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xi3 

第五章、市場失靈理論對權利人的管理意涵-以音樂產業為中心 

討論近年來音樂產業價值鍊、商業模式的發展及演變無法在法律與技

術演進的脈絡之外討論，本章中首先介紹九０年代以降的技術發展以及法

律責任的演進。由於目前美國音樂市場的商業模式發展最為成熟，相關法

律與制度介紹將以美國為核心，並輔以台灣的現狀作為比對。其後，本研

究將分別從正向外部性與交易成本過高兩種類型市場失靈出發，討論對著

作權人的管理意涵。 

本研究雖以音樂產業為討論中心，但音樂產業的討論架構亦可適用於

其他產業，本研究將以出版業為例說明管理意涵廣泛適用的可能性，最後

綜合說明科技變遷、法律變革與管理意涵的互動關係。 

 

第一節、音樂產業相關技術發展以及法律責任的演進 

一、技術保護措施的演進 

在九０年代技術保護措施獲得突破性發展之前，傳統音樂著作多以實

體錄音帶或音樂 CD 為載具，再透過實體販售通路銷售給終端消費者。但

在數位時代，音樂的傳遞不再受載具限制，利用網際網路，音樂可以在不

同使用者間快速傳遞，數位化技術的出現使得傳統通路面臨前所未有的挑

戰。伴隨著各類技術保護措施出現，音樂傳遞到最終消費者的價值鍊也產

生了重大改變，相關技術可以簡單介紹如下： 

加密技術（encryp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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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加密技術基本上是利用編碼術使無法取得解碼方式的使用者無法閱讀

所得到的文件291。目前有兩種主要的加密形式-對稱金鑰加密

（symmetric-key encryption）與公共金鑰加密(public-key encryption)292，前

述兩種加密技術可以同時使用293。對稱金鑰加密的技術是指鎖碼與解碼所

用金鑰相同的加密術，若使用此類加密技術，當著作權人將其著作張貼於

網際網路但卻加密保護時，除非使用者能夠取得著作權人鎖碼時所用的金

鑰，不然即便取得檔案，亦無法解碼閱讀294。缺點是金鑰若透過網際網路

傳遞，有被他人攔截的風險295。 

 公共金鑰加密技術需使用兩種金鑰，分別稱之為公共金鑰(public key)

與私人金鑰(private key)，公共金鑰用以鎖碼，但不同於對稱金鑰加密的架

構，用以鎖碼的公共金鑰無法用以解碼，只有私人金鑰具有解碼功能。使

用者可以自己保有私人金鑰，然後公開公共金鑰，使得任何人都可以傳送

加密後的文件給私人金鑰的持有人，即便文件在網路傳遞過程中被攔截，

如果沒有私人金鑰，攔截者也無法解密296。 

數位權利語言（digital rights language） 

        數位權利語言是一種電腦程式，其中載有授權他人使用特定著作物的

條件。一般而言，授權的權利內容可能包括公開展示（display）、列印、複

製、分享、下載甚至重複使用（reuse）297。數位權利語言可以依著作權人

                                                 
291 HENRY H. PERRIT, JR., LAW AND THE INFORMATION SUPERHIGHWAY 165 (2001). 
292 Id. at 156-58. 
293 Id. at 157. 
294 Id. at 156. 
295 Id. at 156-57. 
296 Id. at 157. 
297 Mark Stefik, Shifting the Possible: How Trusted Systems and Digital Property Rights Challenges us to 
Rethink Digital Publishing, 12 BERKELEY TECH. L. J. 137, 149-54 (199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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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需求以及著作特性有不同的設計。如果一項存在於網際網路上的著作物

受到此類程式保護，使用者必須在這項程式所建構的平台下，首先表達自

己想要的使用形式，該程式隨後將搜尋並告知尋求授權者著作權人所要求

的授權條件，一旦使用者履行了著作權人要求的條件，他會被提供一份特

殊格式（format）的電子版本，在特定的格式設定下，使用者使用的方式

受限於他所要求的授權範圍298。正因為使用上設有限制，數位權利語言必

須附有加密的功能，避免在網路上傳輸的檔案被攔截或使用者破解或規避

特定版本所設定的限制。 

 

標籤與監督技術(marking and monitoring) 

 許多情形下，加密技術無法使用或不切實際，小型辦公室等封閉社群

內的資料傳輸即為一例。論者以文，此時保護著作物最佳方式是提供品質

較差的著作物，並且創造容易監督著作物流向的機制299。不然，如果有任

何一個人得到狀態良好的著作物（superior version），但該著作物卻未加密

保護，他將很可能進行快速複製並加以散布300。 

 標籤技術（labeling）是指在數位著作物附帶著作權權利管理資訊，以

告知使用者授權使用的範圍。不過標籤技術只防君子不防小人，因為標籤

通常可以輕易移除301。另一種浮水印技術(watermarking)與標籤技術類似，

唯一的差別是不輕易可見，且具有探知與追蹤（detect and trace）非法使用

                                                 
298 Id. 
299 Mauricio Espana, Note: The Fallacy that Fair Use and Information Should Be Provided For Free: An 
Analysis of the Response to the DMCA's Section 1201, 31 FORDHAM URB. L. J. 135, 151 (2003). 
300 Id. 
301 I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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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功能。不過此類技術目前最大的缺點是無法穿越防火牆（firewall），也

無法偵察電子郵件及其附加檔案，且使用範圍僅包含網際網路，不包括其

他類型的傳播媒介302。 

 前開技術在實際應用上，若以所發揮的功能分類，可以區分為接觸著

作的限制（access control）、使用上的限制（usage control）、同一性保護

（integrity protection）以及使用紀錄（usage metering）四大類。接觸著作

的限制係指技術保護措施可以防止他人取得權利人著作，實際的操作方式

包括303: 

（1）網站上限制他人進入:例如使用者必須得到來自網站經營者授權並取

得密碼，始得進入特定網站瀏覽或存取資料。 

（2）對「資訊」本身的保護:即便任何人都可以接收訊息，但該資訊卻被

鎖碼保護，如果沒有解碼設備，取得資訊亦無實益，目前付費電視所使用

的技術保護措施即屬此類。 

（3）資訊使用上的限制:例如使用者雖然從網路上下載音樂或電影，卻只

能進行數量有限的使用。 

（4）對多次使用的限制：不禁止使用者首次接觸或使用特定著作物，但

一定期間或進行一定次數的使用後，使用者即無法重複使用，目前網路上

的軟體試用版即為一例。 

 使用上的限制，顧名思義，是對著作物利用方式的限制，例如限制他

人無法修改或列印等等。同一性保護的技術措施主要是為了防止著作內容

                                                 
302 Id. 
303 相關討論請見陳柏如，數位時代著作權集體管理之研究，國立台灣大學法律研究所碩士論文，

頁 33-35（20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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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竄改，或證明著作原作者的身份；電子簽章（digital signature）或電子

浮水印（digital watermarking）技術的應用即為著例。使用紀錄技術的目的

不在防止他人取得或利用他人著作，但重點在於紀錄使用者使用次數或時

間，最終向使用者收費。 

 

二、法制演進 

隨著九０年代以降技術保護措施的進展，在網路上傳送音樂或其他著

作，成為越來越重要的商業模式。相對地，法律機制也配合進行調整，本

研究將其中重要的制度演進歸納如下圖，並分別說明之： 

圖 4：美國相關法制演進的時間序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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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技術保護措施的立法 

1998 年，美國通過數位千禧年著作權法，其中第 1201 條規定規範使

用者規避技術保障措施的行為。如果使用人規避技術保護措施卻不需負擔

任何法律責任，只要取得規避技術保護措施的技術或設備，就可以對網路

上的著作內容進行無限制的利用（除非技術保護措施保護能力極強，無法

破解），本於技術保護措施所發展的商業模式將無法維持，國會因此決定

立法保護。 

數位千禧年著作權法第 1201條第 1項規定禁止任何人規避受著作權法

保障著作所附有的技術保護措施304。單就法律文字而言，如果對著作物的

利用屬於合理使用，權利人的排他權即不受著作權法保障，此時規避的行

為應無悖於前開規定。但即便如此，如果使用者根本無從取得規避技術保

護措施的技術而接觸該著作物，想要主張合理使用亦不可得。但依據數位

千禧年著作權法第 1201 條第 2 項規定，只要標的物設計或製造的主要目的

是為了規避受著作權法保護著作所附加的技術保護措施，任何人不得製

造、進口、對公眾要約、提供或販售任何具有前述目的科技、產品、服務、

設備、成分或該標的物的任一部份。我國於九十三年八月二十四日亦跟進

立法禁止規避技術保護措施及散布規避技術的行為，惟將技術保護措施稱

之為「防盜拷措施」305。 

                                                 
304 17 U.S.C. 1201(a)(1)(A)(2006). 
305 學者劉孔中批評，「防盜拷措施」一詞從未出現在歷年的修法草案中，在國際上亦堪稱首創，

十分唐突。其次，「防盜拷」在字面上給人的印象是防止他人非法重製，但著作權法所要禁止的

行為卻只是非法進入（即「接觸」）著作的行為，而不包括非法重製著作的行為，所以採用「防

盜拷」措施一詞，會誤導法律的適用。見劉孔中，著作權法有關技術保護措施規定之研究，月旦

法學雜誌第 119 期，頁 87（20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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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現行著作權法第八十條之二前兩項規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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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實質內容與美國數位千禧年著作權法第 1201 條前二項規定極

為類似。 

但實際上，設計或製造的主要目的「不」是為了規避技術保護措施但

卻「附帶」具有規避效果的技術幾乎不存在。如果市場上幾乎不存在此類

技術，或者取得此類技術的交易成本過高，形同剝奪利用人主張合理使用

的機會。 

由此可知，技術保護措施的立法表面上雖與合理使用無關，其效果卻

實質限縮了合理使用的範圍或提高進行合理使用的成本306。許多批評者認

為數位千禧年著作權法本質上已經違反美國憲法第一修正案言論自由的

相關規定，因為該條限制了民主程序中所有公民可以廣泛接觸各類訊息的

自由307。 

但反面意見則認為技術保護措施是著作權人減少交易成本最重要的工

具，當交易成本大量降低時，合理使用的機會本來就會減少。即便言論自

                                                 
306 See, e.g., Kenneth W. Dam, Self-Help in the Digital Jungle, 28 J. LEGAL STUD. 393, 439 (1993); 但反

對意見認為，此類見解本於兩項不正確的假設，第一項不正確的假定是國會不但有義務提供主張

合理使用者利用的機會，還要確保能以低廉的成本或免費為之，但這項見解忽略了合理使用不是

一項積極權利的現實。第二項不正確的假定是著作權人不得阻止或限制他人對其著作的合理使

用，亦本於合理使用為積極權利的假定。Mauricio Espana, Note: the Fallacy that Fair Use and 
Information Should Be Provided for Free: An Analysis of the Responses to the DMCA’s Section 1201, 31 
FORDHAM URB. L. J.135, 208 (2003). 
307 Yochai Benkler, Free as the Air to Common Use: First Amendment Constrains on Enclosure of the 
Public Domain, 74 N. Y. U. L. REV. 354, 357-58 (19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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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要求民眾可以接觸到範圍最廣泛的資訊，也不表示國會有義務使這些資

