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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錄一：問卷 

親愛的著作權朋友您好： 

    非常謝謝您願意接受這份問卷的填答，您費心勾選的意見所形成的完整

問卷，我們一定會儘速彙整並以嚴謹的學術方法進行分析、解讀，除了日後

將回饋給您完整的博士論文(電子檔)外，我們融合了您的看法所作出的結

論，也將提供給政府及相關業界具體建言，俾營造你我都在期盼更佳智慧財

產權創作及利用的環境。 

這是一份學術性問卷，目的在研究創作共享機制對著作權保護環境的知

覺感受。本問卷係採匿名方式，您所提供的全部資料僅供學術研究之用，絕

不會個別披露，對外絕對保密。 

煩請您撥空協助本問卷的填答，問卷中的所有問題並無標準答案，請您

依照自己的看法與事實回答即可。再次感謝您的合作與支持！！ 

敬祝 

      健康快樂 萬事如意 
                   政治大學科技管理研究所 

指 導  教 授：劉江彬 博士 
博士班研究生：盧文祥  敬上 
E-mail: ipodd2@tipo.gov.tw 

問卷說明： 

為了幫助您更精準且無障礙的完成這份問卷，請容我為您解說本研究之核

心思想：「創作共享（Creative Common）」。 

所謂「創作共享」是指創作人自願將仍享有著作權保護之創作，供任何人

有條件或無條件之免費利用；所謂無條件免費利用是指權利人同意利用人只要標

示原創人之姓名即可，至於利用人要用在商業營利與否，或是將原創作再改作，

其使用的型態及次數都不受限制；所謂有條件免費利用是指權利人要求利用人除

了必須標示原創作人的姓名外，也必須依照創作人所標示之符號或文字敘述來利

用創作(例如只能用於非營利，又例如不准將原創作改作，或雖可改作但須將改

作後的新創作供別人也免費分享等)。 

本問卷研究主要是請您針對您在利用他人創作（例如:寫作時參考他人的著

作、下載別人的演唱歌曲、經典名片、或網路遊戲等）或自己進行著作創作後想

要貢獻出來與別人分享的通常經驗來做答，請您不必考慮那些未經同意的利用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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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大概不會被權利人抓到或屆時再想辦法主張合理使用的例外情形。 

  

第一部份 請您針對上述創作共享機制之認知或使用經驗來填答。請您依創作或

利用的客觀環境，在適當的空格內勾選。 

 非
常
不
同
意 

不

同

意 
有
點
不
同
意 

有

點

同

意 

同

意 

非

常

同

意 

一、著作創作人完成創作之不同類別對創作共享機制可

能產生之影響（註：創作類別有語文著作、音樂著作、

戲劇舞蹈著作、美術著作、攝影著作、圖形著作、視聽

著作、錄音著作、建築著作、電腦程式著作） 

      

1.  我認為如果完成創作之類別為市面上較少見者(例
如建築著作等)，該類創作人較不願意將他的創作貢

獻出來供他人免費共享利用？     

2. 我認為如果完成創作之類別較難完成者(例如電腦

程式著作等)，該類創作人較不願意將他的創作貢獻

出來供他人免費共享利用？ 
    
3. 我認為不論任何創作類別，創作者如係剛出道的新

手，他為了打知名度，較願意將其創作供他人免費

共享。    

二、著作創作人之經濟收入與採用創作共享機制可能產

生之影響 
      

1. 我認為創作人如果是職業作家，他應該不會把自己

賴以維生的創作成果拿出來供他人免費利用。 
   

2. 我認為創作人如果在創作過程中，已投入大筆成本

花費，他為了回收成本，應該不會把那次創作成果

拿出來供他人免費利用。    

3. 我認為創作人如果在該次創作之目的就想銷售營

利，即使採用創作共享機制可能有助宣傳，他應該

也不會把那份創作拿出來供人免費利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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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非

常
不
同
意 

不

同

意 

有
點
不
同
意 

有

點

同

意 

同

意 
非

常

同

意 

三、著作利用人對法治認知及其所受教育程度對創作共

享機制可能產生之影響       

1. 我認為利用人係因對法治認知程度較高，所以才願

意利用創作共享機制取得他人免費共享之創作。    

2. 我認為利用人是因害怕萬一不合法利用有可能被權

利人進行民、刑事侵權之追訴，所以才願意利用創

作共享機制取得他人免費共享之創作。 
   

3. 我認為利用人受教育程度越高，越能尊重別人著作

權，而不願意侵害他人著作權，故願意利用創作共

享機制取得他人免費共享之創作。 
   

四、著作利用人之購買能力對創作共享機制可能產生之

影響       

1. 我認為利用人如係小型公司，業務上每次都必須用

到他人收費的作品，考慮長久以來必成本過高，所

以就會去創作共享園地取用他人免費共享之類似

創作。 

   

2. 我認為利用人如係在學學生，在做家庭作業或上課

時每次都須用到他人收費的作品，他將無力負荷，

所以只好去創作共享園地取用他人免費共享之類

似創作。    

3. 我認為一般非營利組織因為無獲利能力，但辦活動

時須用到他人收費的作品，為節省支出，所以就會

去創作共享園地取用他人免費共享之類似創作。    

五、政府參與程度對創作共享機制可能產生之影響       

1. 我認為政府機關為民表率，各機關都應積極投入創

作共享資料庫，方能帶動創作人及利用人貢獻投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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創作共享機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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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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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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點
不
同
意 

有

點

同

意 

同

意 
非

常

同

意 

2. 我認為政府機關以稅收編列預算委託研究而享有

著作權之創作成果，應儘量開放大眾免費共享。 
   

3. 我認為政府各部門為節樽公帑，就進行施政服務或

形成政策所需之資訊，應儘量利用創作共享資料庫

之資源，以帶動社會大眾利用創作共享機制。 
   

六、政府推動程度對創作共享機制可能產生之影響       

1. 我認為當政府積極推動宣導免費共享機制，蔚為風

潮，將會帶動創作人及利用人大量使用創作共享機

制。 
   

2. 我認為政府應指定特定機關(機構)並給予適當的預

算經費，輔導學術機構及民間單位，全面推展創作

共享機制。 
   

3. 我認為政府應指定特定單位，建構機能強大的網路

平台以利創作人可隨時貢獻數位化著作，且利用人

可方便取用他人免費共享之著作。 
   

七、機制便捷程度對創作共享機制可能產生之影響       

1. 我認為如果創作共享機制能設計成操作更便捷，將

會帶動創作人及利用人更願意使用創作共享機制。    

2. 我認為網路分享效益無限，如果創作人供人免費共

享之著作儘量數位化，並供利用人在網路上以專區

檢索之方式下載利用，將有助於大眾樂於至創作共

享資料庫取用他人免費共享之創作。    

3. 我認為創作共享機制之符號或操作方法，應設計成

簡單易懂，且可隨取隨用，將有助於大眾樂於至創

作共享資料庫取用他人免費共享之創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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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信任機制程度對創作共享機制可能產生之影響       

1. 我認為為了防止非真正創作人將他人創作僭稱為

已有，且慷他人之慨供大眾免費利用，故應儘量結

合電子簽章之機制，使此風險降至最低。    

2. 我認為利用人透過創作共享機制並依各該創作人

所定條件選用各該創作，即應依約遵守各該條件方

不致侵權，否則將影響創作人持續貢獻免費共享創

作之意願。    

3.  我認為利用人倘已遵守創作人所定條件選用創作

共享資料庫之資源，即應受合法使用之法律保障，

否則將影響利用人利用創作共享機制之意願。    

九、創作共享機制對知識分享擴散最大化可能產生之影

響 
      

1. 我認為成功的創作共享機制，使得知識的公共園地

更加豐富而有助於知識的分享與擴散。 
   

2. 我認為豐富的免費共享園地，是集散知識之有機

體，且因免費利用降低交易成本，故可普及知識。

 
   

3. 我認為知識如果垂手可得且可免費無限利用，必可

普及知識，而創作共享機制是目前可能實現此一理

想之機制。    

十、創作共享機制對著作權保護完整化可能產生之影響       

1. 我認為成功的創作共享機制，使得利用人可自特定

區域，自由免費利用他人創作，而不必取用主張著

作權之創作，減少侵權發生，將有助於著作權之完

整保護。    

2. 我認為免費共享機制之創作人仍保有著作權，但利

用人只要依條件即可合法使用他人著作，因此不致

發生侵權糾紛，對著作權的保護亦可更完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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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我認為免費共享機制若成為社會上習以為常的主

