM，則另一個可被視為公開權利管理標準的

為 Creative Common (CC)，其乃著作人欲授權他人使用其作品時之權利表示標準。而 CC

所採用之權利表示語言技術則來自於公開數位權利語言(ODRL)。由於 CC 具備了簡易且適

                                                 
154  InterTrust, Press Release, Marlin founders release technology specifications and announce developer 
conferences, available at: http://www.intertrust.com/main/news/2006/060508_specs.html, last visited:2007/9/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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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於 web2.0 強調個人創作之網路環境，因此就成為一成功的種權利管理標準上頗受看好，

例如微軟即針對 Microsoft Office 推出免費的新增應用，使用者得透過簡單的選項於其

Word、Excel 和 PowerPoint 文件中插入 CC 之授權條款155。 

 

貳、（垂直式）利基市場 DRM 標準組織—Open Mobile Alliance(OMA) 

    本文以「垂直式」來說明，適用於某特定數位內容應用領域或特定利基市場，並且貫

穿整個內容價值鏈之 DRM 技術標準。而在利基市場尚未成熟之際，欲由上而下推動貫穿

之標準，獲採納之機會較大，相對於一些涵蓋範圍較廣之標準組織，例如 MPEG-21，針對

特定市場之標準組織亦較易匯聚產業共識，成功機會亦大上許多。 

 

    近來最為成功的垂直式 DRM 標準組織為開放行動通訊聯盟(Open Mobile Alliance, 

OMA)，相應之授權組織為 Content Management Licensing Authority (CMLA)， 旨在為行動

產業建立一套開放性標準，進而有助於創造出由使用者需求所驅動之跨越國家、電信系統

營運商和行動終端設備之互動性服務。OMA 的創始會員包括有 Nokia、Motorola、Ericsson、

Vodafone、Verizon Wireless、Microsoft、IBM、NTT DoCoMo、Qualcomm、Sony 與 Sun

等產業內的重量級業者，目前已號召了產業內超過 200 家的系統業者、終端與網路設備製

造商、IT 廠商、內容提供者共同參與；而包含 Location Interoperability Forum、MMS 

Interoperability Group、SynchML Initiative Ltd.與 Wireless Village 在內的各大組織業已簽署

協議備忘錄，同意齊力鞏固 OMA 所倡導的理念 156。OMA 下設有 Requirements、

Architecture、Security、Interoperability、Browser &Content、Location、Push to talk over cellular

等 15 個工作組，針對在應用層上不同的移動加值服務制定相對應的標準157。 

 

                                                 
155 DRM Watch, 2006 Year In Review: DRM Standards, available at: 
http://www.drmwatch.com/standards/article.php/3651126, last visited: 2007/9/10. 
156  遠 傳 電 信 ， 最 新 市 場 情 報 ， Open Mobile Alliance (OMA) 成 立 ， 網 址 ： 
http://www.fetnet.net/servlet/ContentServer?pagename=@MobileMarketing/Page/mmMainPageT&c=Page&cid=11
22429697148&id=1120131142106, 最後瀏覽日期：2007/9/16。 
157 成功大學，多媒體行動電腦網路—開放行動通訊聯盟，網址： www.mmnetlab.csie.ncku.edu.tw/ 

class/mmnet94/presentation/OMA.doc, 最後瀏覽日期：2007/9/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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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針對 DRM 部份，OMA 之宗旨在為其他廠商提供有別於 WMDRM 以及 FairPlay 此類