訊都被免費提供308。再者，帶有技術保護措施的著作物可能也有紙本流

通。保有過去雜誌或報紙內容的資料庫即便受技術保護措施保護，但圖書

館中仍有紙本，在合理使用的範圍內，使用者仍然可以利用。就著作物本

身而言，唯一的差異只在於著作載體的品質，因此技術保護措施的立法不

致於造成知識與資訊的流通的阻礙309。 

  

2. 在網際網路上締結契約的法律效力 

隨著技術保護措施的發展，權利人透過網際網路上的交易平台與使用

者進行授權交易成為重要的音樂流通模式，但網路上定型化契約的法律效

力在過去曾有疑義。在 1996 年 ProCD, Inc. v. Zeidenberg 一案中，原告製作

了一個電話號碼資料庫，如果使用者想要尋找過去的客戶或朋友，可以利

用這個資料庫快速找到所要的資料，但該公司採取差別訂價的策略，對企

業用戶的銷售售價遠高於對個人用戶的索價。為了避免個人用戶利用企業

版與個人版的價差套利，該公司在販售載有該資料庫的 CD 時，將一份定

型化授權契約直接壓入裝有 CD 的包裝盒中。在個人版的使用契約中，原

告明確要求使用者不得對 CD 中所載內容進行商業利用，以免損及企業版

市場的利益。因為契約是製作 CD 包裝時直接被壓進包裝盒，一般人稱之

為一體壓縮而成的契約（shrink wrap contract）310。 

使用者啟用資料庫時，螢幕上會自動跳出使用者是否同意該契約的對

                                                 
308 Kenneth W. Dam, Self-Help in the Digital Jungle, 28 J. LEGAL STUD. 393, 409 (1993). 
309 Id. at 492-99. 
310 ProCD, Inc. v. Zeidenberg, 908 F. Supp. 640, 651 (W.D. Wi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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話框（稱之為 click wrap agreement），說明使用者必須同意遵守包裝盒所附

一體壓縮而成契約的內容，始能使用該資料庫311。被告購買原告所販售的

電話簿資料庫，亦在對話框中接受契約內容，但嗣後卻違反契約規定將原

告所有的資料庫內容上載到被告所有的伺服器（network server），並透過

網際網路販售他人使用。 

本案地方法院原本判決被告的行為不構成對原告著作權的侵害，因為

原告所編輯的電話簿不具有原創性。但案件上訴至聯邦第七巡迴上訴法院

後，芝加哥大學著名的法律經濟學家也是現任巡迴法院法官的 Eastbrook

廢棄並發回了原地方法院的判決。Eastbrook 法官做成有利原告判決最主要

的理由是他認為原告在對話框中同意遵循一體壓縮而成契約的行為已經

在雙方之間形成了有效的契約約定，被告違反兩造間的契約內容，自然應

負法律責任312。 

在此之前，由於一般人不會實際閱讀網路上的契約條款，且契約內容

是由有資力的廠商所撰寫，不利於使用者，因此質疑此類契約的法律效

力。本案判決的重要性在於確定一體壓縮而成契約的效力，也確認了網路

上使用者按下同意鍵時，網路約款的內容將發生契約上的拘束力。這項判

決提供著作權利人利用定型化契約約款授權的法律依據，對於往後電子商

務的發展具有深遠影響。 

 

3. 次級侵權責任的發展 

                                                 
311 Id. at 644-45. 
312 ProCD, Inc. v. Zeidenberg, 86 F. 3d 1452 (7th Cir. 19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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隨著在網際網路上以數位格式傳遞音樂漸漸成為最主要的音樂流通

方式，開始有業者設計網路音樂交換平台，允許使用者下載該平台其他使

用者電腦中的音樂。伴隨著數量越來越多的盜版音樂在網路上不斷複製與

傳遞，音樂出版業者以及著作權人正版音樂銷售的經濟收入受到前所未有

的衝擊。 

由於終端盜版音樂的使用者或音樂傳送者追蹤不易，或即便可以覓得

亦無法支付數量龐大的損害賠償金（例如學生），此類音樂平台提供者成

為權利人求償的主要對象，要探討音樂產業價值鍊的發展因此無法忽略次

級責任（secondary liability）近年來的發展歷程。 

美國著作權法下侵權責任有兩種類型，一種是使用者對於著作物的直

接侵害，另一種是提供技術或操作平台便利侵權行為進行可能負擔的次級

責任。次級侵權責任有兩種類型，分別是幫助侵權(contributory liability)與

代理侵權（vicarious liability），前者的構成要件需幫助侵權者對於侵權行

為有主觀認知並且對於侵權行為的進行在客觀上有幫助效果。 

代理侵權則類似我國民法上雇主對於受雇員工在職務範圍內侵害他

人權利時所需負擔的共同侵權責任313；在美國傳統普通法上，代理責任原

來限縮於雇主對員工以及定作人與獨立承攬人間的關係，但如今，傳統代

理人關係(principle agent relationship)的要求已被放寬314，如果行為人對於

                                                 
313 現行民法第 188 條規定：「受僱人因執行職務，不法侵害他人之權利者，由僱用人與行為人連

帶負損害賠償責任。但選任受僱人及監督其職務之執行，已盡相當之注意或縱加以相當之注意而

仍不免發生損害者，僱用人不負賠償責任。如被害人依前項但書之規定，不能受損害賠償時，法

院因其聲請，得斟酌僱用人與被害人之經濟狀況，令僱用人為全部或一部之損害賠償。」 
314 Mark A. Lemley & R. Anthony Reese, Reducing Digital Copyright Infringement Without Restricting 
Innovation, 56 STAN. L. REV. 1345, 1366-67 (20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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直接侵權行為者具有監督（surveillance）責任，並且自直接侵權行為取得

直接的經濟利益，此時即構成代理侵權責任。相較於幫助侵權，代理責任

較無主觀要件的限制。 

在 2005 年以前，美國司法實務經過前十餘年的普通法判例發展依據平

台是否屬於集中式的架構（centralized）-平台經營者對於平台上資訊內容

是否具掌控能力-發展出不同的責任類型315。如果系爭音樂交換平台屬於集

中式的交換架構，且該平台上進行交換的音樂著作多未經權利人授權，除

非符合合理使用或其他法定的除外條款，中間商將構成直接侵權。反之，

若著作物的傳遞，如同 peer to peer 的訊息傳送方式316，是在不同使用者電

腦間的傳輸，並未通過一具有控制力的中央處理架構，此時，該中間商至

多構成次級侵權責任317。在美國聯邦最高法院在 2005 年做成 Grokster 一案

判決前，如果音樂交換平台業者對該交換架構並無直接控制能力，且該平

台亦可進行相當數量的非侵權使用(capable of substantial non-infringing 

use)，平台建構者將不構成侵權責任。 

次級侵權責任在美國法上雖然蓬勃地發展，但也引發極大的爭議，最

主要的問題在於如果傳輸平台的提供者被判定為間接侵權，等同於法院給

予著作權人控制傳輸與通訊科技的權利，而這項權利是著作權人傳統上不

                                                 
315 Steven Hetcher, The Half-Fairness of Google’s Plan to Make the World’s collection of books 
searchable, 13 MICH. TELECOMM. TECH. L. RE. 1, 4 (2006). 
316 Peer to peer 被定義為一組在網際網路環境下利用資源儲存、循環、內容與人類操作的應用類

型使得網路中每一個節點相對於中心伺服器均具有顯著或完全的自主性。（a class of applications 
that takes advantage of resources-storage, cycles, content, human presence – available at the edges of the 
Internet and where constituent network nodes have significant or total autonomy from central servers. 
See Jesse M. Feder, Is Betamax Obsolete?: Sony Corp. of America v. Universal City Studio, Inc. in the 
Age of Napster, 37 CREIGHTON L. REV. 859, 862-63 (2004). 
317 Supra note 3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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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備的權利318。 

亦有論者認為美國司法實務上一系列次級侵權責任判決與包含合理

使用原則在內的著作權法立法意旨並無顯著差距319。在直接侵權責任的分

析架構下，重點在於侵權物與原著作是否類似到足以影響原著作物的市場

320，但在次級侵權責任的分析架構下，重點在判斷促成著作物（合法與非

法）利用的科技是否創造了一個原著作權人權利範圍所不及的市場，若該

市場屬於著作權人權利範圍內，技術的創造者或提供者即可能構成次級侵

權責任321。次級侵權責任與直接侵權責任的觀察焦點雖有不同，但與著作

權法保護著作權人合法市場利益的立法意旨並無違背。 

美國聯邦最高法院在 2005年Grokster一案在傳統幫助侵權與代理侵權

責任兩種類型之外，另外創造出一種以技術或平台提供者意圖為主的次級

侵權責任。依據 Grokster 一案判決，即便檔案交換平台不屬於集中式的架

構，但如果行為人散布特定設備的「目的」在鼓勵他人以之作為侵害他人

著作權的手段，即需負次級侵權責任；行為人的意圖可以藉由其清楚的意

思表示或促成直接侵權的積極行為認定322。 

析言之，Grokster 建立了一種新的引誘責任類型（inducement rule），

其中包含兩項要素：（1）設備的散布與（2）行為人鼓勵侵權行為的意圖。

                                                 
318 Sverker K. Hogberg, Note: the Search for Intent-Based Doctrine of Secondary Liability In Copyright 
Law, 106 COLUM. L. REV. 909, 947 (2006). 
319 Id. at 957. 
320 Id. (citing Paul Goldstein, Infringement of copyright in Computer Programs, 47 U. PITT. L. REV. 1119, 
1129 (1986).) 
321 Id. (citing Sony, 464 U.S. 417, 440-441 (1984) (“A finding of contributory infringement does not, of 
course, remove the article from the market altogether; it does, however, give patentee effective control 
over the sale of that item. Indeed, a finding of contributory infringement is normally the functional 
equivalent of holding that the disputed article is within the monopoly granted to the patentee.”)). 
322 Metro-Goldwyn-Mayer Studios, Inc. v. Grokster Ltd., 125 S. Ct. 2764, 2770 (2005) (“. . . shown by 
clear expression or other affirmative steps taken to foster infringe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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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於 Grokster 是否實質改變了先前案例所確認的代理責任與幫助侵權責