流趨勢，侵權的糾紛將大為降低。    

 
第二部份 請依您個人主觀認知來衡量您對此創作共享機制的效益，並在適當的

空格內勾選。 
 
 非

常
不
同
意 

不

同

意 

有
點
不
同
意 

有

點

同

意 

同

意 

非

常

同

意 

十一、創作共享機制之價值與定位 

      

1. 我認為創作共享機制是目前台灣可迅速增加知識公

共園地典藏的最佳途徑，但須創作人及利用人自發

性共同完成。 
   

2. 我認為創作共享機制之奉獻精神，會鼓勵利用過他

人免費共享著作之創作人，也願意將自己享有著作

權之創作與他人免費共享。 
   

3. 我認為創作共享機制有可能使得願意貢獻著作供人

免費分享之創作人知名度提昇，並可能因此增加其

出版物之販售收入。 
   

第三部份 本部份為基本資料，您所填答資料只用於本研究之用，絕不對外公

開，請安心作答。 
(一).您的性別：① 男 ② 女 

(二).您的年齡：① 20 歲以下 ② 21～30 歲 ③ 31～40 歲 ④ 41～50
歲 ⑤ 51～60 歲 ⑥ 61 歲以上 

(三).您的教育程度： 

① 國中(含)以下 ② 高中、職 ③ 大學、專科 ④ 研究所（含）以

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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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您現在的主要職業類別： 

① 農林漁牧礦 ② 製造業 ③ 資訊業 ④ 服務業 ⑤ 軍公教 

⑥ 自由業   ⑦ 家管  ⑧ 待業中 ⑨ 學生  ⑩ 其它 

(五).您是否曾受過國內外法律（含科技法律或智慧財產權法等）專業教育： 

① 曾受過大專或研究所之法律專業教育 ② 否  

(六).您最常創作之著作類別為下列何種（請單選）： 

① 語文著作② 音樂著作 ③ 戲劇舞蹈著作 ④ 美術著作 ⑤ 攝影著

作 

⑥ 圖形著作 ⑦ 視聽著作⑧ 錄音著作 ⑨ 建築著作 ⑩ 電腦程式著

作 

⑪ 表演     ⑫ 我不從事創作工作 

(七)每月平均收入： 

①□NT$3 萬元以下 ②□NT$3 萬至 6 萬元 ③□ NT$6 萬元至 10 萬元 

④□NT$10 萬元以上 

問卷到此結束，感謝您的填答，願您身體健康，萬事如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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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錄二：問卷整理 

(一) 著作創作人完成創作之不同類別對創作共享機制可能產生之影響 

認同度 

題樣內容 

非常

不同意
不同意

有點不

同意

有點

同意
同意 

非常

同意

我認為如果完成創作之類別為市

面上較少見者(例如建築著作等)，

該類創作人較不願意將他的創作

貢獻出來供他人免費共享利用。 

9 

(1.6%)

42 

(7.7%)

51 

(9.3%)

123 

(22.5%)

232 

(42.4%) 

90 

(16.5%)

我認為如果完成創作之類別較難

完成者(例如電腦程式著作等)，該

類創作人較不願意將他的創作貢

獻出來供他人免費共享利用。 

6 

(1.1%)

28 

(5.1%)

43 

(7.9%)

101 

(18.5%)

234 

(42.8%) 

135 

(24.7%)

我認為不論任何創作類別，創作者

如係剛出道的新手，他為了打知名

度，較願意將其創作供他人免費共

享。 

24 

(4.4%)

39 

(7.1%)

47 

(8.6%)

112 

(20.5%)

233 

(42.6%) 

92 

(16.8%)

利用人 (N1=250) 

認同度 

題目編號 

非常 

不同意 
不同意 

有點不同

意 

有點 

同意 
同意 

非常 

同意 

１－１ 6 15 26 49 111 43 
１－２ 4 10 23 39 105 69 
１－３ 3 10 24 55 103 55 
權利人 (N2=297) 

認同度 

題目編號 

非常 

不同意 
不同意 

有點不同

意 

有點 

同意 
同意 

非常 

同意 

１－１ 3 27 25 74 121 47 

１－２ 2 18 20 62 129 66 

１－３ 21 29 23 57 130 37 

李克特量表數據指標 

題目編號 平均數 標準差 利用人平均數 權利人平均數

１－１ 4.46 1.193 4.49 4.43 

１－２ 4.71 1.140 4.75 4.67 

１－３ 4.40 1.306 4.64 4.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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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著作創作人之經濟收入與採用創作共享機制可能產生之影響 

認同度 

題樣內容 

非常

不同意
不同意

有點不

同意

有點

同意
同意 

非常

同意

我認為創作人如果是職業作家，他

應該不會把自己賴以維生的創作

成果拿出來供他人免費利用。 

6 

(1.1%)

18 

(3.3%)

53 

(9.7%)

95 

(17.4%)

244 

(44.7%) 

130 

(23.8%)

我 認 為 創 作 人 如 果 在 創 作 過 程

中，已投入大筆成本花費，他為了

回收成本，應該不會把那次創作成

果拿出來供他人免費利用。 

4 

(0.7%)

10 

(1.8%)

33 

(6.0%)

102 

(18.6%)

253 

(46.3%) 

145 

(26.5%)

我認為創作人如果在該次創作係

以營利為目的，即使採用創作共享

機制可能有助宣傳，他應該也不會

把那份創作拿出來供人免費利用。

4 

(0.7%)

37 

(6.8%)

97 

(17.7%)

127 

(23.2%)

211 

(38.6%) 

71 

(13.0%)

利用人 (N1=250) 

認同度 

題目編號 

非常 

不同意 
不同意 

有點不同

意 

有點 

同意 
同意 

非常 

同意 

２－１ 3 6 29 42 101 68 

２－２ 2 2 20 47 111 68 

２－３ 2 20 49 64 90 25 

權利人 (N2=297) 

認同度 

題目編號 

非常 

不同意 
不同意 

有點不同

意 

有點 

同意 
同意 

非常 

同意 

２－１ 3 12 24 53 143 62 

２－２ 2 8 13 55 142 77 

２－３ 2 17 48 63 121 46 

李克特量表數據指標 

題目編號 平均數 標準差 利用人平均數 權利人平均數

２－１ 4.73 1.096 4.75 4.71 

２－２ 4.87 0.980 4.87 4.88 

２－３ 4.31 1.151 4.18 4.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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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著作利用人對法治認知及其所受教育程度對創作共享機制可能產生之影響 

認同度 

題樣內容 

非常

不同意
不同意

有點不

同意

有點

同意
同意 

非常

同意

我認為利用人係因對法治認知程

度較高，所以才願意利用創作共享

機制取得他人免費共享之創作。 

31 

(5.7%)

123 

(22.5%)

119 

(21.8%)

104 

(19.0%)

139 

(25.4%) 

31 

(5.7%)

我認為利用人是因害怕萬一不合

法利用有可能被權利人進行民、刑

事侵權之追訴，所以才願意利用創

作共享機制取得他人免費共享之

創作。 

34 

(6.2%)

59 

(10.8%)

84 

(15.4%)

147 

(26.9%)

177 

(32.4%) 

45 

(8.2%)

我認為利用人受教育程度越高，越

能尊重別人著作權，而不願意侵害

他人著作權，故願意利用創作共享

機制取得他人免費共享之創作。 

41 

(7.5%)

111 

(20.3%)

95 

(17.4%)

111 

(20.3%)

149 

(27.2%) 

40 

(7.3%)

利用人 (N1=250) 

認同度 

題目編號 

非常 

不同意 
不同意 

有點不同

意 

有點 

同意 
同意 

非常 

同意 

３－１ 9 42 55 56 72 16 

３－２ 7 19 31 78 85 30 

３－３ 14 52 45 44 70 25 

權利人 (N2=297) 

