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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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51

第五章 研究發現、結論與建議 
 

第一節  研究發現 
 
針對本研究探討之問題所得到之研究發現分別如下： 
 
研究問題一 
 
【 DRM 之實施對於數位時代下的合理使用造成什麼樣的衝擊？】 

 

 

 
【說明】 

    在著作權法規範下，著作利用人享有一定的合理使用空間，例如無法按時收看某節目

時，得以預先錄製待日後觀賞，或是將 CD 備份放置於車上聆聽，亦或於親友間傳閱某本

暢銷著作，這些司空見慣的行為，卻隨著時代之進步反倒被控制限縮，權利人得以藉由 DRM

技術，將其所得以控制的範圍延伸進家庭個人使用領域，進而顛覆了著作權法制中平衡公

益與私利的重要機制。此外，著作權保護期間屆滿之著作進入公共領域之目的即是為了豐

富人類所得以共享之文化資產，卻因為 DRM 技術之實施，使得業者得以限制大眾使用此

種文化公共財，以謀求其自身的利潤，顯然與整體著作權法制之設計有所相違，也出現

了”copy left”一派的反動，例如 Creative Commons 的出現。 

 

 

 
【說明】 

    科技保護措施之立法，即是因應網路時代來臨所作的規範，目的就是要保障著作權人

之權益，而使其得運用技術手段以保護其著作於網路世界之流通，禁止他人以不正當之手

段規避掉著作權人所施加之保護。然而，這樣的立法卻被無限擴張，許多非屬著作權人之

廠商便利用此反規避條款之規範，遂行其限制競爭之目的，並因此而產生了抑制創新的疑

研究發現一： 
DRM 之實施使得許多傳統時代下所享有之合理使用空間遭到限縮。｣   《第 73 頁》

研究發現二： 
科技保護措施之立法成為廠商競爭之工具，悖於原先之立法目的。 《第 75、81 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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慮，使得科技保護措施之立法，由為控制內容以對抗未經授權重製之目的，轉而成為業者

控制市場以對抗其所不希望面臨的競爭之工具。 

 

研究問題二 

【 DRM 之實施是否具經濟效益？】 

 

 
 
【說明】 
 
    沒有任何技術是十全十美毫無漏洞的，在 DRM 隨時可能遭到破解的情況下，權利人

更須透過科技保護措施之立法為其加設一道防線，更須透過不斷的更新修護以鞏固其系統

運作。當該 DRM 技術是向外授權而來時，必須為此付出一筆技術授權金，如果是自行研

發，則不斷地與攻擊行動對抗的過程，所需耗費的研發資源亦相當可觀。而在網路世界中，

只要有少數幾個人有辦法將授權與內容間之連結移除並予以散佈，即可在短時間內散佈到

世界各地，在目前多數的數位內容皆採取「實虛並存｣的銷售模式下，此種散佈是相當難以

防堵的。 

 

    除了技術上有保護之極限外，因施加使用障礙而造成的消費者反彈進而導致相關訴

訟，對於權利人而言更是另一種的成本消耗，除了為因應訴訟所支付的律師費用、損害賠

償費用外，最嚴重的是對企業所造成難以彌補的商譽損害。 

 

    對於內容產業而言，賣座的關鍵在於人氣，如果因為限制過多引起消費者抵制的話，

勢必會造成消費群眾的流失，從而減損其收益。 

 

    是以，DRM 之實施在技術上無法獲得百分之百的保證，法律上又存在著相當大的風

險，更可能因為實施的不慎造成企業無法回復的損害，整體而言，DRM 之實施為權利人

所帶來之弊大於利，不符合成本效益。 

 

研究發現三： 
以 DRM 作為保護手段不符合成本效益。                       《第 95、120 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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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問題三 

【 DRM 於數位內容產業價值鏈中所扮演之角色為何？】 

 

 
 