專屬 DRM 機制之開放性標準，目前已推出了 OMA DRM 1.0 和 OMA DRM 2.0 兩種標準

規格，其中 OMA DRM 1.0 為適用範圍較狹窄之規格，主要適用較低階之手機進行較小型

內容例如螢幕保護程式和鈴聲等之傳輸，並僅提供後向限制功能，亦即僅能限制使用者將

數位內容傳給後續其他使用者；OMA DRM 2.0 則為較強大而有彈性之標準規格，係針對

具完整功能之多媒體手持裝置所設計，並具適用於家庭娛樂網絡和行動裝置的網域認證

(domain authentication)功能。而於 OMA 宣佈 OMA DRM 2.0 規格後，僅有一家基於此規格

之內容服務推出市場，主要原因在於 OMA DRM 2.0 於手機製造商以及電信系統營運商間

之評價不佳。而另一方面，OMA DRM 1.0 之應用則愈趨普及化，據估計於全球行動裝置

之安裝基礎上，與 OMA DRM 1. 0 相容或可藉由軟體下載而與之相容之數量達 5 億台。 

 

    由於 OMA DRM 所採用之權利表示語言技術來自於公開數位權利語言(ODRL)，故於

ContentGuard 積極主張專利權範圍之爭議的情況下，使得 OMA DRM 相關專利之授權以及

權利金計算上仍懸而未決，也因此增加了安裝複雜度之疑慮。而 MPEG-LA 針對 OMA DRM 

1.0 之相關專利結合為一個專利池，特為後續之安裝採用進行授權事宜，然其與無線通訊產

業所進行之授權條款談判已有一年半的時間未出現任何進展。 

 

    在 OMA DRM 1.0 相關專利授權爭議未決，而 OMA DRM 2.0 之推展停滯的狀況下，

將衝擊主要勢力在歐洲的 OMA 進入北美市場之機會。而北美市場中目前有兩家專屬 DRM

技術供應商崛起—Groove Mobile 和 Melodeo。其主要與北美電信系統營運商合作推出行動

音樂傳輸之服務，前者與 Sprint 及 Bell Canada 合作，後者則與加拿大的 Rogers Wireless

合作。而另一電信系統營運商—Cingular，則是與蘋果以及 Motorola 共同合作於美國推出

採用 FairPlay DRM 之行動音樂服務。由此可見，北美市場目前主要仍為各專屬之 DRM 技

術割據之局面。 

 

參、（水平式）DRM 互通性標準組織—Coral Consortium 

    隨著媒體消費模式正轉為家庭網絡之使用，內容流通於各裝置間之需求大幅提升，而

目前市場上刻意以封閉專屬之 DRM 技術各立門戶之情況所造成之使用不便，很可能驅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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消費者轉求非法之內容供應來源，且有礙於合法化內容服務之建置。有鑑於此，為達到「任

何內容、任何時間、任何地點」皆可自由使用內容之遠景，並呼應市場上對於互通性之需

求，因而成立了 DRM 互通性標準組織—Coral Consortium，其創始會員包含了 InterTrust、

Sony、Philips、HP、Fox movie studios、Matsushita 以及 Samsung。目前會員數達 35 個，

包括了四大唱片公司、三大電影業者、RIAA、MPAA、IFPI 和許多 DRM 技術供應商、消

費性電子產品製造商及服務供應商158，其會員分布可說是涵蓋了整個價值鏈的各環節。而

其目標在使各種數位內容得不受所採用之 DRM 技術、裝置以及媒體格式之限制而進行流

通互動，一方面尊重了權利人之權益，另一方面亦則因 DRM 運作之隱形化，從而提供消

費者更為正面之使用體驗，並進一步促使服務供應商得擴大其消費客戶基礎，最重要的，

即是使消費者免於在合法取得內容時，必須針對各種不同的 DRM 技術進行選擇。 

 

    Coral Consortium 之技術源頭同樣來自於 InterTrust，以名為 NEMO (Networked 

Environment for Media Orchestration) 之服務供應商技術架構來達成互通性之作業，目標在

於使各種 DRM 機制在此架構下之運作隱形化 (make DRM invisible) ，而非完全性地消除

DRM 機制之運作。在 NEMO 之核心架構下，包含三大部分，一是利用權利憑證 (rights token) 