認同度 

題目編號 

非常 

不同意 
不同意 

有點不同

意 

有點 

同意 
同意 

非常 

同意 

３－１ 22 81 64 48 67 15 

３－２ 27 40 53 69 92 15 

３－３ 27 59 50 67 79 15 

李克特量表數據指標 

題目編號 平均數 標準差 利用人平均數 權利人平均數

３－１ 3.53 1.375 3.75 3.34 

３－２ 3.93 1.341 4.22 3.69 

３－３ 3.61 1.442 3.72 3.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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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著作利用人之購買能力對創作共享機制可能產生之影響 

認同度 

題樣內容 

非常

不同意
不同意

有點不

同意

有點

同意
同意 

非常

同意

我認為利用人如係小型公司，業務

上每次都必須用到他人收費的作

品，考慮長久以來必成本過高，所

以就會去創作共享園地取用他人

免費共享之類似創作。 

28 

(5.1%)

29 

(5.3%)

44 

(8.1%)

121 

(22.2%)

242 

(44.3%) 

82 

(15.0%)

我認為利用人如係在學學生，在做

家庭作業或上課時每次都須用到

他人收費的作品，他將無力負荷，

所以只好去創作共享園地取用他

人免費共享之類似創作。 

28 

(5.1%)

24 

(4.4%)

34 

(6.2%)

65 

(11.9%)

229 

(41.9%) 

167 

(30.5%)

我認為一般非營利組織因為無獲

利能力，但辦活動時須用到他人收

費的作品，為節省支出，所以就會

去創作共享園地取用他人免費共

享之類似創作。 

26 

(4.8%)

38 

(7.0%)

43 

(7.9%)

98 

(17.9%)

236 

(43.2%) 

106 

(19.2%)

利用人 (N1=250) 

認同度 

題目編號 

非常 

不同意 
不同意 

有點不同

意 

有點 

同意 
同意 

非常 

同意 

４－１ 3 3 17 55 118 53 

４－２ 3 4 9 23 104 107 

４－３ 2 8 16 48 112 64 

權利人 (N2=297) 

認同度 

題目編號 

非常 

不同意 
不同意 

有點不同

意 

有點 

同意 
同意 

非常 

同意 

４－１ 25 26 27 66 124 29 

４－２ 25 20 25 42 125 60 

４－３ 24 30 27 50 124 42 

李克特量表數據指標 

題目編號 平均數 標準差 利用人平均數 權利人平均數

４－１ 4.40 1.280 4.77 4.09 

４－２ 4.73 1.348 5.17 4.35 

４－３ 4.46 1.335 4.80 4.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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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政府參與程度對創作共享機制可能產生之影響 

認同度 

題樣內容 

非常

不同意
不同意

有點不

同意

有點

同意
同意 

非常

同意

我認為政府機關為民表率，各機關

都應積極投入創作共享資料庫，方

能帶動創作人及利用人貢獻投入

創作共享機制。 

37 

(6.8%)

30 

(5.5%)

31 

(5.7%)

84 

(15.4%)

181 

(33.2%) 

183 

(33.5%)

我認為政府機關以稅收編列預算

委託研究而享有著作權之創作成

果，應儘量開放大眾免費共享。 

2 

(0.4%)

8 

(1.5%)

38 

(7.0%)

75 

(13.8%)

209 

(38.3%) 

213 

(39.1%)

我認為政府各部門為節樽公帑，就

進行施政服務或形成政策所需之

資訊，應儘量利用創作共享資料庫

之資源，以帶動社會大眾利用創作

共享機制。 

18 

(3.3%)

41 

(7.5%)

34 

(6.3%)

99 

(18.2%)

197 

(36.2%) 

155 

(28.5%)

利用人 (N1=250) 

認同度 

題目編號 

非常 

不同意 
不同意 

有點不同

意 

有點 

同意 
同意 

非常 

同意 

５－１ 2 4 10 43 89 102 

５－２ 0 1 20 40 94 95 

５－３ 0 5 16 54 92 83 

權利人 (N2=297) 

認同度 

題目編號 

非常 

不同意 
不同意 

有點不同

意 

有點 

同意 
同意 

非常 

同意 

５－１ 35 26 21 41 92 81 

５－２ 2 7 18 35 115 118 

５－３ 18 36 18 45 105 72 

李克特量表數據指標 

題目編號 平均數 標準差 利用人平均數 權利人平均數

５－１ 4.63 1.471 5.08 4.26 

５－２ 5.06 0.998 5.05 5.06 

５－３ 4.62 1.335 4.93 4.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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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六) 政府推動程度對創作共享機制可能產生之影響 

認同度 

題樣內容 

非常

不同意
不同意

有點不

同意

有點

同意
同意 

非常

同意

我認為當政府積極推動宣導免費

共享機制，蔚為風潮，將會帶動創

作人及利用人大量使用創作共享

機制。 

31 

(5.7%)

42 

(7.7%)

62 

(11.4%)

136 

(25.0%)

189 

(34.7%) 

84 

(15.4%)

我認為政府應指定特定機關(機構)

並給予適當的預算經費，輔導學術

機構及民間單位，全面推展創作共

享機制。 

39 

(7.2%)

16 

(2.9%)

42 

(7.7%)

114 

(21.0%)

223 

(41.0%) 

110 

(20.2%)

我認為政府應指定特定單位，建構

機能強大的網路平台以利創作人

可隨時貢獻數位化著作，且利用人

可方便取用他人免費共享之著作。

36 

(6.6%)

21 

(3.9%)

47 

(8.6%)

89 

(16.4%)

205 

(37.7%) 

164 

(26.8%)

利用人 (N1=250) 

認同度 

題目編號 

非常 

不同意 
不同意 

有點不同

意 

有點 

同意 
同意 

非常 

同意 

６－１ 2 12 37 64 84 51 

６－２ 0 2 20 60 99 69 

６－３ 2 1 14 48 102 83 

權利人 (N2=297) 

認同度 

題目編號 

非常 

不同意 
不同意 

有點不同

意 

有點 

同意 
同意 

非常 

同意 

６－１ 29 30 25 72 105 33 

６－２ 39 14 22 54 124 41 

６－３ 34 20 33 41 103 63 

李克特量表數據指標 

題目編號 平均數 標準差 利用人平均數 權利人平均數

６－１ 4.22 1.363 4.48 4.40 

６－２ 4.46 1.359 4.85 4.13 

６－３ 4.55 1.409 4.98 4.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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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 機制便捷程度對創作共享機制可能產生之影響 

認同度 

題樣內容 

非常

不同意
不同意

有點不

同意

有點

同意
同意 

非常

同意

我認為如果創作共享機制能設計

成操作更便捷，將會帶動創作人及

利用人更願意使用創作共享機制。

26 

(4.8%)

29 

(5.3%)

33 

(6.1%)

88 

(16.1%)

221 

(40.6%) 

148 

(27.2%)

我認為網路分享效益無限，如果創

作人供人免費共享之著作儘量數

位化，並供利用人在網路上以專區

檢索之方式下載利用，將有助於大

眾樂於至創作共享資料庫取用他

人免費共享之創作。 

29 

(5.3%)

21 

(3.8%)

41 

(7.5%)

74 

(13.6%)

207 

(37.9%) 

174 

(31.9%)

我認為創作共享機制之符號或操

作方法，應設計成簡單易懂，且可

隨取隨用，將有助於大眾樂於至創

作共享資料庫取用他人免費共享

之創作。 

26 

(4.8%)

28 

(5.1%)

21 

(3.9%)

66 

(12.1%)

211 

(38.7%) 

193 

(35.4%)

利用人 (N1=250) 

認同度 

題目編號 

非常 

不同意 
不同意 

有點不同

意 

有點 

同意 
同意 

非常 

同意 

７－１ 2 2 16 43 100 86 

７－２ 1 1 17 34 96 101 

７－３ 1 3 5 30 95 116 

權利人 (N2=297) 

認同度 

題目編號 

非常 

不同意 
不同意 

有點不同

意 

有點 

同意 
同意 

非常 

同意 

７－１ 24 27 17 45 121 62 

７－２ 28 20 24 40 111 73 

７－３ 25 25 16 36 116 77 

李克特量表數據指標 

題目編號 平均數 標準差 利用人平均數 權利人平均數

７－１ 4.64 1.338 4.99 4.34 

７－２ 4.71 1.366 5.10 4.37 

７－３ 4.81 1.350 5.25 4.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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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 信任機制程度對創作共享機制可能產生之影響 