【說明】        

    從本研究個案研究發現，各種產業情境有其各自的訴求，也因此會造就不同的使用特

性和消費模式，而包含了商業模式於其中的 DRM 機制，則須相應於上述之差異而作調整。

在不同產業情境下，各種內容在傳統與數位時代中之使用行為和取得來源的差異性，也會

影響到 DRM 在該產業中之適用性以及存在必要性。電子圖書產業由於早有合法之免費取

得管道，加上閱讀習性轉變之困難度而造成市場拓展之不易，因此如在電子圖書領域中實

施 DRM 機制顯得沒有必要，且有礙於市場之成長。數位音樂領域則因其使用特性和行動

性之需求，使得盜版傳播能力較佳，也不存在免費合法取得管道，是以採取 DRM 保護手

段相對而言所能發揮的效益較圖書領域來得好。 

 

 

 
【說明】 

    DRM 之應用尚會因價值鏈之主導權由何者所掌控而有所差異。由於價值鏈之各端皆

欲取得主導權，企圖控制掌握整個價值鏈，例如硬體製造商會希望給予消費者較便利之使

用而不一定會採納所有標準規格，例如數位輸出解析度控制，相對的，內容供應商則會在

同意授權供應內容前，要求設備廠商將其要求之功能特性加進裝置中。是以，DRM 之應

用會因價值鏈中各端權力角力之結果而不同。  

 

    此外，DRM 系統之控制程度高低亦會因為實施廠商之市場優勢地位而有所不同。當

實施 DRM 之廠商在市場中佔有優勢地位時，則有較強的誘因希望套牢消費者以強化其市

場地位，並因其所具備之市場力量，使其在相關談判運作上握有較大的談判籌碼，因此會

研究發現四： 
DRM 相應於不同的產業情境有不同的應用模式和重要性。       《第 95、143 頁》

研究發現五： 
DRM 相應於不同的產業地位亦有不同的應用模式。             《第 99、120 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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採取較為封閉的系統，而拒絕互通性之要求。反之，當產業中有其他的替代方案而使得實

施 DRM 之廠商不具有優勢地位時，多半會較為折衷，在專屬系統中另闢一個開放的途徑，

支援其他公開格式的運作，以增加其產品的吸引力。 

 

    是以，DRM 除了作為保護著作之手段外，亦成為價值鏈中廠商進行商業競爭的工具，

在相互角力之下，往往忽略了消費大眾之利益。另外也可以發現，DRM 之設計其實相當

具有彈性，可因應不同的商業需求為不同之設計，因此實施 DRM 之關鍵並不在於技術，

也不在於法律，其本質乃是商業利益。 

 

 

 

 

【說明】 

    就如同各國對於智慧財產保護的強度隨其經濟發展程度會有所差異一樣，依據不同的

市場環境，DRM 之重要性亦有所不同。以歐美市場而言，消費者普遍對於智慧財產權有

較健全的認知，因此對於 DRM 機制所將造成之限制以及影響亦有較深刻的體驗，也因此

產生較大之反彈。反觀台灣市場就 DRM 之應用則未出現較大規模之消費者爭議，分析其

主要原因可歸因於台灣民眾較缺乏智慧財產權保護之觀念，因此，對於權利人而言更須有

DRM 作為保護的後盾，始願意將其內容授權予線上內容服務供應商。此外，由於台灣消

費者對於合法內容之價值感較低，因此也限制了商業模式的發展，例如尚未能開展全面性

之付費下載服務。 

 

 

 
【說明】 

    主流供應商由於掌握了 80/20 中，80 的主流市場，有較多的資金可運用於宣傳活動上，

知名度較不成問題，因此多半著眼於銷量之提升，以回收所投入之龐大資金。對於獨立製

作內容供應商而言，著眼點則在於如何例如網路傳播之特性，提升創作人之知名度，並耕

研究發現七： 
主流內容供應商和獨立製作內容供應商面對 DRM 之著眼點截然不同。《第 32、34 頁》

研究發現六： 
在不同市場環境下，DRM 會產生不一樣的衝擊，亦造就不同之商業模式《第 129 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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耘於各個小眾之利基市場，以累積長尾效應。是以，從目前 DRM 之運用上，主流供應商

多半較為積極，而獨立製作內容供應商則多半採取 DRM-free 之策略，以增加其內容之流

通性，擴充群眾基礎。 

 

研究問題四 

【 DRM 未來發展之趨勢走向】 

 

 