任，非無疑問。但引誘責任、幫助侵權責任與代理侵權責任各有其獨立的

構成要件，Grokster 一案似可解讀為創造了一種新的次級侵權責任，而非

對先前判例的推翻323。 

面對類似問題，台灣於 2007 年 6 月 14 日通過著作權法部分條文修正

草案，增訂第八十七條第一項第七款、第二項、第九十七條之一及修正第

九十三條第四款等規定，針對網路業者以未經合法授權之音樂、影音或其

他檔案為誘因，在網路上提供電腦程式或技術(例如 P2P)供網友交換侵害

他人著作權之檔案，並向網友收取費用或其他利益之行為釐清責任。 

新法第八十七條第一項第七款規定：由於本款規定係針對電腦程式或

技術之提供者為規範對象，其被歸責之行為必須同時符合下列情形：(一)、

意圖供公眾透過網路非法下載或傳輸未經著作財產權人同意或授權利用

之著作；(二)、有提供軟體或技術之行為；(三)、從上述行為中獲取經濟利

益。 

本條款欲處罰者，為意圖利用電腦程式或技術，讓使用者從事侵害著

作財產權之行為且從中獲利之業者，並非對於中性之電腦程式或技術有所

非難。因此，業者是否具有侵害著作財產權之「意圖」，為主要判斷因素，

故本次修正增訂第八十七條第二項以行為人客觀上所採取之廣告或其他

積極措施，有無達到教唆、誘使、煽惑公眾利用其所提供之電腦程式或其

他技術侵害著作財產權，作為判斷被告是否具備侵害著作財產權「意圖」

                                                 
323 Supra note 318, at 9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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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依據，明顯吸收 Grokster 一案美國聯邦最高法院見解324。 

 

第二節、音樂產業的價值鍊與授權模式的發展 

一、音樂產業價值鍊的構成與演化 

在過去以音樂 CD、錄音帶等實體載具傳送音樂的時代，音樂從出版

者傳遞到使用者的價值鍊比較簡單。音樂在唱片公司以錄音帶或 CD 出版

後，經由各實體銷售通路傳達到最終使用者手中。但數位時代中，價值鍊

的組成有所改變。文獻上，柏克萊大學商學院教授 Michael L. Katz 等曾由

數位時代中盜版音樂如何傳遞的問題出發，將侵害著作權的價值鍊分解如

下： 

（1） 侵權科技（enabling technology）：所謂侵權科技包括軟體與硬體的結

合，其功效提供行為人進行直接侵權行為的能力，包括影印機、CD

燒錄器以及錄影機等等。 

（2） 重製行為（copy creation）:實際重製著作物的行為。 

（3） 擴散（distribution）：著作重製物散布給潛在使用者的行為，本階段

價值鍊與散布重製物的科技與管道（channel）有關。 

（4） 散布周知（publicizing）:本階段價值鍊包括告知（alert）所有潛在使

用者著作物存在且得以重製訊息的行為，搜尋引擎即屬於此階段。 

                                                 
324 但我國法亦有超過 Grokster 案的內容，舉例言之，依著作權法第九十七條之一規定: 「事業以

公開傳輸之方法，犯第九十一條、第九十二條及第九十三條第四款之罪，經法院判決有罪者，應

即停止其行為；如不停止，且經主管機關邀集專家學者及相關業者認定侵害情節重大，嚴重影響

著作財產權人權益者，主管機關應限期一個月內改正，屆期不改正者，得命令停業或勒令歇業。」

Grokster 僅提及民事損害賠償，主管機關並無勒令歇業之權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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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實際侵權使用（consumption）：即直接侵權行為者的侵權行為325。 

當然，以上每一階段的價值鍊都可以拆解為更為細緻的成分，如下圖

所示，單就侵權科技此一價值鍊就可以另行拆解為規避技術提供者

（circumvention）與燒錄科技提供者以及此類技術的散布者，視分析的需

要而定可以進行不同程度的拆解。 

 

圖 5：盜版音樂著作價值鍊示意圖 

 

 

 

資料來源：Richard J. Gilbert & Michael L. Katz, When Good Value Chains Go 

Bad: The Economics of Indirect Liability for Copyright Infringement, 52 

HASTINGS L. J. 961, 988 (2001). 

 

傳統販售實體錄音帶與音樂 CD 的產業價值鍊中，音樂著作的複製由

唱片公司製作，再交由唱片行販售，當時的價值鍊中，音樂重製這部分的

價值鍊除了在盜版的脈絡下，並沒有太大的討論價值。但在數位時代中，

                                                 
325 Richard J. Gilbert & Michael L. Katz, When Good Value Chains Go Bad: The Economics of Indirect 
Liability for Copyright Infringement, 52 HASTINGS L. J. 961, 968-69 (2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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音樂著作重製者不再由唱片公司壟斷，每一個使用者都有自行複製的能

力，且與傳統的載具相較，即便進行多次數位檔案的重製，音樂的品質不

會因此降低。當價值鍊出現新的成分時，必然吸引產業潛在的創新者開發

新產品，試圖填補消費者需求的缺口或者重組價值鍊。 

以早期的音樂交換平台業者 Napster 為例，當使用者下載 Napster 程式

後，可以自行重製平台上所有的音樂，並利用 Napster 的交換平台散布音

樂著作並喚起週知。其商業模式不但彌補了使用者對於重製音樂著作的技

術需求，尚且取代了原先唱片行的機能，重組了原先價值鍊的運作模式。

雖然 Napster 最終被法院認定構成侵權行為退出市場，後繼的平台提供者

仍然延續 Napster 所建構的價值鍊，提供整合複製技術、散布與喚起週知

的機能，唯一的改變或許是平台的技術性質越來越「去」集中化，避免被

法院認定為侵權。 

圖 6：Napster 在價值鍊中位置示意圖 

 

 
 

資料來源：Richard J. Gilbert & Michael L. Katz, When Good Value Chains Go 

Bad: The Economics of Indirect Liability for Copyright Infringement, 52 

HASTINGS L. J. 961, 990 (2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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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音樂產業授權模式簡介 

文獻上對於音樂價值鍊的探討多集中於音樂經唱片公司出版後，如何

傳遞到最終使用者手中，但音樂著作除了重製權受到保障外，亦有公開演

出、改作等其他權利，再加上法律上強制授權條款的規定，使音樂著作的

授權成為非常複雜的機制，William W. Fisher III 教授曾將美國音樂著作的

授權模式粗略歸納如下圖。 

圖 7：美國音樂產業主要授權模式示意圖  

 

資料來源：William W. Fisher III, PROMISES TO KEEP, 52 (2004). 

一首歌曲最終在市場上出現，包括作詞、作曲、經他人演奏與最終錄

製的過程。但作詞者與作曲者各自擁有對創作的著作權，除非唱片公司在

錄製音樂當時已經將新曲所涉及的所有著作權買斷，或該等著作自始為雇

用他人創作的產物，不然將產生非常複雜的授權問題。但上圖所示的架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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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簡化這一部份的權利交易流程，假定詞、曲創作者都已將擁有的著作

權移轉給出版者，並假定出版者為整首樂曲所有相關著作權的所有人。 

在現有市場中，音樂著作權權利內容中最重要的「生財工具」分別是

重製權與公開演出的權利，前者的授權模式在前圖右半部，後者則在前圖

左下角。由音樂重製權衍生出來主要的商品或授權行為包括實體音樂 CD

的銷售或授權他人銷售、在電影製作中授權電影工作室在將音樂與影像同

步化(synchronization)過程中進行重製以及授權唱片公司在灌錄音樂唱片

時進行重製。 

就重製權的授權交易而言，出版商授權他人重製音樂著作或授權電影

工作室將影像與音樂進行同步化通常不涉及複雜的授權交易，亦不常出現

著作權人難覓的情形，在市場失靈理論的討論架構下，並沒有太多合理使

用的討論空間。但在授權給唱片公司灌錄唱片進行重製時，美國法上特別

設有機械性強制授權規定(compulsory mechanical license)。依據美國著作權

法第115條規定，如果一樂曲（composition）已經被商業性錄製(commercially 

recorded)-即散布給公眾(been distributed to the public)-但他人希望能自行錄

製並散布自己所製作的版本（例如陶喆翻唱過去鄧麗君曾經演唱過的歌

曲），且其利用模式不會改變歌曲的旋律或其他主要特徵（但為了配合表

演者個人風格或表演方法所進行的小改變不在此限），不需經過著作權人

同意，只要支付法定的授權金即可合法為之。 

自 2006 年 1 月以降，授權費用對於樂曲長度在五分鐘以下的授權金為

每「次」重製（per copy）0.091 美元，如果歌曲的長度在五分鐘以上，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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權金額是每分鐘 0.0175 美元326。如果以長度在五分鐘以下的歌曲為例，其

他唱片公司若尋找其他歌手錄製同樣的樂曲，最後銷售了 10,000 張音樂

CD，必需支付 910 美元的授權金。 

Harry Fox Agency 是代表音樂著作權人授權並收取權利金的機構，但

Harry Fox Agency 並非免費提供服務，就著作權人所收取的權利金，Harry 

Fox Agency 抽取百分之 4.5 作為佣金，剩餘的部分始歸著作權人所有。但

應特別注意，美國著作權法第 115 條所規定的自動強制授權僅包含重製權

但不包含公開演出的權利，使用者如果想要透過電視或電台對公眾進行廣

播，仍須取得權利人對公開演出的授權。 

美國著作權法 115 條的強制授權源自 1909 年的修法，在二十世紀初

期，當時風行一種稱之為自動鋼琴（piano roll）的機器，自動鋼琴的設計

是將音符以打洞到滾筒（紙捲）上的方式紀錄旋律，當滾筒通過鋼琴上所

設置的黃銅跟蹤桿時，滾筒上各孔對應的鋼琴鍵會自動按下。當時的著作

權法爭議在於將樂譜轉換為有洞孔的紙捲是否構成著作權法上的重製。

1908年美國聯邦最高法院在 White Smith Music Publication Co. v. Apollo Co.