認同度 

題樣內容 

非常

不同意
不同意

有點不

同意

有點

同意
同意 

非常

同意

我認為為了防止非真正創作人將

他人創作僭稱為已有，且慷他人之

慨供大眾免費利用，故應儘量結合

電子簽章之機制，使此風險降至最

低。 

7 

(1.3%)

28 

(5.1%)

30 

(5.5%)

96 

(17.6%)

238 

(43.5%) 

148 

(27.1%)

我認為利用人透過創作共享機制

並依各該創作人所定條件選用各

該創作，即應依約遵守各該條件方

不致侵權，否則將影響創作人持續

貢獻免費共享創作之意願。 

2 

(0.4%)

16 

(2.9%)

8 

(1.5%)

67 

(12.2%)

249 

(45.5%) 

205 

(37.5%)

我認為利用人倘已遵守創作人所

定條件選用創作共享資料庫之資

源，即應受合法使用之法律保障，

否則將影響利用人利用創作共享

機制之意願。 

2 

(0.4%)

11 

(2.0%)

11 

(2.0%)

64 

(11.7%)

251 

(45.9%) 

208 

(38.0%)

利用人 (N1=250) 

認同度 

題目編號 

非常 

不同意 
不同意 

有點不同

意 

有點 

同意 
同意 

非常 

同意 

８－１ 1 4 13 42 105 85 

８－２ 1 3 2 24 110 110 

８－３ 1 1 1 19 109 119 

權利人 (N2=297) 

認同度 

題目編號 

非常 

不同意 
不同意 

有點不同

意 

有點 

同意 
同意 

非常 

同意 

８－１ 6 24 17 54 133 63 

８－２ 1 13 6 43 139 95 

８－３ 1 10 10 45 142 89 

李克特量表數據指標 

題目編號 平均數 標準差 利用人平均數 權利人平均數

８－１ 4.78 1.134 5.00 4.59 

８－２ 5.12 0.930 5.28 4.99 

８－３ 5.15 0.893 5.36 4.9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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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 創作共享機制對知識分享擴散最大化可能產生之影響 

認同度 

題樣內容 

非常

不同意
不同意

有點不

同意

有點

同意
同意 

非常

同意

我認為成功的創作共享機制，使得

知識的公共園地更加豐富而有助

於知識的分享與擴散。 

19 

(3.5%)

30 

(5.5%)

19 

(3.5%)

64 

(11.7%)

254 

(46.4%) 

161 

(29.4%)

我認為豐富的免費共享園地，是集

散知識之有機體，且因免費利用降

低交易成本，故可普及知識。 

25 

(4.6%)

29 

(5.3%)

29 

(5.3%)

78 

(14.3%)

229 

(41.9%) 

157 

(28.7%)

我認為知識如果垂手可得且可免

費無限利用，必可普及知識，而創

作共享機制是目前可能實現此一

理想之機制。 

26 

(4.8%)

50 

(9.1%)

59 

(10.8%)

124 

(22.7%)

179 

(32.7%) 

109 

(19.9%)

利用人 (N1=250) 

認同度 

題目編號 

非常 

不同意 
不同意 

有點不同

意 

有點 

同意 
同意 

非常 

同意 

９－１ 1 0 4 32 121 92 

９－２ 2 3 10 38 108 89 

９－３ 3 10 23 68 85 61 

權利人 (N2=297) 

認同度 

題目編號 

非常 

不同意 
不同意 

有點不同

意 

有點 

同意 
同意 

非常 

同意 

９－１ 18 30 15 32 133 69 

９－２ 23 26 19 40 121 68 

９－３ 23 40 36 56 94 48 

李克特量表數據指標 

題目編號 平均數 標準差 利用人平均數 權利人平均數

９－１ 4.80 1.251 5.19 4.48 

９－２ 4.70 1.327 5.06 4.39 

９－３ 4.29 1.394 4.62 4.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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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 創作共享機制對著作權保護完整化可能產生之影響 

認同度 

題樣內容 

非常

不同意
不同意

有點不

同意

有點

同意
同意 

非常

同意

我認為成功的創作共享機制，使得

利用人可自特定區域，自由免費利

用他人創作，而不必取用主張著作

權之創作，減少侵權發生，將有助

於著作權之完整保護。 

35 

(6.4%)

54 

(9.9%)

60 

(11.0%)

127 

(23.2%)

187 

(34.2%) 

84 

(15.4%)

我認為免費共享機制之創作人仍

保有著作權，但利用人只要依條件

即可合法使用他人著作，因此不致

發生侵權糾紛，對著作權的保護亦

可更完整。 

37 

(6.8%)

30 

(5.5%)

55 

(10.1%)

105 

(19.2%)

226 

(41.3%) 

94 

(17.2%)

我認為免費共享機制若成為社會

上習以為常的主流趨勢，侵權的糾

紛將大為降低。 

33 

(6.0%)

58 

(10.6%)

79 

(14.4%)

142 

(26.0%)

166 

(30.3%) 

69 

(12.6%)

利用人 (N1=250) 

認同度 

題目編號 

非常 

不同意 
不同意 

有點不同

意 

有點 

同意 
同意 

非常 

同意 

１０－１ 4 15 27 65 89 50 

１０－２ 1 4 27 56 107 55 

１０－３ 4 15 34 72 88 37 

權利人 (N2=297) 

認同度 

題目編號 

非常 

不同意 
不同意 

有點不同

意 

有點 

同意 
同意 

非常 

同意 

１０－１ 31 39 33 62 98 34 

１０－２ 36 26 28 49 119 39 

１０－３ 29 43 45 70 78 32 

李克特量表數據指標 

題目編號 平均數 標準差 利用人平均數 權利人平均數

１０－１ 4.15 1.420 4.48 3.87 

１０－２ 4.34 1.384 4.72 4.03 

１０－３ 4.02 1.387 4.34 3.7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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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一) 對於創作共享的全體樣本認同 

認同

題樣內容 

非常

不同意
不同意

有點不

同意

有點

同意
同意 

非常

同意

我認為創作共享機制是目前台灣

可迅速增加知識公共園地典藏的

最佳途徑，但須創作人及利用人自

發性共同完成。 

24 

(4.4%)

34 

(6.2%)

41 

(7.5%)

127 

(23.3%)

227 

(41.6%) 

93 

(17.0%)

我認為創作共享機制之奉獻精

神，會鼓勵利用過他人免費共享著

作之創作人，也願意將自己享有著

作權之創作與他人免費共享。 

26 

(4.8%)

49 

(9.0%)

51 

(9.3%)

140 

(25.6%)

202 

(37.0%) 

78 

(14.3%)

我認為創作共享機制有可能使得

願意貢獻著作供人免費分享之創

作人知名度提昇，並可能因此增加

其出版物之販售收入。 

29 

(5.3%)

41 

(7.5%)

61 

(11.2%)

150 

(27.5%)

190 

(34.9%) 

74 

(13.6%)

利用人 (N1=250) 

認同度 

題目編號 

非常 

不同意 
不同意 

有點不同

意 

有點 

同意 
同意 

非常 

同意 

１１－１ 2 6 17 66 104 55 

１１－２ 2 11 22 69 94 52 

１１－３ 5 4 28 76 92 45 

權利人 (N2=297) 

認同度 

題目編號 

非常 

不同意 
不同意 

有點不同

意 

有點 

同意 
同意 

非常 

同意 

１１－１ 22 28 24 61 123 38 

１１－２ 24 38 29 71 108 26 

１１－３ 24 37 33 74 98 29 

李克特量表數據指標 

題目編號 平均數 標準差 利用人平均數 權利人平均數

１１－１ 4.42 1.280 4.72 4.18 

１１－２ 4.24 1.330 4.59 3.94 

１１－３ 4.20 1.322 4.52 3.9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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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錄三：研究假設的驗證解釋 

 