  
【說明】  

    在較為發展相對成熟之數位內容產業領域，例如數位音樂，其相關之標準多半是由權

利人所主導運作，例如 RIAA 推動之數位音樂版權組織(SDMI)，利用數位浮水印技術指定

其使用規則，並要求硬體設備製造商生產相容裝置。而在新興發展領域，例如行動通訊內

容和數位電視領域，則是在產業興起階段，由上而下集結價值鏈上各參與者加入相關標準

之制定，以整體性的推動相關標準和規格，帶動整個產業的發展，因此，開放行動通訊聯

盟(OMA)和數位視訊廣播(DVB)此種標準組織在產業中即扮演了領導角色，亦掌握較大之

主導權。 

 

 

 

 
【說明】        

    由不同供應來源取得之數位內容，採用了不同的 DRM 機制，以執行各家不同的商業

模式。取得內容尚須硬體的支援播放使得欣賞，而不同的硬體裝置往往又支援不同的 DRM

機制，因此很可能發生買了某個影片，回家卻無法使用既有的機器播放之情況。更有甚者，

例如蘋果的 iTunes Store/FairPlay/iPod 生態系統，利用 DRM 技術將服務與硬體裝置捆綁，

研究發現八： 
DRM 標準組織於新興應用領域漸掌握主導權。                     《第 108 頁》

研究發現九： 
因應數位家庭時代和行動時代來臨，互通性成為 DRM 之改革趨勢。《第 55、109 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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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不兼容購自其他線上音樂商店之音樂檔案，迫使消費者於消費的同時，尚須就不同的

DRM 機制進行選擇。 

 

    在數位家庭時代來臨之際，內容可在家中各種播放裝置間流通觀賞成為必備的要件，

不同產業採用了不同的 DRM 機制，同一產業中各家 DRM 機制又各自為政，對於消費者

使用上造成相當大的不便，有鑑於上述之弊端，因此開始出現提倡互通性之聲浪。其中最

被看好的技術解決方案便是由 Coral Consortium 所推動。另外，在行動時代下講求「任何

時間、任何地點」之便利性要求下，互通性問題之解決亦成為 OMA 的工作要項之一。  

 

 

 
 

【說明】 

    由於 DRM 機制運作而產生眾多之爭議與反彈聲浪，因此在 DRM 機制的設計上，漸

漸開始採用限制較小的技術，例如僅作權利表彰之用之數位浮水印技術，而不是目前常見

的編碼加密技術，如此一來，對於使用者所造成的限制較小，亦使得 DRM 技術由事前的

控制防範漸漸走向事後侵權比對認證之工具，較能平衡兼顧權利人以及使用人之權益。 

 

    另外，四大唱片公司的 EMI 和 Universal 皆以跨入提供 DRM-free 音樂之服務，前者為

全面性的轉變銷售模式，後者則較屬測試性質，在銷售範圍與期間上有所限制。因其 DRM

策略之轉變所帶來的實質效益未明，值得後續觀察。 

 

 

第二節  研究結論 

 

    DRM 之建置須考量科技、法律與管理三個層面，環環相扣，不同的技術例如編碼技

術和浮水印技術，對於使用權利上會有不同的影響，相對的使用權利受到法律的保護程度

亦會影響技術實施的程度。而 DRM 系統之建置亦須相應於商業模式以及相關的經濟利

研究發現十： 
DRM 技術應用上漸往限制較小之方向靠攏，主流業者開始採用 DRM-free 模式。   
                                                     《第 32、103、128 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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益，例如當較具市場優勢地位時可採行較為嚴格的控制，而當某種 DRM 系統必須與其他

系統相競爭時，則必須具備較高使用者友善度之設計。由此也可以看出，技術本身是中性

而不具是非對錯的，而 DRM 運作之關鍵在於商業設計運用，因此 DRM 所產生之爭議的

本質並不是科技問題，亦非法律問題，而是商業利益。網路時代除了帶來傳播媒介的轉變

外，於產業中也新增了 middlemen 一塊，使得整個產業鏈上各個參與者間的權力角力更加

激烈，亦增添了商業利益上之衝突與複雜性。是以，本研究認為，面對 DRM 之問題，必

須綜觀價值鏈之各端的權力／利角力，並以經濟思惟加以看待處置。 

 