一案認定紙捲因為肉眼無法讀取，不屬於重製行為。判決頒佈後，當時勢

力強大的音樂出版業者希望透過修法的方式擴張錄音重製權的範圍，但國

會擔心音樂出版業者（在當時也是自動鋼琴的製造者）可能藉由重製權的

擴張將壟斷力量延伸到其他市場，故在擴張重製權定義的同時，建立強制

授權機制327。隨著時空演進，音樂出版業者不再強勢，因此在 1955 年美國

                                                 
326 See, http://www.harryfox.com/public/FAQ.jsp (viewed on 08/18/2007). 
327 WILLIAM W. FISHER III, PROMISES TO KEEP, 48 (20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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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會修法時，當時的著作權局反對此類強制授權制度繼續存在，主張給予

音樂著作權人完整的著作權，但在唱片業者的一致反對下，並沒有完成修

法328。 

在公開演出權方面，美國著作權法並沒有對音樂著作的公開演出權設

有強制授權規定，因此，著作權人有權利選擇是否授權以及授權的條件。

現狀下，可以說是音樂著作權人的「金雞母」。 

相較於獲得重製授權的利用者通常以 CD 或其他媒體將音樂傳遞給最

終使用者，音樂著作的公開演出權衍生的商業模式較為複雜。依照美國著

作權法規定，公開演出包括所有將著作傳達（communicate）給公眾的歷程，

包括廣播電台或電視台將音樂於節目中播送，或者是表演團體或商店在公

眾場所現場演奏或播送音樂，均必須取得著作權人的授權始得為之。 

但對著作權人來說，對公開演出的監督與授權條件的議定遠比重製權

困難，在重製權的授權談判中，權利金的計算基礎多半是著作被重製的「次

數」，但無論音樂是透過網際網路的平台進行播送、直接的檔案傳遞，或

實體音樂 CD 的銷售，計算銷售或重製的數量相對簡單，只要查詢銷售通

道或網路上的交易紀錄即可清楚得知。 

 但公開演出權的監督及授權條件的談判則不然，要計算權利人擁有著

作權的歌曲一年在廣播電台、電視台播送多少次，並非易事，更遑論為數

眾多的餐廳、商店、音樂會等等。即便對於擁有大量音樂著作權的唱片公

司來說，要實際計算特定歌曲公開播送的次數，亦極為困難，更遑論僅有

                                                 
328 鄭中人，財產法則與責任法則：音樂強制授權之經濟分析，臺北大學法學論叢第 48 期，頁 204
（2001.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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少數音樂著作權的「個體戶」。在這種困境下，各類仲介團體應運而生，

集合多數權利人分擔監督及談判成本，以達成規模經濟的效益。 

 目前美國一共有三個主要的公開演出權仲介團體(performing rights 

organization)，分別是 ASCAP (the American Society of Composers, Authors, 

and Publishers), BMI(Broadcast Music, Inc.)以及 SEMAC（the Society of 

European Stage Authors and Composers）。ASCAP 是美國最早的公開演出權

仲介團體，成立於 1914 年 2 月。參與 ASCAP 的會員分為詞、曲作者（writer）

以及音樂出版人兩類329，參與會員必須與 ASCAP 簽署授權契約，將著作

的「非戲劇性公開演出權」「非專屬授權」(Non-exclusive License)給 ASCAP

管理330。 

         在管理模式上，ASCAP 提供利用人「包裹授權」(Blanket License)的

選項，允許被授權人在契約有效期間之內可以不限次數地公開演出 ASCAP

管理的所有音樂著作。在授權費用的計算上，ASCAP 並非以被授權人實際

公開演出的次數作為唯一收費基準，而是依據反應使用數量的其他客觀因

素計算權利金，諸如以使用者營業收入減除特定扣除額後的一定百分比例

（以廣播電台為例，比例即為百分之 2331）。ASCAP 亦依據利用樣態、表

演場地訂出不同標準，務求簡化權利金計算的繁複手續。現狀下，ASCAP

已經設計出數百種不同權利金計算方式，盡可能依據利用人的特性設計合

                                                 
329 ASCAP 目前至少有 29,000 名詞、曲作者的會員，以及超過 12,000 名出版者會員。 
330 ASCAP 與會員之間就音樂著作僅能採取「非專屬授權」(Non-exclusive License)之方式。在 1940
年左右，當時的 ASCAP 控制了市場上百方之八十之音樂著作，形成幾近於獨占的局面，美國政

府在 1941 年對 ASCAP 提出反托拉斯訴訟，雙方在 1941 年在法院做成具拘束力的和解協議

(Consent Decree)，明定會員對 ASCAP 進行音樂著作的授權僅能以「非」專屬授權的方式為之，

ASCAP 的會員除授權 ASCAP 管理其音樂著作外，仍保有自行對利用人進行授權的權利。 
331 Supra note 327, 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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理的權利金計算方式。  

        為了偵測可能的侵權行為、被授權人超過授權範圍的使用或者是計算

權利金，ASCAP 依據媒體類型不同設計了不同的稽查方式332。ASCAP 可

要求全國性電視網、餐廳、音樂廳、學校等利用人提供完整播送紀錄，以

普查的方式精確計算公開演出次數。對於無法提供完整播放紀錄的利用

人，ASCAP 可以利用抽樣的方式進行總體使用數量的推估。 

BMI 早期是廣播業者組成的仲介團體，1940 年，ASCAP 與眾廣播電

台的續約談判破裂，當時近 500 家廣播電台為了抵制 ASCAP，不但拒播

ASCAP 所管理的音樂，並自組 BMI 進行非屬 ASCAP 管理音樂著作的授權

工作，目前是 ASCAP 最大的競爭者，不過 BMI 與 ASCAP 在管理模式、

監督機制甚至於受反拖拉斯法規範的程度，幾無二致。BMI 目前至少有

53,000 名詞、曲作者的會員，以及超過 32,000 名出版者會員。 

        相對於 BMI 以及 ASCAP 的規模，成立於 1930 年的 SESAC 的會員人

數較少，約有超過 2,000 名詞、曲作者的會員，以及超過 1,000 名出版者會

員。SESAC 雖然在管理、監督機制與反拖拉斯法的限制上，與另外兩家主

要的授權團體所差無幾，但最大的差異在 SESAC 是私人經營的營利公司，

目前絕大多數的廣播電台、電視台等均與三家仲介團體同時訂有授權契

約，據先前的資料統計，早在 1990 年，透過音樂仲介團體的交易產值已高

達 7 億美金（超過 230 億台幣）333。 

 但應特別注意，美國著作權法第 110 條對於符合特定條件的餐廳或商

                                                 
332一般來說，稽查不外透過普查或抽樣(sample)兩種形式。 
333 Id. at 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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店設有一定的豁免規定，使其不需支付授權金即能公開播送電台廣播或其

他音樂著作。該條雖被 WTO 爭端解決小組宣告違反 TRIPs 協議規定，但

至今美國政府仍未修法刪除。 

 除了前開利用模式外，隨著網路頻寬變大，近年來線上音樂串流

（streaming）也成為新的音樂流通模式。所謂的「串流」(Streaming)是指

將一連串的影像資料壓縮後，經過網路分段傳送資料，在網路上即時傳輸

影音以供觀賞的一種技術與過程；串流傳輸可傳送現場影音或預存於伺服

器上的影片，當觀看者在收看這些影音檔時，影音資料在送達觀賞者的電

腦後立即由特定播放軟體播放。334」相較於傳統的檔案傳送，消費者必須

將整個檔案下載完成後始能使用；在目前的串流傳輸技術下，使用者在下

載的同時就可以收看或收聽已經下載的部分。現有技術下，使用者只要在

手機、PDA 或電腦上安裝撥放款體，即可收聽音樂，或觀賞音樂錄影帶。 

國際間基於這種新型態的傳輸模式，發展出公開傳輸權(Right of 

Communication to Public)的概念，允許著作人、表演人及錄音物製作人控

制著作物在網路上的傳輸。我國著作權法在二○○三年六月六日的修正，

亦通過公開傳輸權的保護，依據現行著作權法第三條第一項第十款規定的

定義，公開傳輸係指以有線電、無線電之網路或其他通訊方法，藉聲音或

影像向公眾提供或傳達著作內容，包括使公眾得於其各自選定之時間或地

點，以上述方法接收著作內容。線上串流的精神就是允許使用者在自己選

定的時間及地點收聽或收看音樂著作，需經著作權人同意始得為之。台灣

                                                 
334http://zh.wikipedia.org/w/index.php?title=%E4%B8%B2%E6%B5%81%E5%AA%92%E9%AB%9
4&variant=zh-tw (viewed on 2008/9/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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現有仲介團體已將公開傳輸權納入其授權業務範圍。 

美國在一九九八年數位千禧年著作權法案中，並未新增「公開傳輸

權」，因為美國著作權法中公開演出權本來就包括公眾在各自選定的時間

或地點接收著作內容的權利335，運用現行的公開演出權仲介團體的授權模

式，就可以解決線上音樂串流傳輸的授權問題。 

 

第三節、音樂產業價值鍊中合理使用的問題以及對著作權人的管理意涵 

音樂著作可能的商業用途極多，涉及數量極多的使用者與潛在使用

者，如果每一項使用都需經過使用人與權利人議定授權條件，交易頻次之

高與衍生的交易成本將不可思議。舉例言之，對於經營現場音樂演唱的餐

廳來說，如果每一首客人點唱的歌曲都必須分別取得詞、曲著作權人授

權，且市場中亦不存在有效率的著作權仲介團體時，高額的交易成本將造

成嚴重的市場失靈，即便此時餐廳未經著作權人授權逕行進行該樂曲的公

開演出，支持市場失靈理論的法官仍可能基於嚴重市場失靈存在，判定餐

廳經營者的利用行為合於合理使用的規定。 

 在真實世界中，授權交易遠比上圖所示交易模式複雜，因為並不是每

一首音樂的公開演出權都被授權給著作權仲介團體管理，也不是每一首歌

曲所有相關的著作權都屬於單一的音樂出版者所有。因此，利用人可能必

須逐一尋求有關的著作權人進行授權，始能加以利用。再者，前圖僅強調

音樂著作公開演出權與重製權的授權模式已是過於簡單的描述，其他音樂

著作權的權利內容也有極高的商業價值。以改作為例，現有許多知名音樂

                                                 
335 17 U.S.C. 101 (20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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著作是基於先前著作衍生發展的產物，在紐約百老匯，許多知名音樂劇的

部分旋律早已存在，音樂劇的編者透過改編的方式使將許多膾炙人口的樂

曲用音樂劇的方式呈現，但若無法取得原著權利人授權，將構成侵權行為。 

音樂著作因改作引起的糾紛所在多有，舉例言之，2004 年，紐約百老

匯知名音樂劇獅子王（Lion King）其中一首主要的歌曲「獅子今晚沈睡」

（ The Lion Sleeps Tonight）的部分內容被來自南非的律師主張乃改編自

1939 年一位來自祖魯(Zulu)音樂家所編寫的旋律，但獅子王音樂劇的經營

者迪士尼公司（Walt Disney）並未取得原作著作權人的授權，因此構成對

原作者著作財產權的侵害，並向迪士尼公司請求高額的損害賠償。由此可

知，音樂著作權的價值絕對不限於重製權與公開演出權，其他權利內容亦

蘊含極大的商業價值，但相對於公開演出權與重製權，目前市場上尚不存

在有效代理著作權人改作權的仲介團體，市場失靈的現象更為嚴重。 

更有甚者，如果一首樂曲所有有關的著作權並沒有移轉到音樂出版者

手中，各部分作者分別享有著作權，若不合於合理使用規定，任何利用必

須分別經過詞、曲著作權人以及改作物著作權人的同意始得為之，如果有

任何一位著作權人難以覓得（譬如說年代久遠權利人難覓或不知孰為繼承

人）或者是在授權談判中進行勒索（hold out），利用行為即無法為之。此

外，音樂著作的散布與一國文化發展息息相關，涉及龐大的正向外部性，

若產生市場失靈導致增進公共利益的交易無法進行，將產生嚴重的問題。 

對著作權人來說，如果因為嚴重市場失靈的出現，法院最後選擇將未

經授權者的利用模式視為合理使用，是最糟的結果。一旦法院認定利用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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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利用行為符合合理使用的條件，不構成對著作財產權的侵害，權利人將