來表彰權利以及內容使用之規則等，另一個則是以不同的 Coral 節點來執行認證、授權、

訊息安全等動作，最後則是在各節點間進行彈性且依據計畫之訊息傳輸。而此架構可依據

不同市場需求輕易地進行相關修正。而在 NEMO 架構下之主要節點有三種，一是權利保險

箱(rights locker)，負責管理使用者帳號，並將之與特定的「域」(domain)做連結；另一是「域」

管理節點(domain manager)，負責管理整個「域」，並將該「域」與一組帳號和一組終端設

備做連結；第三個則是會員終端設備(member client)，即與特定之單一「域」做連結，而從

屬於該「域」之終端設備，並算入該「域」中可獲得連結之裝置數量。 
                                                 
158  Promoter Membership of Coral Consortium: Hewlett-Packard Corporation, IFPI, Intertrust Technologies 
Corporation, Koninklijke Philips Electronics N.V. , LG Electronics, Matsushita Electric Industrial Co., Ltd. ,NBC 
Universal, Inc., Samsung Electronics Co., Ltd ,Sony Corporation, Twentieth Century Fox Film Corp. 
Contributor Members: Advanced Digital Institute, Cloakware Inc., Entertainment Merchants Association (EMA), 
EMI Music, Gibson Guitar Corporation, INKA Entworks, Kenwood Corporation, Motion Picture Association of 
America, Motorola, National Association of Recording Merchandisers (NARM), NXP Semiconductors, PacketVideo, 
Recording Industry Association of America (RIAA), SecureMedia Inc., Sony BMG, Starz Entertainment, LLC, 
STMicroelectronics, N.V., Sun Microsystems, Thomson, Universal Music Group, Verimatrix, Inc., VeriSign, Inc., 
Warner Bros. Technical Operations Inc., Warner Music Group. (Coral Consortium, available at: 
http://www.coral-interop.org/main/membership/index.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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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上述架構分工下，典型的 Coral 生態系統運作如下159：（請參照圖 3-8） 

1. 設備搜尋： 

   首先，先將各種分別支援不同 DRM 技術之終端設備與特定「域」做連結，此時由某媒

體中心 (media center) 做為門戶匝道，透過家庭內部網絡之 UPnP 通訊協定160搜尋所有該

網絡內之終端設備； 

2. 連結註冊： 

   運作於該媒體中心之 Coral 節點便會與 domain manager 進行聯繫，要求將該些終端設備

與該特定「域」做連結。而消費者則將其購買內容所取得之權利憑證註冊於其指定之 rights 

locker； 

3. 權限比對： 

   該些權利憑證會被傳輸至該特定內容原有之 DRM 授權服務中心，該授權服務中心透過

Coral 界面之整合，因而可以接收權利憑證，並且將該權利憑證轉化為含有權利人指定使用

規則之原始 DRM 格式； 

4. 執行播放： 

   該內容之原始 DRM 授權以其原始之 DRM 機制傳輸至媒體中心，此部份則不屬 Coral 

架構，最後該作為媒體中心之終端設備即可播放該取得授權之內容； 

5. 權利移轉： 

   當使用者以第二種終端設備透過 UPnP 瀏覽其目錄而欲以該終端設備播放時，則需透過

位於媒體中心之 Coral 節點向權利中介 (rights mediator) 發出權利移轉之請求，使同屬該

「域」之第二種終端設備得不須再進行另一次交易而取得同一內容之授權認證； 

6. 認證核可： 

   該權利中介會向 domain manager 確認該第二種終端設備屬於該「域」之會員終端設備，

並向 rights locker 確認該權利憑證確係經合法購得，經認證核可程序後，則重複上述權限

比對以及執行播放之程序，則該第二種裝置得以其原始之 DRM 機制以及格式播放該內容。  

                                                 
159 Coral Consortium, Coral Consortium - A Scenario, available at:  
http://www.coral-interop.org/main/faqs/Coral.Scenario.pdf, last visited: 2007/9/9。 
160 Coral 架構並未限定特定之搜尋機制，因此可採用其他不同之方式進行搜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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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8  Coral 基礎架構運作圖示 

 資料來源：Coral Consortium 

 