    隨著科技之發展演進，許多著作之創作應用皆發生於網路世界中，以網路點閱文章為

例，由點擊的動作之後乃至於文章呈現於讀者眼前，即經歷了一連串的複製，而這一連串

的複製便涉及到了著作權法所賦予著作權利人之「重製權」，也因此種技術上的本質，而

造成許多自由使用的權利反倒因此受限。在現實世界中，書籍擁有人可以將其所購得之書

籍與其他親友分享傳閱，這樣的動作不會侵害任何著作人所享有之著作權能，因此不產生

須以「合理使用」作為抗辯之事由；然而在虛擬世界中卻不然，將所擁有的電子書檔案提

供予其他人，便會產生複製，也就出現了侵害「重製權」的問題，此時「合理使用」便成

為著作利用人為確保其使用自由之最佳後盾，也因此在數位時代中，著作權法之「合理使

用」扮演了更加重要之角色。在著作利用人強烈倚賴「合理使用」作為抗辯的情境下，DRM

技術本身除了某程度限縮了合理使用之範圍外，連許多自由使用著作物之能力亦受到剝

奪，加上科技保護措施等立法，更為著作之使用上了另一道枷鎖。在技術與法律雙重限制

的情況下，對著作利用所造成之不便與因此而來之反彈可想而知。 

 

   就目前的產業環境來看，DRM 之應用在企業或政府機密文件的流通應用上具備極大的

重要性及必要性，而其應用亦是相當成功的；然而，DRM 之應用從 intranet 進入到 internet

的領域便產生了不同的效應，所產生的最大問題便在於不同權利人所採用之不同 DRM 機

制間因欠缺互通性所造成之使用不便。 

 
   綜合上述之觀察分析，本研究認為，在網路時代中欲藉由 DRM 來保護著作，防堵非

法傳輸現象是不可能的。要防堵非法傳輸，前提必須是要能防止內容被上傳到網路，但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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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為止，尚未出現成功的案例，而盜版問題也無法永遠消失192。以 DRM 作為因應之道，

除了必須為 DRM 付出維護成本外，亦將使得採用 DRM 限制之內容所具有的經濟價值不

如自由流通之內容，因為限制所帶來的不便會降低對合法內容的消費意願。實施 DRM 或

許可以降低幾個百分點的盜版率，並因此提升了合法內容的銷售，但相對於限制所流失的

消費群眾，很可能是得不償失的。是以本研究認為，從整體經濟效益角度出發，欲以 DRM

達到防堵盜版傳輸等是不符合成本效益的。 

 