假說一：當著作權利人(知識供應者)就其創作所屬之著作類別具稀少性及

複雜性者，則愈不會採用創作共享機制。 

當著作權利人(知識供應者)針對其創作所屬的類型與創作共享機制之

間，在抽樣問卷的結果中，僅僅部份獲得驗證。在創作類型屬於稀少性與

複雜性創作時，權利人是否會將作品公開共享，對於權利人與利用人的意

見之間，並無統計上的顯著差異。即表示，創作的稀少性與複雜性並不顯

著影響權利人與利用人對於，權利人是否提出共享的決定。惟在創作新人

願意以打響知名度為理由的議題上，有達到統計上的顯著差異，利用人對

於此議題的認同度高於權利人的認同度。 

造成新人願意將創作品提出共享的可能原因在於，新人為了打響知名度，

讓更多人認識自我，以期在未來的創作生涯中，有更多人認同自己的創作

品，為此，願意放棄既有可能的收入，以換取更高知名度，更多人認識自

己後，在未來才有更高收入。例如許多知名網路線上遊戲，在推出初期均

以免費試玩，號招網友進行試玩，等待收到一定會員數時，再行收費。此

舉的意義在於，等待玩家熟悉與了解遊戲內容有趣之處時再收費，以免一

開始就收費，影響玩家參與新遊戲的意願。同理，倘若創作新人在推出其

創作品時便開始收費，利用人對於此權利人的不熟悉，會讓利用人願意付

出費用以取得其創作品的意願降低。所以，利用人較能認同新人以宣傳、

打響知名度為理由，提出自己的創作品以提供免費共享。 

 

假說二：在權利人的樣本中，對創作類型構面的認同度與對創作共享機制

的認同度，會呈現正相關。 

著作權利人(知識供應者)的經濟能力高低，與創作共享機制之間，在抽樣

問卷的結果中，僅僅獲得部分驗證。經濟能力的高低，僅對於職業作家與

回收成本為考量時，對於權利人與利用人之間，並無統計上的顯著性差

異。也就是說，是否為職業作家與是否以回收成本為理由，對於權利人與

利用人的認同上，較為一致。但是真對於是否為營利為目的的創作品而

言，權利人的認同度較利用人為高，達統計上的顯著性差異。 

造成以營利為目的的創作品，對於權利人與利用人之間的認知差異，可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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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因在於，權利人認為，當創作開始時，即訂定目標在於營利，以自我創

作品換取財務上的收入，便會對創作品投入較多心血與時間，以期能在未

來能收到更多的收入，超過自己所付出的。但利用人則可能認為，權利人

從事創作時，其收入應以維持其生活，並且支付創作時所需費用為限，而

不該以營利為目的。即使以營利為目的，也應該開放部分創作品提供共

享，部分創作品仍維持收費的制度。 

 

假說三：當著作利用人(知識需求者)對法治認知之程度愈低，則愈不會採

用創作共享機制。 

著作利用人(知識需求者)對法治認知之程度高低，與創作共享機制之間，

在全體抽樣問卷之間，僅僅達到部份驗證。對於利用人的法治認知程度越

低，越不會利用創作共享機制，權利人與利用人之間有顯著差異性，利用

人對此的認同度高於權利人，其中，尤其以大學學歷者，較認同法治程度

對於利用創作共享機制的影響。 

造成大學學歷者對於法治教育成度對於利用創作共享機制的影響表示高

度贊同，最主要的原因在於全體樣本中，大學學歷者佔大多數，尤其本身

為法律背景的樣本更是主要樣本來源，所以對於自身擁有的高學歷與高法

治教育程度，有較高的認同度，認為受過法治教育以後，較能依據法律專

業背景明白，利用創作共享機制所取得的創作品才是合法的創作品，唯有

利用創作共享機制，經由正確管道取得創作品時，才不會知法犯法，對自

身造成損害。而較低的法治教育程度者，可能對於自己的行為是否觸犯法

律，均不甚了解，所以較有可能不經由合法的創作共享機制，取得非法侵

權的創作品。 

 

假說四：當著作利用人(知識需求者)購買能力愈有限，則愈會採用創作共

享機制。 

著作利用人(知識需求者)的購買能力與創作共享機制之間，在全體樣本之

間，僅獲得部分驗證。利用人的購買能力對於權利人與利用人之間，認同

度有相當大的差異性，不論是利用人為小型公司、在學學生，或是非營利

組織，利用人的認同度均高於權利人。尤其當著作利用人購買能力愈有

限，則愈會採用創作共享機制上，收入較少者的認同度較其他收入較多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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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 

收入較少者認同購買能力有限時，越會利用創作共享機制取得免費創作品

的議題上，有較高的認同度。其原因可能在於，利用人樣本來源多為來自

大專學生，其本身為收入較少者，購買能力有限，但又有較高的教育程度，

所以希望能用合法的管道取得免費資源，而創作共享機制提供了這些利用

人最好的管道。既免費又方便取得的合法資源，使收入少的利用人會有更

高度的認同在於，利用創作共享機制以取得免費創作品，使自己能取得更

多創作品，而不受購買能力的影響。 

 

假說五：政府對創作共享機制之參與及推動程度，與創作人及利用人採用

該機制有顯著之相關。 

在權利人與利用人對政府參與程度影響共享機制的認同是否一致的假說

上，由於統計檢定的數據顯示出權利人與利用人的認同度是不一樣的，而

且利用人的認同度較高，不過有一個議題是權利人與利用人的認同度是一

致的(表4-47)；在權利人與利用人對政府參與程度影響共享機制的認同是

否一致的假說上，由於統計檢定F-Test的數據顯示出權利人與利用人的認

同度是不一樣的，且利用人認同度較高(表4-48)，而由上面的結果顯示

出，政府參與跟政府推動對於共享機制來說，政府推動比政府參與的影響

力要來的高；在對政府參與程度構面的認同度與對創作共享機制的認同

度，會呈現正相關。 

而控制權利人與利用人之後，不應該有明顯的差異的假說上，由相關分析

與偏相關分析中可知，政府參與程度的認同度與創作共享機制的認同度之

間，是呈現正相關與正偏相關，且在控制利用人與權利人的變數後，偏相

關的數值並不會有明顯的變化(表4-49與表4-50)；最後在政府推動程度構

面的認同度與對創作共享機制的認同度，會呈現正相關。而控制權利人與

利用人之後，不應該有明顯的差異的假說上，由相關分析與偏相關分析中

可知，政府推動程度的認同度與創作共享機制的認同度之間，是呈現正相

關與正偏相關，且在控制利用人與權利人的變數後，偏相關的數值並不會

有明顯的變化(表4-51與表4-52)，因此，根據上面四個假說的結果可以推

論出，政府對創作共享機制之參與及推動程度，與創作人及利用人採用該

機制有顯著之相關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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假說六：創作共享機制本身之便捷程度及可信任程度，與創作人及利用人

採用該機制有顯著相關。 

在權利人與利用人對機制便捷程度影響共享機制的認同是否一致的假說

上，由於統計檢定的數據顯示出權利人與利用人的認同度是不一樣的，且

利用人認同度較高(表4-53)；在權利人與利用人對信任機制程度影響共享

機制的認同是否一致的假說上，由於統計檢定的數據顯示出權利人與利用

人的認同度是不一樣的，且利用人認同度較高(表4-54)；在對機制便捷程

度構面的認同度與對創作共享機制的認同度，會呈現正相關。 

而控制權利人與利用人之後，不應該有明顯的差異的假說上，由相關分析

與偏相關分析中可知，機制便捷程度的認同度與創作共享機制的認同度之

間，是呈現正相關與正偏相關，且在控制利用人與權利人的變數後，偏相

關的數值並不會有明顯的變化(表4-55與表4-56)；最後在對信任機制程度

構面的認同度與對創作共享機制的認同度，會呈現正相關。而控制權利人

與利用人之後，不應該有明顯的差異的假說上，由相關分析與偏相關分析

中可知，信任機制程度的認同度與創作共享機制的認同度之間，是呈現正

相關與正偏相關，且在控制利用人與權利人的變數後，偏相關的數值並不

會有明顯的變化(表4-57與表4-58)，而根據相關分析指出，信任機制跟著

作權又有高度的正相關，且比較機制便捷程度與信任機制程度的相關分

析，發現機制便捷程度的相關性較高，表示機制便捷優先於信任機制；因

此，根據上面四個假說的結果可以推論出，創作共享機制本身之便捷程度

及可信任程度，與創作人及利用人採用該機制有顯著相關性。 

 