    Coral Consortium 之所以被看好，在於此乃因應需求而起之市場機會，加上不過度設計

之簡易特性，使其得以在不破壞各家既有之 DRM 機制運作下達到互通性之要求，並成功

地在不破壞 WMDRM 之運作下與其互通，惟其於進入市場上最大之障礙仍在於無法與蘋

果取得合作。而 Coral 架構另一可取之處在於儘可能地平衡各方之利益需求，以前端之內

容供應商來說，其內容可透過任何可信賴之裝置或服務獲得最大之能見度，也因其內容可

更彈性、持續地運用而增添其價值，並因此而衍生更多變的商業模式，更重要的是移除了

分割市場之 DRM 障礙，提升消費者接觸合法管道之頻率，進而促使合法內容更為流通。

對於服務供應商而言，則可透過 Coral 之技術以單一服務支援各種不同之裝置，並聚集各

種不同之內容供應來源，站在消費者之一方為其管理「域」和相關之授權，更可結合其他

的服務使其間關係更為緊密。就設備製造商而言，則可依其自身之商業和技術需求考量，

維持其就 DRM 機制以及格式採用之選擇權，並可保證其所生產之裝置設備可讀取採用各

種不同 DRM 機制或格式之內容，而可進一步聚焦於生產更吸引消費者之新產品。至於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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端之消費者，則可因 Coral 技術之應用，免於購買內容或裝置時將 DRM 作為考量因素，而

註冊於同一個生態系統領域中之內容，可流通於所有數個該「域」之各種裝置，因此賦予

消費者針對裝置、服務供應商、內容等有更廣泛之選擇以及控制161。 

 

    由於 Coral 架構主要希望由服務供應商來採用並支撐整個運作，並且以可綁住消費者

以及可進行跨平台交易作為誘因，使服務供應商願意提供與 Coral 架構相容之服務。然而，

目前 Coral 聯盟會員中最缺乏的參與者便是服務供應商，目前僅有同屬時代華納集團之

AOL 和 Time Warner Cable，其餘並無任何 ISP、電信公司或有線電視公司參與。因此，為

使其推展更為順利，勢必得更積極地爭取價值鏈中的服務供應商參與。  

 

肆、小結 

 
    目前 DRM 相關之標準組織有許多，而由其建置過程可以發現，目前主要發展有針對

特定利基市場之垂直式標準建構，另有追求各 DRM 機制間互通性之水平式標準架構，目

的在使權利人得繼續採用 DRM 以保護其著作，使用者則可在干擾及影響最小之狀況下獲

得較佳之使用體驗。 

 

    在 DRM 標準之建構上，遇到之困難阻礙主要在於相關專利授權問題以及各方之利益

衝突。不論何種 DRM 標準之建構和推動，皆需要價值鏈上各環節之參與，而前提在於必

須能儘可能平衡考量各參與者之利益，畢竟本質上各參與者之主要目的皆為獲取商業利

益。尤其在解決互通性問題上，單靠建立相關之標準並無法切實解決問題，甚至單靠技術

本身亦無法解決，最終之關鍵仍在於權利人願意使其著作於何種內容傳輸運作機制下進行

流通。 

 

 

 

                                                 
161 Coral Consortium, Coral Consortium - An Overview, pg13-16, available at:  
http://www.coral-interop.org/main/faqs/Coral.Overview.pdf, last visited: 2007/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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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節 小結—DRM 之可行性 
 
壹、利益衝突與衡平 
 
     由上述各個角度來剖析 DRM，其實不難發現，DRM 機制存在與否之問題核心在於

利益衝突，對於內容供應商或著作權人來說，欲藉由 DRM 之實施來確保其權益，以追求

極大化之利潤；對於服務供應商而言，則欲藉由 DRM 換取內容供應商或著作權利人之信

任，進而得提供其服務；就硬體設備製造商來說，不論是否採用專屬技術以圈住消費者，

其所生產之播放裝置必然皆支援開放格式 mp3，其主要目的在於硬體銷售量之企圖心便由

此可見一斑；對最終端之消費者來說，追求之利益不外乎便於使用，最好是毫不設限。 

 