一無所獲，如何避免市場「失靈」的現象發生，或者是如何維繫一個有效

率運行授權交易「市場」的出現，成為對著作權人最重要的經營課題。本

研究將分別從正向外部性與交易成本過高所導致的市場失靈出發，對著作

權人可能的管理策略提出建言，並建立參考命題。 

 

第四節、預防正向外部性導致市場失靈的管理策略 

命題三:著作利用產生的正向外部性越大，權利人越應該積極進行授權，避

免過度利用優勢談判地位抬高交易條件，導致授權交易無法進行。 

當正向外部性越大，著作權授權交易無法完成對整體社會造成的效率

損失越大，依據市場失靈理論的討論架構，法院支持被告合理使用主張的

機會也越大。此時，權利人最佳的管理策略應該是更積極進行授權，並避

免過度利用優勢談判地位抬高交易條件，最後導致授權交易無法進行。當

然，任何研究都沒有辦法窮盡討論所有外部效益，但以下幾種正向外部性

出現時，著作權人應該特別留意。 

一、現行著作權法特別強調的公共利益 

 現行著作權法第四十四條至第六十三條規定是類型法定的合理使

用，條文背後隱含立法者認可的公共利益，值得權利人特別重視。舉例言

之，著作權法第四十六條規定：「依法設立之各級學校及其擔任教學之人，

為學校授課需要，在合理範圍內，得重製他人已公開發表之著作。」隱含

在其後的正向外部性是教育所帶來的各項利益，諸如培養素質良好的學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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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社會帶來的穩定效果或充裕的人才庫所帶來的投資機會，而當學校與權

利人進行授權談判時，幾乎不可能將所有的正向外部利益全數納入其支付

意願（willingness to pay）的計算。若學校提出的授權條件遠低於權利人要

求的範圍，對社會整體有重大利益的交易將因為市場失靈無法產生，是以

立法者通過著作權法第四十六條規定救濟。 

 基於教育目的的著作利用不限於著作權法第四十六條所規定的教學

用途，其他類型的教育利用需透過著作權法第六十五條第二項的概括條款

進行合理使用的判斷。舉例言之，學生基於學習的目的所進行的著作重

製、改作或本於他人已發表的著作改作後進行公開演出（如學生戲劇公演）

均非「為學校授課需要重製他人已公開發表著作的行為」，是否構成對權

利人著作財產權的侵害即需透過著作權法第六十五條第二項權衡。但此類

學生基於學習目的的使用因為產生立法者認可的公共利益，即便權利人主

張學生的利用行為未經授權因而構成對著作財產權的侵害，法院亦可能認

定為合理使用。對權利人而言，積極甚至廉價進行授權是最佳的管理策

略，不然法院一旦判定為合理使用，權利人將一無所獲。 

 但對權利人來說，即便願意進行積極授權避免正向外部性導致的市場

失靈，面對數量龐大的學生，若要一一進行授權，將同時面對交易成本過

高的問題，如果無法創造有效率的授權平台，即便想要進行授權，權利金

的收入可能因為低於交易成本而無法進行，此時或許權利人可以考量以學

校或學系為單位，進行概括授權，以降低授權談判的數量進而減少交易成

本。這種經營模式並不罕見，舉例言之，LexisNexis 與 Westlaw 是美國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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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要的法律資料庫，其中至少包含近百年來美國各級法院幾乎所有判決、

所有的法規與行政命令、法學評論文獻等重要法學研究資料，法學院學生

若非藉由建構完善的資料庫相助，想要在圖書館多如牛毛的法學資料中進

行資料檢索，必將面臨許多困難。但如果要求每一個法學院學生一一向

Westlaw 或 LexisNexis 公司進行個別談判，協議使用資料庫的條件，勢將

產生數量龐大的授權交易與交易成本，Westlaw 與 LexisNexis 所設計的解

決之法就是與各大學法學院進行對法學院所有教授及學生的包裹式授權

談判，由法學院代替所有的院內使用者與資料庫經營者進行談判，再將授

權費用利用提高學費或向校友募款的方式轉嫁給捐贈者或使用者承擔

336。這種經營模式成功地減少授權的交易成本，值得借鏡。現在世界上許

多的大型資料庫紛紛致力於與學校圖書館建立包裹性授權契約，授權所有

在學校網域內的使用者使用資料庫，也是同樣思維模式的產物337。 

 如同前例所示，在許多著作利用類型，正向外部性與交易成本過高兩

項市場失靈的原因同時存在，要創造有效運行的市場，必須同時消除兩項

障礙，兩者缺一不可。 

 此外，依著作權法第四十八條規定：「供公眾使用之圖書館、博物館、

歷史館、科學館、藝術館或其他文教機構，於下列情形之一，得就其收藏

之著作重製之︰ 

                                                 
336 Westlaw 與 LexisNexis 兩資料庫彼此競爭激烈，彼此都希望法學院學生-他們未來的客戶-能受

套牢（lock-in）在自己所有的操作框架中，成為資料庫的長期使用者。因此，如何方便所有的法

學院學生瞭解、使用各自資料庫的操作模式，成為最重要的商業策略。因此，兩家資料庫不但僅

以低價包裹性授權給法學院所有師生使用，還經常舉辦各類訓練、抽獎並提供獎品給經常性的使

用者。 
337 除了資料庫業者之外，許多軟體公司如微軟(Microsoft)或賽門鐵客(Symantec)也致力於以學校

為單位進行集體授權談判，減少授權的交易成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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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應閱覽人供個人研究之要求，重製已公開發表著作之一部分，或期刊    

或已公開發表之研討會論文集之單篇著作，每人以一份為限。 

二  基於保存資料之必要者。 

三  就絕版或難以購得之著作，應同性質機構之要求者。」 

 隱含在本項條文背後的公共利益主要是保存文物的需求以及各類社

會教育機構所發揮的教育功能，但前開條文僅針對重製權部分予以規範，

而不及於公開演出、公開播送與公開展示等權利，相關利用行為欲利用合

理使用取得正當性，僅能透過著作權法第六十五條第二項的概括規定。但

有鑑於社會教育產生的正向外部性，對於這些文教、藝術機構的授權請

求，著作權人亦應該積極配合，甚至與之進行策略聯盟，創造雙方雙贏的

經營策略。 

 舉例言之，在美國首府華盛頓的史密斯索尼安(Smithsonian)博物館

中，美國國家地理頻道即主動提供其擁有著作權的各類影片供博物館公開

放映，一方面不但提升公眾對自然科學知識的瞭解，另一方面也增加了國

家地理頻道產品的知名度。不難想見，國家地理頻道的相關影片，也在博

物館紀念品店中販售，不但博物館與國家地理頻道互蒙其利，整體社會的

公共利益也有所增進。 

 另一個可以參考的商業模式是美國麻省理工學院(MIT)公開授課內容

的行為（open course）338，該校目前已開放約 35 門課程上網供大眾閱覽，

其中包括生物學、哲學、線性代數和整體經濟理論等。傳統上，「出賣」

                                                 
338 http://ocw.mit.edu/index.html (viewed on 09/01/20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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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識是大學最主要的收入來源，早期或許有人會質疑麻省理工學院公開授

課內容可能會影響學生就讀該校的意願，結果這些擔憂不但沒有成真，反

而增加了麻省理工學院學校以及授課教授的知名度，舉例言之，在 2005

年秋年麻省理工學院入學的新生當中，至少有百分之三十五的學生表示麻

省理工學院所公開的課程講義是促使他們申請入學的重要原因339，這也可

以視為一種促成社會教育的外部利益340，但同時提高自身知名度的雙贏策

略。 

 依著作權法第五十三條規定：「已公開發表之著作，得為視覺障礙者、

聽覺機能障礙者以點字、附加手語翻譯或文字重製之。以增進視覺障礙

者、聽覺機能障礙者福利為目的，經依法立案之非營利機構或團體，得以

錄音、電腦、口述影像、附加手語翻譯或其他方式利用已公開發表之著作，

專供視覺障礙者、聽覺機能障礙者使用。」立法者在本條中揭示保護弱勢

團體知的權利也是著作權法保護的重要公共利益之一，因此，著作權人對

於弱勢團體的授權也應該採取較為寬鬆的標準，一方面減少在著作權糾紛

中被告成功主張合理使用抗辯的機會，另一方面也提升國家對弱勢團體的

保護，創造更大的公共利益。 

 

二、比較法案例中所揭示的公共利益 

 除了立法者在著作權法中所揭示的公共利益之外，比較法上基於公共

                                                 
339 http://ocw.mit.edu/OcwWeb/Global/AboutOCW/impact.htm (viewed on 09/01/2007). 
340 舉例來說，有百分之四十六瀏覽 open course 網站的教育工作者利用麻省理工學院公開的教材

內容改善他們的教學品質，有百分之三十四瀏覽 open course 網站的學生利用這些教材學習他們

未選修課程的知識。資料來源同前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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利益考量的合理使用案例也可能成為法院擴張現有合理使用範圍的基

礎。以對著作的評論及諷刺為例，美國聯邦最高法院在 Campbell 一案明白

揭示允許他人對既有著作進行諷刺，不但彰顯美國憲法保論言論自由的功

能，也形同鼓勵潛在創作者本於既有文化持續創新，所帶來的公共利益雖

然難以量化卻顯著存在。我國著作權法第五十二條亦規定：「為報導、評

論、教學、研究或其他正當目的之必要，在合理範圍內，得引用已公開發

表之著作。」足見我國立法者亦肯認評論類型和合理使用的價值。 

 因此，當利用者基於評論或本於既有創作持續創新的目的向著作權人

尋求授權之際，著作權人應特別留意被告利用模式背後所彰顯的外部利

益。在音樂著作的世界中，許多的表演方式或樂曲的寫作往往本於前人的

著作，此類問題更有討論價值，像爵士樂很重要的表演型態就是「舊瓶裝

新酒──利用大家耳熟能詳的名曲作「即興」演出」341。「但如果強力執法，

每一次爵士樂表演可能都必須向「舊瓶」權利人尋求授權，那爵士樂手真

的就會很「憂鬱」（blue）」342。 

本研究認為，當著作權人的著作已經成為大眾普遍接受且熟悉的內容

時，因為替代的表達方式有限，著作權人拒絕授權對文化發展的影響深

遠，如果發生著作權紛爭，法院支持被告合理使用抗辯的機會自然較大。

舉例言之，如果莎士比亞的名劇仍然在著作權法保護期間之內，所有大量

引用莎翁名劇進行評論的著作或本於莎翁名劇進行改作的創作，均需經過

權利人授權。此時，如果權利人提出過高的授權條件導致多數授權交易無

                                                 
341張永健、郭躍民、謝曉嵐、李駿逸，音樂著作保護界限之法律與經濟分析（上）─兼論以刑罰

作為保護手段的正當性，台灣本土法學第四十六期，頁 200 (2003)。 
342 同前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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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進行，整體社會的文化發展將受到極大的傷害，此時，權利人採取較低