假說七：當創作環境中的創作共享機制運作愈成功，則愈有助於知識分享

擴散最大化之提昇。 

在權利人與利用人對知識分享擴散影響共享機制的認同是否一致的假說

上，由於統計檢定的數據顯示出權利人與利用人的認同度是不一樣的，且

利用人認同度較高(表4-59)；在創作共享機制與知識分享擴散的認同度，

會呈現正相關。而控制權利人與利用人之後，不應該有明顯的差異的假說

上，由相關分析與偏相關分析中可知，知識分享擴散的認同度與創作共享

機制的認同度之間，是呈現正相關與正偏相關，且在控制利用人與權利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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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變數後，偏相關的數值並不會有明顯的變化(表4-60與表4-61) ，且兩

者間的相關性是非常高的，因此，根據上面兩個假說的結果可以推論出，

當創作環境中的創作共享機制運作愈成功，則愈有助於知識分享擴散最大

化之提昇。 

 

假說八：當創作環境中的創作共享機制運作愈成功，則愈有助於著作權保

護完整性之提昇。 

在權利人與利用人對著作權完整保護的認同是否一致的假說上，由於統計

檢定的數據顯示出權利人與利用人的認同度是不一樣的，且利用人認同度

較高(表4-62)；在對創作共享機制與著作權完整保護的認同度，會呈現正

相關。而控制權利人與利用人之後，不應該有明顯的差異的假說上，由相

關分析與偏相關分析中可知，著作權完整保護的認同度與創作共享機制的

認同度之間，是呈現正相關與正偏相關，且在控制利用人與權利人的變數

後，偏相關的數值並不會有明顯的變化(表4-63與表4-64)，且兩者間的相

關性是非常高的，因此，根據上面兩個假說的結果可以推論出，當創作環

境中的創作共享機制運作愈成功，則愈有助於著作權保護完整性之提昇。 

 

假說九：對於創作共享機制的認同與採用，會基於每個人的個人特質與各

構面認知不同而有所影響。 

在基於不同個人特質的關係，影響創作共享機制的認同與支持的假說上，

將問卷中的「性別」、「年齡別」、「教育別」、「法學專業別」、「收入別」、「創

作種類別」、「利用人與權利人別」，這七種類別變項先轉換為虛擬變項

(dummy variable)，透過對創作共享機制的「支持度」為依變項，用迴歸

分析的逐步退出(Backward Stepwise)法跑出來的結果顯示出，只有「教

育別」、「收入別」、「利用人與權利人別」這三個個人特質是有意義的，且

由迴歸影響力來看，「教育別」及「收入別」是負的影響，而「利用人與

權利人別」是正的影響，不過模型的解釋能力並不太高。 

而在基於對不同構面的認同度，影響創作共享機制的認同與支持的假說

下，由迴歸分析的結果可知，對創作共享機制具有影響力的構面，分別為

「創作類型1-3」、「權利人的經濟能力」、「利用人的法制認知」、「利用人

的購買能力」、「政府推動程度」、「機制的便捷程度」，對於各問卷構面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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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答，除了權利人的經濟能力呈現負的影響，其餘都是正相關，且模型具

有一定的解釋能力，對於各構面的建構具有一定的支持功用。因此根據上

面兩個假說的結果可以得到圖4-1的結果，並得到表4-73的結果。 

 

假說十：對於知識分享擴散與著作權完整保護的兩種著作權經營，在創作

共享機制的推動，找到不同的構面操作。 

問卷中的八項構面：「權利人的創作類型」、「權利人的經濟能力」、「利用

人的法制認知」、「利用人的購買能力」、「政府參與程度」、「政府推動程

度」、「機制便捷程度」、「信任機制程度」。在權利人的創作類型上，僅以

題目一之三題放入其中，以知識分享擴散的認同度為依變項，進行迴歸分

析，迴歸分析的結果整理為表4-67。研究者認為會影響到知識分享與擴散

的因素，「利用人的購買能力」、「政府參與程度」、「政府推動程度」、「機

制便捷程度」這四項都是具有顯著的影響力，無論在本次研究問卷樣本的

填答資料來看，或是研究者的實際觀察，都是具有相當高的解釋能力。本

問卷在這部分的修正後解釋力為0.750，是具有支持後續研究的價值。 

相同的方式，利用問卷中的八項構面，檢視與著作權的完整保護上，是否

找到具有影響力的構面，以著作權完整保護的認同度為依變項，進行迴歸

分析，迴歸分析的結果整理為表4-68。影響到著作權完整保護的主要的因

素，可以歸因為「創作類型」、「利用人的法制認知」、「利用人的購買能力」、

「政府推動程度」、「機制便捷程度」、「信任機制程度」這六項都是具有顯

著的影響力，無論在本次研究問卷樣本的填答資料來看，或是研究者的實

際觀察，都是具有相當高的解釋能力。本問卷在這部分的修正後解釋力為

0.661，也是具有支持後續研究的價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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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錄四：創作共享授權條款2.5版 

 

姓名標示 2.5 台灣 

授權條款 
 
本著作（如以下定義）係依據 CREATIVE COMMONS 公共授權條款（「 CCPL 」

或「授權條款」）提供。本著作受到著作權法以及（或）其他相關法律的保護。

任何未經本條款授權或著作權法許可對本著作的使用一律禁止。 
當行使本授權條款就本著作所提供之任何權利時，您接受並同意本授權條款之拘

束。您接受這些條款及規定，是授權人授予您包含於本授權條款之權利的前提。 
 
1. 定義 
a.「編輯著作」指期刊、選集或百科全書等將著作未經修改的整體形式，與其他

各自分開而且獨立的著作，彙編成為一個集合的整體。為本授權條款之目的，構

成編輯著作的作品不會被認為是一個衍生著作（定義如下）。 
b.「衍生著作」意指基於本著作或本著作以及其他先前存在的著作而來之著作，

例如翻譯、編曲、編劇、改編小說、改編電影、錄音、以藝術形式呈現、節略、

濃縮或以其他任何形式改造、轉變、改寫本著作。惟為本授權條款之目的，構成

編輯著作之作品不會被認為是衍生著作。為避免疑義，為本授權條款之目的，當

本著作是音樂作曲或錄音時，將本著作依時間序列關係與動態影像所為之同步錄

製，視為衍生著作。 
c.「授權人」指在本授權條款下提供本著作之個人或單位。 
d.「原始著作人」指創作本著作之個人或單位。 
e.「本著作」意指在本授權條款下提供使用的可受著作權保護之著作。 
f.「您」指先前並未就本著作違反本授權條款，或曾違反本授權條款但已獲得授

權人明示之許可得依據本授權條款行使權利，而依據本授權條款行使權利之個人

或單位。 
2. 合理使用權利。本授權條款無意減少、限制或約束依據著作權法或其他相關

法律，自下列原則所生之權利：合理使用、第一次銷售或其他對著作權人專屬權

利的限制。 
3. 授權。根據本授權條款之條款與條件，授權人授與您全球、免權利金、非專

屬、永久的（在著作權期間內）許可，就本著作實施如下述之權利： 
a.重製本著作、將本著作收錄於一個或多個編輯著作之中、以及當收錄於編輯著

作時重製本著作；. 
b.創作及重製衍生著作；. 
c.散布、公開展示、公開演出、公開上映、公開播送、公開傳輸、公開口述或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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數位聲音傳輸方式公開演出、公開上映、公開播送、公開傳輸、公開口述本著作