    也因為價值鏈上各端皆有各自之利益考量，是以在追求利潤極大化之驅使下，皆企圖

掌握主導整個價值鏈。以目前之態勢來看，內容供應商由於掌控了關鍵性之內容來源，因

此在整個價值鏈上之地位仍屬關鍵，惟在服務供應商以及硬體設備製造商以各種專屬技術

套牢消費者，並以提供各種服務而更貼近消費者之情況下，內容供應商在授權談判上所擁

有之談判籌碼漸趨削弱，其於價值鏈上所處之關鍵地位亦顯得岌岌可危。 

 

    而藉由立法賦予著作權利人「接觸權」(access right)，除了顛覆合理使用機制所欲維繫

之公私益平衡外，在競相追求各自利益之情況下，DRM 之運用與原先許多立法及制度設

計之目的背道而馳，原欲用以保護著作權人權益之立法，反倒成為其他業者用以作為搶奪

市場、限制競爭後盾。雖然美國已有相關判決試圖回復科技保護措施等立法所造成之傾頹，

但在受美方壓力而遵循 DMCA 立法標準的其他國家，例如我國著作權法，並不一定有相

關的判例做為立法之補充，是以，相關立法在不同國家仍可能對於合理使用造成不同程度

的影響與衝擊。 

 

    因此，本研究認為，雖然 DRM 存在的理由是為了保護、尊重智慧財產權，然而在此

粉飾之表面下，真正的本質乃是價值鏈上各端為了追求自身利益極大化下所採行之手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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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DRM 之可行性 
 
    從技術面來看，以 DRM 作為保護著作防止未經授權之非法傳輸流通有其侷限性，因

為不管任何技術都不是百分之百牢不可破的，也正基於此一特性，才會透過立法禁止他人

規避權利人所施以之技術手段，在權利保護上多建築一道防線。DRM 相關之立法所賦予

權利人超越著作權法之權能，並犧牲了合法使用者以及公眾之權利以達到保護著作權利人

之目的。而相關立法亦淪為業者用以限制競爭之工具，進而可能產生抑制創新的後果。 

 

    保障權益、追求利潤乃天經地義，最終皆是要吸引消費者願意掏腰包換取合法之內容

以及相應之服務與裝置。因此，在追求利潤之前提下，最終仍須回歸如何吸引消費者，因

為對於內容產業而言，最好的行銷方式便是促進創作之流通散佈以增加更多的閱聽大眾。

然而，目前商業應用中的 DRM 多半以限制的手法管控創作之流通，並因限制而對消費者

之使用造成諸多不便。數位化之應用本即應帶來便利性，然而技術手段之實施卻違背了消

費者原有之期待，使得許多既有之合法使用行為態樣反而受到限縮，種種限制因此可能使

得消費大眾由期待落空，甚至演變為更激烈的負面舉動，反而促使其轉而尋求沒有限制又

無需付費之非法來源，對於權利人來說，更是得不償失。 

 

    因此，不論從技術、法律亦或管理面向來看，DRM 之實施都無法達到防範盜版、追

求利潤的目的。縱使目前有相關標準組織致力於互通性之推動，以提昇使用之便利性，但

除了消費者之使用體驗得以因此有所提升外，業者仍需負擔相關建置成本於維護一個不甚

具有效果的技術系統，尚須承擔背後之風險。是以，整體來看，本研究認為 DRM 不具可

行性。採用 DRM 系統並不表示權利人就其著作即得擁有絕對之掌控，反倒像是花錢買個

心安。以目前的產業環境來看，尚難以說服權利人完全放棄採用 DRM 機制，則在此情形

之下，DRM 系統之建置應更致力於在權利人之權利保護以及使用人之合理使用權利間取

得平衡，盡可能地減少對於消費者使用上之影響，以確保消費誘因，避免造成反效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