    對於 DRM 應用的態度可能會因不同產業情境何市場環境成熟度等而有所差異，但是

最終回歸問題的本質，之所以要藉由 DRM，同時高舉著保護智慧財產權的口號來保護內

容，目的即是為了要確保利潤，避免非法傳輸吞噬應有的合法市場，因此在「尊重著作權｣

此一冠冕堂皇之理由背後，問題的根本關鍵在於”MONEY”! 然而，在施加種種限制的情況

下，卻未能達到拓展合法市場的目的，反倒限制其本身之發展。相信權利人也都清楚地了

解目前未經授權而流通之數位檔案的氾濫程度，嚴格執法對於權利人而言亦非難事，任挑

一位路人並檢視其 mp3 播放器中的檔案，即可清楚知道盜版與非法之比例為何。而未進行

此類全面性掃蕩之原因便在於其可執行性，除了成本外，亦將造成消費者的反彈，另外一

個關鍵亦在於權利人本身的矛盾情結，基於內容產業之特性，自然希望其內容之閱聽基礎

越廣越好，因此除了執行面之不可行外，對於權利人而言或許亦存有一種「可容忍盜版率｣

之限度。是以在追求利潤之前提下，或許應該換個角度來思考，什麼樣的方式才能帶來最

實質且符合經濟效益的結果。對於內容產業而言，人氣絕對是成功與否的關鍵，因此應該

更著重於如何提升整體的消費群眾基礎，以「養、套、殺｣之步驟循序漸進地拓展市場，最

終為權利人帶來實質的收益。最佳的例證便是哈利波特一書，在實體書籍發行的當天便已

遭上傳至網路流通，但作者羅琳女士卻不會大張旗鼓地要求杜絕此一非法現象，因為他已

清楚地了解，愈廣泛的散佈可累積更多的人氣，進而為周邊商品及其他相關營收帶來無限

的成長可能，而此正是「養、套、殺｣之極至展現。此外，不論是銷售實體產品，亦或在網

路世界中銷售數位音樂、電子圖書或線上影視內容，都不脫離一個原則，那就是追求顧客

                                                 
192 由於盜版問題無法完全消滅，也因此有學者提出「可容忍盜版率」之理論（劉江彬，2006），認為依據

各個國家經濟發展程度與智慧財產保護程度之差異，而有相應之可容忍盜版率。詳請見：影因著作盜版問題

之因應策略及措施研究（第一年），經濟部智慧財產局研究計畫（20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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滿意度。在使用者付費的概念逐漸建立的情況下，有好的商業模式、合理的定價和良好的

品質吸引消費者，自然都會願意付錢。 

 

    既然無法防堵非法傳輸之現象，則不妨與之直接面對面進行作戰。權利人掌握了關鍵

的內容，則可以針對盜版的弱點提供更優質的服務，例如較佳服務品質、內容品質和傳輸

品質和效率等。此外，亦可藉由商業模式的創新，提供消費者更好的消費體驗，例如記錄

消費者瀏覽習慣偏好，於其連結到內容服務網站時，便自動推薦符合其偏好之作品，或是

提供消費者更好的內容管理工具，藉由種種加值性的服務，強化消費者正面的消費體驗，

進而提升其忠誠度。定價策略上，亦可採取較為彈性的方式，重點是必須合理，避免因過

高的定價而驅使消費者尋求免費的非法來源。 

 

    綜上，本研究認為，就我國目前數位內容產業發展之情境來看，現階段或許有採取 DRM

進行保護的必要性，以便在推動合法消費市場之際，平衡兼顧保護著作權人以及著作利用

人之權益，儘可能地避免合法的著作遭到無限制地重製與散佈，確保權利人之營收以及創

作誘因，為社會帶來更多的文化資產。然而，在虛擬世界中欲全面防堵非法散佈有其技術

上之侷限性，加上盜版持續居高不下，消費者多半已養成了免費取得之使用模式與心態，

因此長期而言，或許應設法從創新的商業模式來扭轉此態勢，以符合消費者之使用需求，

在使消費者充分知悉之前提下，盡可能地隱形化 DRM 所帶來之使用不便。 

 

第三節  研究建議 

    依據本研究之結論，DRM 對於防範盜版不具可行性，然而在難以說服權利人完全放

棄使用 DRM 的情況下，本研究分別從幾個方面有下述之建議： 

 

【科技層面】 

    首先在科技層面上，可試著往限制較小的方向走，由於目前所使用的 DRM 多採用編

碼加密技術限制著作之接觸與使用，使得 DRM 因此被稱之為”Digital Restriction 

Management”，再加上業者往往採用不同的格式、不同的 DRM 技術對應到不同的硬體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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置，增加了消費者使用以及選擇上困難與複雜度，而須受限於特定之軟硬體環境。是以，

為在著作權利人與著作利用人之權益間取得平衡，本研究建議可改採用數位浮水印的方

式，由積極限制轉為消極防禦，一來可以為著作權利人權利遭受侵害時提供證據，作為防

禦的後盾，另一方面也可減少對於著作使用上之限制，使著作能在合法範圍內自由地使用，

以增加著作之價值。 

 

    另一個可供參考的為 Sun Microsystem 所推出的 DReaM 計畫，姑且不論其推出此計畫

背後之商業意圖何在，由其試圖將產業遊戲規則轉為開放環境的做法，的確可提供作為參

考。例如計畫提出以建立追蹤機制之方法，讓使用者得以解除使用限制，惟仍保留使用者

之使用記錄，為權利人確保權利未遭侵害之防禦手段，另外採用開放原始碼之方式開發

DReaM 系統，因此任何第三方皆可依據其規格開發相容之系統，內容之使用權利因此不再

需要依附於特定之系統193。 

 