姿態的談判態度並進行廣泛的授權顯然是較佳的管理策略。 

 在前述案例中，合理使用僅是法院支持被告不構成侵權行為的法律機

制之一，對於莎翁名劇等膾炙人口作品，除非被告的使用模式近乎完全抄

襲，法院也可以選擇將莎翁名劇的部分內容（尤其是劇中的角色

（character））當成一種思想（idea）而非表達（expression）。因為著作權

法保障的範圍僅及於「表達」方式及內容，而不包含思想本身。若莎翁名

劇本身已經被當成一種思想，根本不在著作權法保護範圍之內，當然沒有

合理使用的問題。 

舉例而言，在 Nichols v. Universal Picture Corp.一案中，被告的作品因

為在劇情上與原告相似，原告主張構成對其著作財產權的侵害。知名的第

二巡迴上訴法院法官 Learned Hand 在本案判決中表示，如果莎翁知名的喜

劇第十二夜（Twelfth Night）仍然在著作權法保護的範圍之內，其後的喜

劇創作若非仔細的模仿（closely imitate）第十二夜中的角色，極可能不會

構成侵權行為，因為角色的設計很可能僅僅代表一種思想而不是表達。舉

例言之，莎翁名劇中有一個角色是粗率但總是將把主人的宴會搞得不歡而

散的騎士，其後的戲劇創作中即便有同樣的角色，並不構成對著作權的侵

害，因為這僅僅涉及莎士比亞創作的思想而非表達，除非這個角色已經在

設計上有極為精緻的發展（developed），才較可能成為著作權法所保護的

「表達」343。 

                                                 
343 Nichols v. Universal Pictures Corp., 45 F. 2d 119, 121 (2d Cir. 1930). 



 

 162

「在音樂著作中，思想與表達的區分更為困難，樂曲乃節奏、旋律、

和聲三要素之組合。除了這些基本元素之外，音樂還有各種創作技巧，諸

如：和聲學、轉調法...；有嚴謹但變化多端的創作格式如「奏鳴曲式」（sonata 

form），也有比較自由的「幻想曲」（Fantasia）。這些音樂的元素、技巧、

格式...哪些屬於「表達」，哪些又屬於思想」344？當思想與表達不易區分時，

法院在結論上若選擇支持被告的使用方式，採用思想與表達二分法解決問

題的可能性更大。 

相較於合理使用判決，法院採用思想與表達二分法解決爭議對著作權

人造成的傷害更大，因為合理使用並沒有否認權利人的權利，只是被告的

行為不構成侵權行為。但當權利人的創作在一定範圍內被視為「思想」時，

權利人形同完全喪失著作權法的保障，其負面衝擊遠勝於合理使用。 

 比較法上另一類重要案例與搜尋引擎的發展有關，由 Kelly v. Ariba 到

Perfect 10 v. Google，當被告的使用模式可以大幅減少大眾的搜尋成本，促

成知識流通之際，法院有較大的可能支持被告合理使用的主張。因此，如

果利用人的利用模式產生類似減少知識流通成本的效果時，權利人在授權

談判時亦應採取較為積極的態度或發展適合的商業模式，創造雙贏的局

面。 

 舉例言之，目前的搜尋引擎雖然多以文字、圖片或網站網址為主要的

搜尋內容，但當音樂的數量越來越多，未來或許會發展出以音樂搜尋為核

心的搜尋引擎。屆時，或許使用者在網路上尋找想要的音樂時，搜尋引擎

                                                 
344 前揭註 342，頁 1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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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經營者會同時播放簡短的試聽版方便使用者確認是否是他要找尋的音

樂或某一樂曲的特定版本。現在網際網路上已經存在的各類試聽版音樂或

試映版的影片，就反映此類搜尋引擎未來的發展潛力345。 

 由於類此的利用模式巨幅減少的使用者搜尋音樂的成本，具有極強的

正向外部性，權利人應盡可能採行積極授權的策略，甚至與使用者建立策

略聯盟的關係。如果權利人是擁有眾多音樂著作的音樂出版商，甚至可以

考慮自己經營結合費機制的音樂搜尋網站。如此，不但可以創造鼓勵音樂

流通的外部利益，權利人同時建立有效率的交易平台，減少音樂著作的交

易成本，可謂一舉兩得。 

 

第五節、 預防交易成本過高導致市場失靈的管理策略 

命題四: 權利人應積極建立便於使用的授權機制，降低交易成本及合理使

用的風險 

面對交易成本過高可能導致市場失靈，對權利人來說最佳的管理策略

應該是使用各種可能的機制創造最有效率的授權市場，當市場的運行越具

效率，交易成本越低，市場失靈的風險越低，法院支持利用人合理使用抗

辯的機會也越低。管見以為，授權著作權仲介團體進行授權交易、自建授

權平台或利用商業模式的創新與主流流通平台建立策略聯盟，是對權利人

來說降低交易成本最佳的管理策略之一，茲分述如下： 

 

                                                 
345 http://www.kuro.com.tw/kumusic/Default.aspx (viewed on 2008/9/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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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尋求著作權仲介團體的協助或自建授權平台-廠商理論的應用  

Harry Fox Agency、ASCAP、BMI 以及 SESAC 等著作權仲介團體的出

現是美國音樂產業有效率運行的重要關鍵，如果這些著作權仲介團體不存

在，每一個著作利用人若要逐一與個別權利人進行授權談判，交易頻次之

高與所帶來的交易成本不可思議。以公開演出權為例，如果電視或廣播電

台必須就每一首播出的曲目一一進行授權談判，電視台或廣播電台的運作

將出現重大困難。因此對著作權人來說，將所有著作授權給仲介團體管理

是降低交易成本最務實的方法之一。尤其對於僅有少數著作的權利人來說

（例如單曲作者），獨立進行所有授權談判幾乎是不可能的任務，更遑論

利用人可能面臨無法覓得著作權人取得授權的困境，此時授權給著作權仲

介團體管理似乎是避免交易成本過高正當化合理使用的最佳手段。當然，

將著作權授權給仲介團體管理並不是放諸四海皆準的管理策略，因為授權

著作權仲介團體管理也必需支付一定的管理費用，而且仲介團體的授權條

件也不見得合於權利人的期待。 

在美國，權利人對仲介團體的授權因為反托拉斯法的限制僅得為非專

屬授權，權利人除了可以委託仲介團體管理之外，仍然可以自為授權。在

唱片業近年來產生嚴重市場集中現象之際，全球五大品牌（Universal, 

Warner, Bertelsmann, EMI 以及 Sony）佔全球錄製音樂使用報酬抽取及分配

之百分之八十346，五大品牌在被授權人之規模及重要性大到一定程度時，

                                                 
346 MARTIN KRETSCHER, THE FAILURE OF PROPERTY RULES IN COLLECTIVE ADMINISTRATION: 
RETHINKING COPYRIGHT SOCIETY AS REGULATORY INSTRUMENT, E.I.P.R. 132 (2002).轉引自劉孔中，

從著作權共同管理之發展趨勢討我國著作權共同管理團體之法制，全國律師第九卷第十二期，頁

6(20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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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會考慮與其個別締約347。 

 在台灣，著作權仲介團體受到高度管制。著作權法第八十一條規定：「著

作財產權人為行使權利、收受及分配使用報酬，經著作權專責機關之許

可，得組成著作權仲介團體。專屬授權之被授權人，亦得加入著作權仲介

團體。第一項團體之許可設立、組織、職權及其監督、輔導，另以法律定

之。」對我國現有著作權仲介團體的法制，學者多所批評，例如劉孔中教

授批評現行法強制規定仲介團體之組織型態及會員資格，管制之嚴，舉世

罕見348。惟本章著重於對權利人管理意涵的討論，相關法制建設不足或有

所缺憾之處，不在討論範圍。 

 著作權仲介團體存在最主要的理由是代理多數著作形成的規模經濟，

就此而言，我國現有著作權仲介團體的運作尚未達到規模經濟的臨界數

量，致使管理費用偏高，是仲介團體運作上最大的危機。我國目前有八家

著作權仲介團體存在，民國九十三年居然總共只有約新台幣一億五千四百

八十五萬的收入，其經營規模與美國三家主要公開演出權仲介團體動輒幾

十億美金的收入相比，相差不可以道里計。由授權金額的數量可以粗略推

知，目前我國音樂仲介團體的發展恐怕仍在初步階段，距離產生規模經濟

的管理規模恐怕仍有一段差距349，無怪乎我國著作權仲介團體所收取的管

理費用相較於美國使用報酬百分之十二到十五左右的管理費率相比350，目

                                                 
347 John Temple Lang, Media, Multimedia and European Community Antitrust Law, 21 FORDHAM INT'L 
L.J. 1296, 1343 (1998). 轉引自劉孔中，從著作權共同管理之發展趨勢討我國著作權共同管理團體

之法制，全國律師第九卷第十二期，頁 6(2005)。 
348 劉孔中，同前註，頁 12。 
349 當然也有可能是因為執法不嚴造成盜版或侵權使用猖獗的結果。 
350 http://www.ascap.com/licensing/licensingfaq.html (viewed on 2008/9/26); 
http://www.bmi.com/licensing/entry/C1282 (viewed on 2008/9/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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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仍居高不下。 