（包括收錄於編輯著作中之本著作）重製物或錄音物； 
d.散布、公開展示、公開演出、公開上映、公開播送、公開傳輸、公開口述或以

數位聲音傳輸方式公開演出、公開上映、公開播送、公開傳輸、公開口述衍生著

作重製物或錄音物。 
e.為避免疑義，在本著作是樂曲作品的情形： 

i 概括授權下之播演權利金。授權人拋棄由個人或透過著作權仲介團體（如美

國作曲家、作家與出版商協會、社團法人中華音樂著作權人聯合總會、社團法

人中華音樂著作權仲介協會等），收取公開演出、公開上映、公開播送、公開

傳輸、公開口述、或以數位型態公開演出、公開上映、公開播送、公開傳輸、

公開口述（如網路播送）本著作之權利金的專屬權利。 
ii 音樂錄製權及強制授權使用報酬。若您依據中華民國著作權法第六十九條

（或其他司法管轄領域相對應之法令）取得強制授權而將本著作製成錄音物

（「翻唱版」）並加以散布，授權人拋棄由個人或透過著作權仲介團體或其他受

委託機構（如 Harry Fox Agency ），向您收取就本著作製作音樂錄音並加以散

布之使用報酬的專屬權利。 
f.公開演出權與強制授權使用報酬。為免產生疑義，當本著作是錄音著作時，若

您依據中華民國著作權法第二十六條第三項（或其他司法管轄領域相對應之法

令）強制授權規定而公開演出（如在現場播放）本著作，授權人拋棄由個別或透

過著作權仲介團體（如 SoundExchange 、社團法人中華民國錄音著作權人協會）

向您收取公開演出本著作之使用報酬的專屬權利。 
g.網路播送與其他司法管轄領域之強制授權使用報酬。為免產生疑義，當本著作

是錄音著作時，若您依據其他司法管轄領域中對於數位播送及傳輸權（例如美國

著作權法 17 USC Section 114）強制授權規定而以數位方式公開播送（如在網路

上播送）本著作，授權人拋棄由個別或透過著作權仲介團體（如 SoundExchange 、
社團法人中華民國錄音著作權人協會）向您收取以數位方式公開播送本著作之使

用報酬的專屬權利。 
上述權利可以在所有不論已知或將來被發明出來之媒體以及格式上行使。上述權

利包含為了在其他媒體以及格式上行使權利而作技術上必要修改的權利。所有未

經授權人明示授與的權利，於此加以保留。 
4. 限制。第 3 條規定的授權明確受下述條款限制及拘束： 
a.唯有在遵照本授權條款之情況下，您方得散布、公開展示、公開上映、公開播

送、公開傳輸、公開口述或以數位型態公開演出、公開上映、公開播送、公開傳

輸、公開口述本著作。您必須在散布、公開展示、公開演出、公開上映、公開播

送、公開傳輸、公開口述或以數位型態公開演出、公開上映、公開播送、公開傳

輸、公開口述的每份重製物或錄音物附上本授權條款影本或統一資源識別符 
(Uniform Resource Identifier) 。您不能就本著作提出或增加任何條款，而改變或

限制本授權條款、或被授權人行使本授權條款之權利。您不得對本著作再授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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您必須保留所有與本授權條款有關的注意事項以及免除保證責任聲明。您若對本

著作之接近或使用採取不合於本授權條款之科技措施加以控制，則您不得散布、

公開展示、公開演出或以數位型態公開演出本著作。上述條款適用於被收錄在編

輯著作的本著作，但並不要求編輯著作在本著作以外的部分也適用本授權條款。

若您創作編輯著作，則應在收到授權人通知時，儘可能地移除編輯著作中任何如 
第 4 條 b 款所要求的對於原始著作人及／或其指定第三人的表彰。若您創作衍

生著作，則應在收到授權人通知時，儘可能地移除衍生著作中任何如第 4 條 b 
款所要求的對於原始著作人及／或其指定第三人的表彰。 
b.當您散布、公開展示、公開演出、公開上映、公開播送、公開傳輸、公開口述、

或以數位型態公開演出、公開上映、公開播送、公開傳輸、公開口述本著作、衍

生著作或編輯著作，您必須保留本著作全部的著作權聲明，若本著作有提供下列

資訊，則您應依適合於所使用媒介或工具之合理方式提供： (i) 原始著作人姓名

（或筆名），及／或 (ii) 第三人姓名──若原始著作人及／或授權人在授權人的

著作權聲明、使用條款或藉由其他合理方式指定第三人（例如，贊助機構、出版 
者、期刊）為姓名標示的對象；本著作的標題；授權人指定與本著作相關之統一

資源識別符（在合理可行的範圍），除非該識別符無法連結至本著作的著作權聲

明或與關於本著作之授權資訊；在衍生著作的情況，則必須註明衍生著作在本著

作中之使用（如「本法文譯本譯自原始著作人之原著」、「依據原始著作人之原著

而改編的電影劇本」等），以合理表彰原作者。此種對於原始著作人的表彰，可

以透過任何合理的方式為之; 惟在衍生著作或編輯著作之情況，此種對於原始著

作人的表彰，至少必須出現在其他相當之作者表彰之處，並且至少以同等明顯的

方式為之。 
5. 保證條款與免除責任聲明 
除非由本授權契約之當事人相互以書面表示同意，否則授權人是以現狀之基礎提

供本著作，授權人未聲明或提供關於本著作之任何保證，無論明示或默示，無論

是否為法律所規定，包含但不限於任何有關本著作權利之擔保、可商業性、是否

符合某特定之目的、未侵害他人權利、不具有潛在或其他之缺陷、正確性、或不

論能否被發現之錯誤。有些司法管轄領域並不允許排除前述隱含保證，在此情況

之下，前述之排除可能不適用於您。 
6. 責任限制條款 
除為相關法律所要求之範圍，任何因本授權條款或本著作之使用所生之特殊的、

附隨的、連帶的、懲罰性的、警告性的損害，授權人在法理上對您不負任何責任，

即使授權人已經被告知發生此類損害的可能性。 
7. 終止條款 
a.本授權條款及其所授與之權利在您違反本授權條款時自動終止。依據本授權條

款而向您取得衍生著作或編輯著作之個人或單位若仍完全遵守其授權條款，則其

授權條款不會隨之終止。本授權條款第 1 、 2 、 5 、 6 、 7 及 8 條，不因

本授權條款之終止而失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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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除前述條款及條件另有規定外，本處之授權在本著作著作權期間內，係屬永

久。但授權人保留依不同授權條款釋出本著作或隨時停止散布本著作之權利，惟

授權人的這類選擇不得撤銷本授權條款（或任何其他在本授權條款下已給予或必

須給予之授權），且本授權條款直到依據上述規定而被終止前，將會全部繼續有

效。 
8. 其他事項 
a.當您散布或以數位型態公開演出、公開上映、公開播送、公開傳輸、公開口述

本著作或編輯著作，授權人以相同於本授權條款所授與您之條款及條件，就本著

作授權接受者使用。 
b.當您散布或以數位型態公開演出、公開上映、公開播送、公開傳輸、公開口述

本著作之衍生著作，授權人以相同於本授權條款所授與您之條款及條件，就原著

作授權接受者使用。 
c.若本授權條款之任何條文依相關法律規定係屬無效或無法執行，本授權條款其

餘條文之有效性或可執行性不受影響，此類條文應在使其有效及可執行最小必要

範圍內自動修改，不需當事人採取其他作為。 
d 本授權條款之任何條款或規定皆不應被視為放棄與同意可不遵守，除非該放棄

與同意經放棄人或同意人書面記載並且簽名。 
e.本授權條款構成當事人關於授權本著作之全部協議。除此之外，並不存在任何

有關本著作之認知、協議或表示。授權人不應被出現在與您通訊之間的任何附加

條款所拘束。本授權條款未經授權人及您共同的書面協議，不得修改。 
 

姓名標示─非商業性 2.5 台灣 

 
授權條款  
 
本著作（如以下定義）係依據 CREATIVE COMMONS 公共授權條款（「 CCPL 」

或「授權條款」）提供。本著作受到著作權法以及（或）其他相關法律的保護。

任何未經本條款授權或著作權法許可對本著作的使用一律禁止。 
當行使本授權條款就本著作所提供之任何權利時，您接受並同意本授權條款之拘

束。您接受這些條款及規定，是授權人授予您包含於本授權條款之權利的前提。 
 
1. 定義  
a.「編輯著作」指期刊、選集或百科全書等將著作未經修改的整體形式，與其他

各自分開而且獨立的著作，彙編成為一個集合的整體。為本授權條款之目的，構

成編輯著作的作品不會被認為是一個衍生著作（定義如下）。  
b.「衍生著作」意指基於本著作或本著作以及其他先前存在的著作而來之著作，

例如翻譯、編曲、編劇、改編小說、改編電影、錄音、以藝術形式呈現、節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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濃縮或以其他任何形式改造、轉變、改寫本著作。惟為本授權條款之目的，構成

編輯著作之作品不會被認為是衍生著作。為避免疑義，為本授權條款之目的，當

本著作是音樂作曲或錄音時，將本著作依時間序列關係與動態影像所為之同步錄

製，視為衍生著作。  
c.「授權人」指在本授權條款下提供本著作之個人或單位。  
d.「原始著作人」指創作本著作之個人或單位。  
e.「本著作」意指在本授權條款下提供使用的可受著作權保護之著作。  
f.「您」指先前並未就本著作違反本授權條款，或曾違反本授權條款但已獲得授