【法律層面】        

    在市場機制運作無法因應複雜的問題而呈現出市場失靈的狀態，使得整體社會福利因

而減損時，或許可藉由政府力量以立法的方式謀求解套。然而，立法往往難以跟上科技變

化的腳步，加上立法的結果常使得該法律遭到濫用而悖於立法目的。縱使權利人採用各種

保護技術來增加複製的困難度，並以訴訟的方式作為遏阻的手段，雖然短期可以抑制盜版

率的提升，然而長期來看，仍然難以徹底根絕盜版問題。因此，本研究建議不妨可以考慮

採用多數歐洲國家以及加拿大等地所採行之課徵制度，亦即針對每台銷售出的硬體播放裝

置，課徵一小部份的數額，填補權利人因該播放器之使用而可能減少的利潤缺口。惟採行

此種方式的前提，在於課徵數額的合理性，避免造成硬體製造商或消費者過大的負擔，以

免對於此一體系之運作造成影響。 

 

                                                 
193  Sun Inner Circle 權力核心電子報， Sun 實驗室深入報導：探索電腦運算的未來，網址：

http://tw.sun.com/innercircle/0612/feature.html，最後瀏覽日期：2007/9/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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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更重要的是，在推展數位內容產業發展之際，亟須政府政府展現決心，建置法治環境，

一方面保護尊重智慧財產權，另一方面透過法規鼓勵產業發展，使法律規範從被動的守門

員角色轉為積極地帶動產業提昇的促進者角色。 

 

【管理層面】     

    向來著作權利人對於新科技之出現總是保持較為保守的態度，例如過去錄影機的出

現，原本受到好萊塢影業所大力反對，然而後來的事實證明，錄影科技的發展使得好萊塢

影業從錄影帶市場細水長流的營運中所得之獲利超過了院線放映市場。是以，科技之發展

可為著作帶來更為廣泛之應用，進而為權利人帶來更為豐厚的利潤，而這些影響，往往是

權利人所無法預想的。因此，面對網路世界來臨，權利人更應思考如何積極運用科技的進

步為其創造更大的收益，另外，亦須避免一味的單面利益思考模式，而須同步思考其營運

模式之經濟效益及影響與消費者之福利，因為市場機制最終仍是取決於消費者之選擇。 

 

    如本研究前揭所示，雖然消費者對於 DRM 之認知度及容忍度皆有所提升，對於保護

著作亦持正面意見，然而消費者更為注重的是商品的多樣性及吸引力、價格合理性、欣賞

便利性與即時性等，是以，在盜版無法完全根絕的前提下，關鍵便在於如何創造一個能讓

最多使用者願意付費的環境。有別於實體內容的銷售上，權利人往往須負擔製作、製造（壓

片、印刷等）、配銷、實體店面等營運成本，數位化的銷售模式使得權利人有更豐沛的時

間與金錢直接面對消費者的需求，因此營運上的重點即在於如何吸引最多的消費者以及如

何促使消費者持續購買，建立消費者忠誠度以提升回購率，此部份則有賴於商業模式上的

創新，提供消費者加值性的服務，例如可提供消費者許多個人化的使用模式，或是在網路

商店中建立討論社群，藉由消費者間的交流互動建立群體認同，提升消費者持續瀏覽的誘

因，同時又可以達到某程度的廣告效應。除了以商業模式提供加值性外，定價策略也是另

一個重點所在，畢竟合理的價格才能讓消費者心甘情願地掏腰包購買，再輔以上述加值服

務，為消費者帶來物超所值的消費感受。由蘋果與唱片業關於音樂內容授權與定價間的爭

論便可發現，Steve Jobs 之所以堅持以每首單曲均一價格 0.99 美元作為收費機制，除了可

能在管理計算上的便利性外，0.99 同時也是個相當微妙的數字，會讓消費者有「一元有找」

的便宜心態和錯覺，不會構成太大的購買負擔。此外，加值性的提供亦可以在內容品質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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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所提升，以便與盜版產品相區隔，並可以進一步與電信業者或是網路服務提供業者合作，

推出即時性的訊息與下載服務，並且提升傳輸速率。 

 