 以社團法人台灣音樂著作權人聯合總會為例，目前對會員所收取的管

理費用在使用報酬收入的百分之二十到二十五之間，如果團體運作順利，

才有機會降低至百分之十五351。同樣地，在社團法人中華音樂著作權仲介

協會中，管理費用依據授權人是會員或準會員而有差別，會員的管理費為

報酬的百分之二十；準會員的管理費則為報酬的百分之三十352。 

 除了管理費用高昂外，目前我國著作權仲介團體雖然已經將會員與管

理著作的名稱上網供潛在的被授權人查詢，並將相關的授權表格上網以供

下載，但實際的授權方式仍然採取人工方式，不像 ASCAP 等著作權仲介

團體已經發展出線上授權的交易模式353。我國著作權人即便有著作權仲介

團體管理權利人的著作，整體的交易成本仍較美國更高。 

 1937 年諾貝爾經濟學講得主寇斯（Ronald Coase）在廠商的本質（The 

Nature of the Firm）一文試圖回答何時應運用市場機制，何時又應成立廠

商將經濟生產活動整合到組織內部當中。他認為，當運用市場的交易成本

高於組織的內部管理成本時，整合原先依賴市場進行的經濟活動到組織內

部，即有其正當性354。在我國著作權仲介團體產生規模效益尚屬有限的情

況下，對於擁有大量音樂著作權或擁有許多經典音樂或熱門音樂的出版者

來說，自建授權平台的成本或許較委託仲介團體的管理費更低廉，此時權

                                                 
351 對會員的管理費率：﹝一﹞每人分配所得之使用報酬除代扣稅金外，每人應於稅前另收管理

費，管理費率授權董事會視使用報酬收入情形與本會財務狀況，於 20% 至 25% 區間彈性調整。        
﹝二﹞運作正常﹝預估三年﹞後管理費盡量酌減至百分之十五為目標。見

http://www.mcat.org.tw/m03.php, 瀏覽日期 2008/09/26。 
352 見 http://www.must.org.tw/must_p36.asp, 瀏覽日期 2008/09/26。 
353 陳柏如，數位時代著作權集體管理之研究，國立台灣大學法律學研究所碩士論文，頁 215 
(2002）。 
354 Ronald H. Coase, The Nature of the Firm, 4 ECONOMICA 386 (19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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利人可考慮自建授權平台，並制訂自己認為合適的授權條件。 

尤其依我國現行著作權仲介團體管理條例第十三條第二項規定：「會員

在仲介團體管理之範圍內，不得自行授權或另委託第三人代其授權。」著

作權人若要授權仲介團體管理其音樂著作僅能透過「專屬」授權的方式為

之，不像美國的著作權人仍保有自為授權協議的可能性。在兩種管理機制

無法並行的情況下，權利人應更謹慎地計算自行建立授權平台與授權仲介

團體管理孰優孰劣。 

 

二、與主流流通平台建立策略聯盟 

 與主流流通平台建立策略聯盟是另一個減少交易成本的方法，以Apple

的 iTunes 為例，在 Apple 以每首 99 分美元推出音樂下載服務之前，音樂

使用者或許因為不願意為收聽一首單曲就購買整張音樂 CD 或因為沒有熟

悉的操作介面下載喜歡的音樂，造成違法音樂交換網站大行其道的現象，

前述 Napster, Grokster 的發展，即為著例。但當 Apple 生產的 I-Pod 大受市

場歡迎，iTunes 的音樂交換模式廣被消費者接納之後，這個交易介面成為

音樂市場最主要的流通管道，許多消費者甚至已經被套牢（lock in）在 Apple

建構的音樂交換平台之中，對於消費者而言，利用 iTunes 取得音樂的成本

可能遠低於使用業者自行開發的網路銷售平台。 

 當著作權人的音樂在合法的音樂市場中能以很低的交易成本流通到使

用者手中時，非法下載音樂的市場將同步縮小。此外，對許多利用形式處

於合理使用邊界的使用者來說，當他們可以以低交易成本、合理的價格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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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場中取得合法的音樂時，大可以選擇支付合理價格取得著作重製物，而

不需冒合理使用主張可能被法院駁回的風險。因此，如果著作權人與此類

主流流通平台建立策略聯盟或將己身所有的音樂著作置於主流平台上銷

售，不但可以有效降低交易成本乃至於利用人成功主張合理使用的風險，

還可以減少盜版市場的威脅，進而創造著作權人與平台經營業者雙贏的局

面。 

 在實體音樂 CD 的銷售上，著作權人亦可以與網路上實體商品流通業

者結盟，在其通路上販售音樂 CD，這也是降低音樂流通交易成本的方式，

舉例言之，amazon.com 除了傳統販售書本之外，早已經開始從事實體音樂

CD 的販售，是可能的合作對象。 另一種可能的選擇，是將現在普及的盜

版網站以授權的方式合法化。許多本來的盜版網站可能集聚許多「人氣」，

成為許多使用者習慣使用的音樂下載平台。即便其後因法院認定違法使之

無法繼續經營，如果著作權人能「吸收」原先的人氣，以及盜版網站的「商

譽」，仍然可能創造出有效率的音樂交易平台。舉例言之，曾經風靡之時

的 Napster 網站在巡迴上訴法院認定侵權之後，選擇取得著作權人合法授

權繼續經營，迄今仍然是許多使用者慣常使用的音樂平台355。 

 就台灣來說，ezPeer 是目前台灣消費者為取得音樂最慣常使用的音樂

交換平台之一，雖然其經營模式合法與否仍在法院審理中356，但如果最終

判決結果對 ezPeer 有利，權利人或許應該思考如何與 ezPeer 合作，尋求雙

                                                 
355 http://www.napster.com/choose/index.html (viewed on 2008/9/26). 
356 台灣士林地方法院於 92 年訴字第 728 號刑事判決宣判 ezPeer 無罪，並主張其所提供之 P2P 平

台為合理使用工具；台北地方法院在民事判決中則認定 ezPeer 因知悉其上使用者侵權行為，因

此應負侵權責任。台灣高等法院於 94 年上訴字第 3195 號判決，駁回檢察署上訴，維持一審無罪

判決。檢察署續行上訴，本案目前繫屬於最高法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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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雙贏的契機。反之，若音樂著作權人最終獲得有利判決，亦可思考將

ezPeer「漂白」成合法授權網站的可能性，以利用 ezPeer 已經建構完整的

使用平台繼續發展低交易成本的交易架構。 

 當然，商業模式創新千變萬化，且與科技與法律的發展息息相關，本

研究不可能歸納出所有（甚至是多數）權利人在管理策略上可能的發展方

向或商業策略，但可以確定的是，如何降低音樂授權與販售的交易成本，

將是權利人持續努力的方面。此舉不但降低被告成功主張合理使用的風

險，亦能發揮減少盜版與著作權爭議的效果，最終或能逐步落實著作權法

同時鼓勵創作與知識流通、文化發展的立法原意。 

 

三、市場失靈理論對我國著作權仲介團體之意義 

  本研究建議權利人應自建授權平台或委託市場上現存仲介團體代

理，以降低交易成本，降低利用人主張合理使用的機會，至於應採用何種

方式，取決於仲介團體的代理成本與權利人自建交易平台的成本孰高孰

低。對仲介團體而言，儘速擴充代理數額、發揮規模經濟的效益，降低代

理成本，為仲介團體進一步發展的不二法門。然而，我國目前仲介團體高

達七家357，在彼此競爭的情形下，反而衍生出不少問題。舉例言之，社團

法人中華音樂著作權協會與警察廣播電臺因為報酬費率計算的方式產生

爭執，導致警察廣播電臺全面停止播放中華音樂著作權協會管理之音樂

358，台灣音樂著作權人聯合總會並於 2008 年 8 月以存證信函的方式，威脅

                                                 
357http://www.tipo.gov.tw/ch/AllInOne_Show.aspx?path=994&guid=04b10887-f745-4295-9fe1-6c5a88
d340e9&lang=zh-tw (viewed on 2009/1/26). 
358 http://www.must.org.tw/new_971016.htm  (viewed on 2009/1/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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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對台中客運收聽警察廣播電臺廣播的呂姓司機提起著作權侵權訴訟

359，因而引發利用人團體的強烈反彈360。 

 利用人團體認為每一家仲介團體對廣電媒體都是以概括授權的方式收

費，如果一首曲子的詞、曲著作權分屬不同權利人所有，且由不同仲介團

體代理，很可能出現利用人就同一首曲子付好幾次費用的情形，並不合理

361。若著作利用人因為收費機制的不合理最終選擇不使用仲介團體所代理

的音樂，將造成對權利人、仲介團體乃至於收聽大眾的損失，因此仲介團

體應彼此協調建立透明、合理的收費機制，以免發生過多仲介團體反而造

成交易成本升高的悲劇。 

  

第六節、管理意涵的延伸應用-以出版業為例 

一、出版業的價值鍊與演化 

傳統上，出版業的價值鍊構成與音樂產業相當類似。著作人完成書籍

或文章的創作之後，透過出版業者完成印刷及裝訂，並透過與出版業者自

身所有或與之結盟的銷售通路販售給終端消費者。同樣地，隨著通訊科技

的發達，出版業的價值鍊出現了重大變化，在網際網路提供快速傳輸功能

的背景下，實體書本的販售在數位時代中成為不具經濟效益的商業模式。

相對電子書(E-book)可以透過網路直接將書本全部或一部以電子檔案的形

式傳送給消費者，實體書本的販售首先必須由出版商完成書籍的印刷與裝

訂，之後將書籍儲存在倉庫中，隨後視經銷點的銷售狀況進行配送。這種

                                                 
359 http://www.ttv.com.tw/097/10/0971014/09710144496205L.htm  (viewed on 2009/1/26). 
360 http://news.sina.com.tw/article/20081015/957766.html  (viewed on 2009/1/26). 
361 同前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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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業模式下，印刷、裝訂與倉儲費用成為出版業者的沈沒成本（sunk cost）。

一旦實體書本的銷售狀況不佳，出版商將面臨庫藏無法消化的窘境362。 

 相對而言，電子書僅涉及檔案的傳輸，出版商不需要負擔實體書本出

版龐大的沈沒成本，同時也可以減少消費者取得著作重製物的交易成本。

在傳統實體書本的銷售模式下，書本的購買者或許可以透過網路郵購的方

式請出版社將實體書本寄送到家中，而省卻到書店購買的時間與費用。但

即便如此，消費者仍然必須負擔實體書本的運送費用。 

但在電子書的販售模式中，因為僅涉及書本電子檔的寄送，消費者不

用負擔任何運送費用。因此，過去實體書本銷售通路在價值鍊的地位，如

同過去的唱片行一般，被網際網路所取代。舉例言之，2000 年 Stephen King

自行出版自己所創作的小說 Riding the Bullet，在著作上線後短短四十八小

時之內，該書以每次 2.5 美金的價格被下載超過 500,000 次363，在這種銷售

佳績下，除非市場有特別需要，著作權人幾乎沒有大量生產實體書本並透

過傳統通路銷售的必要。 

 除了銷售模式之外，數位科技也重新定位許多書籍的銷售單位。以字

典與百科全書為例，過去使用者需要這些工具書的協助時，除非使用者遇

到疑問時一概前往圖書館或向友人借閱，唯一的辦法就是全套購買，即便

他們所需要的只是其中的部分內容。這種商業模式下，銷售單位是整本字

典或百科全書。但網際網路時代中，維基百科（Wikipedia）與搜尋引擎中

                                                 
362 June Besek & Jane Ginsburg, The Future of Electronic Pulishing: A Panel Discussion, 25 COLUM. J. L. 
& ARTS 91, 95 (2002). 
363 Jason Cohen, Note: Endangered Research: The Proliferation of E-Books and Their Potential Threat 
to the Fair Use Clause, 9 J. INTELL. PROP. L. 163, 165 (2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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字典功能的出現，使得使用者不需要購買整本書籍就可以取得相關知識。