 

 

     

 

 

 

 

 

 

 

 

 

圖 5-1  消費者滿意度與忠誠度建立要素圖示 

資料來源：本研究繪製 

 

【給台灣數位內容產業發展之建議】 

    在目前台灣積極推動數位內容產業之際，應汲取國外發展經驗，迴避已出現之缺失，

以提高效率、節省成本，有效縮短學習曲線。此外，除了商業模式上須因應消費者需求外，

在數位內容產業發展所賴以維生之相關基礎建設，例如網路頻寬等服務，更應力求完善，

以提供消費者更快速的傳輸速率以及更穩定的傳輸品質。 

 

    根據調查顯示，有六成受訪者表示願意付費使用線上音樂下載服務，顯示只要有合理

的定價，多數民眾願意使用便利的線上下載服務194。雖然目前國內消費者對於線上音樂單

曲下載願意付費之價格與唱片業者之期望仍有落差，但有漸趨一致之趨勢。如何加速或推

                                                 
194經濟部智慧財產局，九十五年度專題研究計畫，網路侵權問題及具體因應策略與執行措施之研究，網址： 
http://www.tipo.gov.tw/copyright/copyright_book/研究報告/網路侵權問題及具體因應策略與執行措施之研

究.pdf，最後瀏覽日期：2007/10/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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動合法市場使之健全發展，並同時促進權利人和使用者雙邊利益之均衡，建議政府應適時

加以介入，以公權力之配套措施，例如加強對於大眾之宣導，及針對高盜版率族群（主要

以 20~29 歲及 13~19 歲兩個年齡層195）之教育，從小教導正確的智慧財產權觀念以及尊重

的態度，使得創意能獲得更大程度的尊重，從而激發更多的創新。以韓國政府為例，即極

力推動線上合法市場之發展，透過各種宣導方式要求消費者不要使用盜版，另一方面亦要

求業者制定消費者可接受之合理價格，以雙管齊下之方式，促進線上合法音樂市場的發展，

消費者可以便宜的價格使用電腦聆聽音樂，亦可下載至一台 mp3 播放器以及一台手機中，

符合了目前消費者使用數位音樂之方式，帶動韓國合法數位音樂使用人口達數百萬196。 

 

    除了在整體大環境的建置上需要政府力量之參與推動外，相關業者亦需構思如何突顯

合法服務與非法來源之差異以及優勢，以吸引更多消費者加入合法消費的市場。以 KKBOX

於今年四月推出之專案－「不可能的 Mix｣即與不同的唱片公司合作，由新奇的歌手組合，

共推 DRM free 單曲下載服務，這是台灣市場首次出現合法之 DRM-free 下載單曲，除欲回

饋既有會員外，更希望可以吸引更多新會員加入，DRM free 的做法除了測試市場外，最重

要的關鍵仍在於符合消費者方便的需求；另一方面，以唱片公司而言，自然希望歌曲越多

人聽越好，則以促銷作為出發點，便成功地說服了唱片公司開放。配合密集的電視廣告以

及網路宣傳，該首 DRM-free 單曲－「藍眼睛｣於推出五天後下載次數即高達五萬次，並驅

動 KKBOX 會員成長 5,000 人，達成以往單月付費會員成長目標的 50%。由此可見，消費

者對於便利使用以及音樂下載之強大需求。而在消費者觀念逐漸改變，權利人之態度逐漸

軟化的同時，可以預期達到雙方皆可接受的合理價格之時點就快來臨。如能有效提升消費

者對於合法內容之價值感，亦將帶動產生更多元化之商業模式以與盜版競爭，並符合數位

匯流整合趨勢、”anytime, anywhere”之使用需求。 

 

    整體來說，台灣市場與歐美市場情境以及市場成熟度等皆有所不同，在推展數位內容

產業發展的現階段，或許需要有 DRM 作為支撐，以促使更多的內容進行數位化，從而在

                                                 
19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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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6請參照本論文附錄二，KKBOX 訪談紀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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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球產業典範移轉，各國積極展現其軟性國力之際，於數位內容產業中佔有一席之地。而

在產業發展過程中，亦應依不同的核心數位內容產業之差異，採取不同程度之 DRM 應用。 

依我國目前著作權法之相關規範，第 80-2 條主要賦予著作權利人實施接觸控制(access 

control)之權限，雖然在同條第三項以及補充之立法中增訂許多例外規定，然而，此一態樣

之 DRM 應用仍較易產生限制著作利用人「合理使用｣權限之疑慮，並使得著作利用人動輒

落入相關民刑事責任之要件中。相對而言，立法理由中則明示，至於限制著作利用人之利

用行為的防盜拷措施(copy control)的部份，則視有無合理使用或是否構成侵害著作權定其

法律效果，然就此種 DRM 應用態樣，亦須注意避免過度限制而導致使用上的不便，導致

無法契合數位匯流整合之應用趨勢。 

 

    而由前文亦可發現目前價值鏈上的商業模式出現了兩兩整合運用的趨勢，例如數位內

容供應商同時也推出自身的數位內容下載服務，或是硬體設備製造商提供數位內容下載作

為硬體之加值服務。以台灣目前硬體設備製造產業相對較發達之產業情境，應更著重於創

新發展相關的內容服務，達到相互拉抬的作用，並且以優質的內容服務帶來更為細水長流

的營收。台灣數位影音消費市場多半已養成免費取得、使用之消費心態，欲扭轉此一態勢

恐非一朝一夕可達成，而需要耗費相當多的時間及成本進行教育宣導以及設計不同的消費

模式以吸引消費者，而其所能發揮之成效亦不得而知。在此種迥異於歐美市場的環境中，

或許可透過更為顛覆性的商業模式改變，像是由「使用者付費｣轉為「使用者收費｣，由人

性驅利的觀點著手，可思考如 Google AdSense 的模式，亦即部落客於其部落格中嵌入

Google AdSense，便可藉由後續的點擊瀏覽次數就廣告營收分帳，而未來的影音消費模式

或可由此出發著手，例如每個影音檔案皆嵌入一小段廣告，而該廣告的收益可由下載的消

費者與影音業者做適當的拆帳分配等。 

 

    最後一點建議則是在立法方面，由於我國著作權法關於科技保護措施乃依循美國

DMCA 之規範，除規範「直接規避行為外」，並擴及於「準備行為」，如此一來，或許可

能會對於台灣硬體設備製造商等之相關研發、製造與銷售等行為造成不良之影響。由於我

國可能礙於美國特別 301 等談判壓力，因此與許多國家一樣皆走向較為嚴格之立法，惟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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量到產業推動上各方利益之均衡以及國家整體經濟發展，似應考慮修法刪除此一部份，參

照產業主要競爭對手國家之相關立法，回歸 WCT 與 WPPT 之基本規範原則即可。 

 

第四節  後續研究建議 

 

一、持續觀察數位音樂領域 DRM-free 之效應 

    在 Steve Jobs 公開其”Thoughts on Music”一篇呼籲後，EMI 首先呼應，與 iTunes Store

合作推出 DRM-free 之音樂銷售，並擴大與其他線上音樂服務網站進行合作，例如即將推

出的線上音樂服務的 Amazon。Universal 亦於近日加入 DRM-free 之行列，雖然較屬於測試

性質，但顯然對於此種策略的效應亦有相當之關注。截至本研究完成為止，針對此種策略

所帶來之效益未明，是否因為拿掉了緊箍咒而使得銷售成績更加成長，亦或使得非法傳輸

更加猖獗，都值得後續研究予以觀察。 

 

二、針對各個數位內容產業作更深入的研究 

    本研究僅就各數位內容產業目前之 DRM 應用概況作介紹分析，目前各產業就此部份

的活動仍相當活躍，尤其針對新興發展領域，亦值得有興趣的研究者作更深入的探討解析。 

 

三、商業模式 

    在多數權利人現階段仍無法放棄 DRM 的狀況下，或許有興趣的研究者可以發想更為

具體可行的商業模式供其參考，甚至進一步發展為完整的 business plan，為權利人在少了

DRM 而與盜版進行之徒手正面對決中，創造更吸引消費者的合法消費環境，以扭轉目前

非法傳輸的氾濫現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