此時的銷售單位從一本書到書中的一則知識，更有甚者，使用者在新的商

業模式下無須直接付費就可以取得所需知識，如果工具書的作者無法在新

的商業模式下找出利基，將面臨被完全淘汰的命運。 

 

二、市場失靈對出版業的管理意涵 

 除了價值鍊的發展相近之外，音樂產業在著作權法下的管理策略在出

版業亦有可供援用之處。舉例言之，第四章所述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以及 Texaco 兩案即為交易成本過高所導致的市場失靈的著例，如果出版者

或著作權人並未積極開發文獻摘錄本或期刊中單一文章的市場，前開兩案

中，製作摘錄本的印刷廠以及進行系統性重製的 Texaco 公司很可能都會被

法院判定為合理使用。換言之，在出版業銷售單位逐漸從過去整本書籍或

期刊縮小為書籍中部分內容甚至是單一資訊時，如果著作權人未積極開發

新市場，造成交易成本過高的現象，著作權人將很可能喪失這部分的經濟

利益。 

 除此之外，世界上著作的數量多如牛毛，其中絕大多數的著作都已經

絕版，非常可能發生資訊需求者所需資訊無法取得的現象，此時使用者可

能面對即便想要付費亦無從購買的現象，交易成本之高幾近於完全的市場

失靈。在這種狀況下，即便使用者到圖書館中取得特定書籍並進行完全重

製，或如同 Google Print 一般的網路服務業者在網站中提供該絕版書籍中

全部或部分內容，法院也可能基於嚴重市場失靈的理由認定使用人的利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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行為構成合理使用。如果系爭書籍已經成為出版者不詳或不知所縱的孤兒

著作，使用者成功主張合理使用的機會更高。 

 因此對於出版業者來說，因應出版業銷售單位變小的趨勢，主動開發

市場降低交易成本，可以說是被告主張合理使用的威脅下，最重要的管理

策略。此外，面對孤兒著作的問題，由於目前出版業尚未出現如同音樂產

業一般的著作權仲介團體，對於出版業者或著作權人來說，建立定時更新

聯絡資訊的平台成為最務實的選擇。對於新出版的書籍或期刊，權利人可

以選擇在著作權管理資訊中，將著作權人的網站或永久聯絡電子信箱載

入，即便日後權利人進行搬遷，只要網站或電子郵件信箱不變，使用者仍

然可以輕易覓得著作權人，減少孤兒著作的問題。對於已經出版的著作，

著作權若未及在出版物載入聯絡資訊，或因年代久遠，當初留下的訊息已

經有所變更，權利人應該在網路上盡可能散布更新後的聯絡資訊，例如建

立個人網頁詳載自己所有著作及聯絡資訊，使得潛在的被授權人透過搜尋

引擎的協助即可輕易與著作權人聯絡等等。 

 就正向外部性所導致的市場失靈而言，如果他人的利用模式產生的正

向外部性越高，就管理策略而言，著作權人越應該積極進行授權。如果他

人大量引用權利人著作的目的是為了評論、諷刺，或建構搜尋引擎進行必

要的引用，著作權人不但應試圖積極授權，甚至應該考慮與相關業者進行

策略聯盟進行雙贏的合作關係。 

 舉例言之，字典或百科全書的著作權人在實體工具書販售市場銳減且

具有強大外部性的搜尋引擎或網路百科逐漸取代工具書功能之際，即可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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慮與搜尋引擎進行授權合作，此舉不但可以降低著作被市場完全淘汰的風

險，對搜尋引擎的授權或許還有機會取得相當的權利金收入，可謂一舉兩

得。 

本研究討論雖以音樂與出版產業為核心，但主動降低交易成本、對產

生大量正向外部性的使用者進行積極授權或與之進行策略聯盟創造雙贏

的合作關係，以減少法院判定被告構成合理使用的機會，不論對任何產業

的著作權人均可適用。 

 

第七節、科技變遷、法律變革與管理模式演化的互動 

命題五：技術、法律與管理模式三構面互相影響，任何一項要素變動，都

可能驅動其他兩項要素的變化。 

 由前述音樂產業與出版業的討論可以看出法律、科技與管理三者間的

互動關係。就技術變革與法律演進的關連而言，從近二十年來的產業發展

脈絡即可輕易窺見著作權法的保護範圍乃至於合理使用的空間並非一成

不變。隨著數位化科技改變了傳統的交易方式、交易成本與外部性的內

涵，法律保障的架構也隨之調整。以著作權法而論，技術保護措施的立法、

對著作權權利管理訊息的保障、乃至於合理使用範圍在交易成本下降的情

況下縮減，清楚顯示法律隨著技術與管理模式的變化隨之調整的現象。對

管理者而言，假定法律一成不變或者是外於產業與技術變遷的外部變數絕

對是錯誤的假設，Google 於 Google Print 一案勇於挑戰現有合理使用的範

圍即可視為產業挑戰現有法律框架的例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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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同樣地法律與技術的變遷也會影響價值鏈與授權權利發展，舉例而

言，在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以及 Texaco 兩案實質改變了早先 Williams 

& Wilkins 一案的法律見解並揭示有效的授權交易平台減少使用者成功主

張合理使用抗辯的機會後，著作權人以及相關的出版者更主動地建構授權

平台，或授權著作權仲介團體代為管理。以著作權利處理中心為例，雖然

該中心自創立之始即試圖建立代理多數著作權人進行授權、降低交易成本

的機制，但直到 Texaco 一案後，著作權權利處理中心才逐步取得足夠的授

權，超過臨界規模達到規模經濟效應，法院判決對於價值鍊以及管理模式

的引導效果由此可見一斑364。而技術變遷對於交易架構的影響力更不待

言，包括網路音樂與電子書的交易架構若無數位科技的輔助根本不可能出

現。 

 但不可忽略的是，技術變遷本身也受到法律與商業模式的影響，舉例

言之，在 peer to peer 音樂交換平台的發展歷程中，從 Napster 一直到最近

的 Grokster，被告的檔案交換平台越來越去集中化，交換架構的轉變清楚

地是為了迴避先前法律所建立次級侵權責任的標準，這可以清楚反應技術

發展受到法律規範的影響。當然隨著技術發展突破先前法律所設定的限

制，法律也會隨之調整責任內涵以因應技術變化，聯邦最高法院在 Grokster

一案的判決即為著例。而商業模式影響技術變遷的例證更比比皆是，當電

子書的銷售成為出版業的趨勢後，許多業者爭相投入資源發展電子書的技

                                                 
364 Kenneth D. Crews, Copyright at a Turning Point: Corporate Response to the Changing Environment, 
3 J. INTELL. PROP. L. 277, 278 (19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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術規格與輔助技術365，管理模式對技術變遷的影響亦清晰可見。 

 數位音樂檔案上數位權利管理機制（digital right management）的演化

是另外一個技術、法律與管理模式相互影響的例證。在數位檔案權利管理

技術出現後，權利人可以限制檔案收取者的運用方式，例如特定檔案僅能

在權利人允許的播放媒體上播送。著作權法上有所謂的第一次銷售原則

(first sale doctrine)，依美國著作權法第一０九條第（ａ）項規定：「無論第

106 條第(3)項之規定，凡依本法合法取得對特定重製物或影音著作之所有

人，或該所有人所授權之任何人，得不經著作權人之授權，將該重製物或

影音著作予以販賣或對其持有予以處置。366」換言之，權利人將一著作重

製物移轉給買受人之後，該買受人得自由將該重製物轉售或出租給第三

人。但在數位權利管理機制出現後，權利人將一著作重製物以數位檔案的

形式傳送給買受人時，可以在該檔案上加上特定限制，以技術方式限制買

受人將該重製物轉讓或出租給第三人的權利。Apple 之前在 iTunes 上所販

售的音樂即為一例， Apple 使用一種稱之為 FairPlay 的技術，僅允許使用

者將所自 iTunes 所下載的音樂在不超過五台電腦上播放，且這五台電腦都

必須經過使用者輸入購買者帳戶名稱、帳戶密碼等資料驗證後，始得加以

使用367。 

Apple 使用 FairPlay 的原意是為了預防在數位時代中的盜版問題，以防

止自 iTunes下載音樂的使用者肆無忌憚地將該音樂在未經授權的情況下大

                                                 
365 Bob Pimm, Riding the Bullet to the E-Book Revolution, 18 ENT. & SPORTS LAW. 1, 15(2002). 
366 17 U.S.C. 109(a) (2006). 
367 Henry Sprott Long III, Commentary: Reconsidering the "Balance" of the "Digital First Sale" Debate: 
Re-examing the Case for A Statutory Digital First Sale Doctrine to Facilitate Second-Hand Digital 
Media Markets, 59 ALA. L. REV. 1183, 1184 (20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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量複製出售給他人368。但在此同時，如果使用者已經註冊五台電腦，即無

法在其他媒體上播放該數位檔案，等同於以技術限制了買受人在著作權法

第一次銷售原則下本來應有轉讓或出租重製物的權利，使著作權人因此得

以開發數位音樂的出租市場369，此乃技術演化使相關產業得以迴避既有法

律規範、發展新商業模式的例證。 

但在此同時，技術的改變也引動了法律變革與產業競爭的改變，伴隨

著使用者團體的反彈，美國許多學者建議國會在美國著作權法上新增「數

位第一次銷售原則」370，以立法的方式，排除著作權人或播送媒體販售者

運用數位技術剝奪買受者的權利。然而，不待美國國會增修數位第一次銷

售原則的立法，Apple 於 2009 年初宣布，使用者自 iTunes 上所下載的音樂

將不再附有數位權利管理措施。主要原因之一是其他業者的競爭，雖然唱

片業者等著作權人要求 Apple 必須在使用者自 iTunes 所下載的音樂上附加

限制，但唱片業者與其他競爭者在其網路銷售平台所販售的音樂未必附有

相同的限制措施，因而降低了 Apple 在 iTunes 的吸引力，使得 Apple 最終

不得不全面移除音樂檔案上的限制措施。 

 由以上論述可知，技術、法律與管理模式是彼此互為影響的構面，對

於企業經營者來說，應有任何一項變動即牽一髮而動全身的敏銳，假定任

何一項要素外生於其他兩構面，均可能成為策略錯誤的原因。 

                                                 
368 Id, at 1184. 
369 Id, at 1185. 
370 Id, at 1194-98.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