權人明示之許可得依據本授權條款行使權利，而依據本授權條款行使權利之個人

或單位。  
2. 合理使用權利。本授權條款無意減少、限制或約束依據著作權法或其他相關

法律，自下列原則所生之權利：合理使用、第一次銷售或其他對著作權人專屬權

利的限制。 
3. 授權。根據本授權條款之條款與條件，授權人授與您全球、免權利金、非專

屬、永久的（在著作權期間內）許可，就本著作實施如下述之權利： 
a.重製本著作、將本著作收錄於一個或多個編輯著作之中、以及當收錄於編輯著

作時重製本著作；  
b.創作及重製衍生著作；  
c.散布、公開展示、公開演出、公開上映、公開播送、公開傳輸、公開口述或以

數位聲音傳輸方式公開演出、公開上映、公開播送、公開傳輸、公開口述本著作

（包括收錄於編輯著作中之本著作）重製物或錄音物；  
d.散布、公開展示、公開演出、公開上映、公開播送、公開傳輸、公開口述或以

數位聲音傳輸方式公開演出、公開上映、公開播送、公開傳輸、公開口述衍生著

作重製物或錄音物。  
上述權利可以在所有不論已知或將來被發明出來之媒體以及格式上行使。上述權

利包含為了在其他媒體以及格式上行使權利而作技術上必要修改的權利。所有未

經授權人明示授與的權利，於此加以保留，包括但不限於第 4 條第 d 款、第 4 
條第 e 款及第 4 條 f 款中規定的權利。 
4. 限制。第 3 條規定的授權明確受下述條款限制及拘束： 
a.唯有在遵照本授權條款之情況下，您方得散布、公開展示、公開上映、公開播

送、公開傳輸、公開口述或以數位型態公開演出、公開上映、公開播送、公開傳

輸、公開口述本著作。您必須在散布、公開展示、公開演出、公開上映、公開播

送、公開傳輸、公開口述或以數位型態公開演出、公開上映、公開播送、公開傳

輸、公開口述的每份重製物或錄音物附上本授權條款影本或統一資源識別符 
(Uniform Resource Identifier) 。您不能就本著作提出或增加任何條款，而改變或

限制本授權條款、或被授權人行使本授權條款之權利。您不得對本著作再授權。

您必須保留所有與本授權條款有關的注意事項以及免除保證責任聲明。您若對本

著作之接近或使用採取不合於本授權條款之科技措施加以控制，則您不得散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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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開展示、公開演出或以數位型態公開演出本著作。上述條款適用於被收錄在編

輯著作的本著作，但並不要求編輯著作在本著作以外的部分也適用本授權條款。

若您創作編輯著作，則應在收到授權人通知時，儘可能地移除編輯著作中任何如

第 4 條 c 款所要求的對於原始著作人及／或其指定第三人的表彰。若您創作衍

生著作，則應在收到授權人通知時，儘可能地移除衍生著作中任何如第 4 條 c 
款所要求的對於原始著作人及／或其指定第三人的表彰。  
b.您不得以主要為獲取商業利益或私人金錢報酬的方式，行使依本授權條款第 3 
條所授與之權利。以數位檔案分享或其他方式而以本著作交換其他受著作權保護

之著作，若該著作物的交換並無涉及任何金錢報酬之給付，則不應被認為是為意

圖獲取商業利益或私人金錢報酬。  
c.當您散布、公開展示、公開演出、公開上映、公開播送、公開傳輸、公開口述、

或以數位型態公開演出、公開上映、公開播送、公開傳輸、公開口述本著作、衍

生著作或編輯著作，您必須保留本著作全部的著作權聲明，若本著作有提供下列

資訊，則您應依適合於所使用媒介或工具之合理方式提供： (i) 原始著作人姓名

（或筆名），及／或 (ii) 第三人姓名──若原始著作人及／或授權人在授權人的

著作權聲明、使用條款或藉由其他合理方式指定第三人（例如，贊助機構、出版

者、期刊）為姓名標示的對象；本著作的標題；授權人指定與本著作相關之統一

資源識別符（在合理可行的範圍），除非該識別符無法連結至本著作的著作權聲

明或與關於本著作之授權資訊；在衍生著作的情況，則必須註明衍生著作在本著

作中之使用（如「本法文譯本譯自原始著作人之原著」、「依據原始著作人之原著

而改編的電影劇本」等），以合理表彰原作者。此種對於原始著作人的表彰，可

以透過任何合理的方式為之; 惟在衍生著作或編輯著作之情況，此種對於原始著

作人的表彰，至少必須出現在其他相當之作者表彰之處，並且至少以同等明顯的

方式為之。  
d.為避免疑義，在本著作是樂曲作品的情形： 

i.概括授權下之播演權利金。若本著作之表演、上映、播送與傳輸是主要為意

圖獲取或針對商業利益或個人金錢報酬為目的，則授權人保留由個人或透過著

作權仲介團體（如美國作曲家、作家與出版商協會、社團法人中華音樂著作權

人聯合總會、社團法人中華音樂著作權仲介協會等），收取公開演出、公開上

映、公開播送、公開傳輸、公開口述、或以數位型態公開演出、公開上映、公

開播送、公開傳輸、公開口述（如網路播送）本著作之權利金的專屬權利。 
ii.音樂錄製權及強制授權使用報酬。若您依據中華民國著作權法第六十九條

（或其他司法管轄領域相對應之法令）取得強制授權而將本著作製成錄音物

（「翻唱版」）並加以散布，若您散布本著作主要為意圖獲取或針對商業利益或

個人金錢報酬，授權人保留由個人或透過著作權仲介團體或其他受委託機構

（如 Harry Fox Agency ），向您收取就本著作製作音樂錄音並加以散布之使用

報酬的專屬權利。 
e.公開演出權與強制授權使用報酬。為免產生疑義，當本著作是錄音著作時，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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您依據中華民國著作權法第二十六條第三項（或其他司法管轄領域相對應之法

令）強制授權規定而公開演出（如在現場播放）本著作，若您公開數位演出本著

作主要為意圖獲取或針對商業利益或個人金錢報酬，授權人保留由個別或透過著

作權仲介團體（如 SoundExchange 、社團法人中華民國錄音著作權人協會）向

您收取公開演出本著作之使用報酬的專屬權利。  
f.網路播送與其他司法管轄領域之強制授權使用報酬。為免產生疑義，當本著作

是錄音著作時，若您依據其他司法管轄領域中對於數位播送及傳輸權（例如美國

著作權法 17 USC Section 114 ）強制授權規定而以數位方式公開播送（如在網

路上播送）本著作，若您以數位方式公開播送本著作主要為意圖獲取或針對商業

利益或個人金錢報酬，授權人保留由個別或透過著作權仲介團體（如 
SoundExchange 、社團法人中華民國錄音著作權人協會）向您收取以數位方式公

開播送本著作之使用報酬的專屬權利。  
5. 保證條款與免除責任聲明 
除非由本授權契約之當事人相互以書面表示同意，否則授權人是以現狀之基礎提

供本著作，授權人未聲明或提供關於本著作之任何保證，無論明示或默示，無論

是否為法律所規定，包含但不限於任何有關本著作權利之擔保、可商業性、是否

符合某特定之目的、未侵害他人權利、不具有潛在或其他之缺陷、正確性、或不

論能否被發現之錯誤。有些司法管轄領域並不允許排除前述隱含保證，在此情況

之下，前述之排除可能不適用於您。 
6. 責任限制條款 
除為相關法律所要求之範圍，任何因本授權條款或本著作之使用所生之特殊的、

附隨的、連帶的、懲罰性的、警告性的損害，授權人在法理上對您不負任何責任，

即使授權人已經被告知發生此類損害的可能性。 
7. 終止條款  
a.本授權條款及其所授與之權利在您違反本授權條款時自動終止。依據本授權條

款而向您取得衍生著作或編輯著作之個人或單位若仍完全遵守其授權條款，則其

授權條款不會隨之終止。本授權條款第 1 、 2 、 5 、 6 、 7 及 8 條，不因

本授權條款之終止而失效。  
b.除前述條款及條件另有規定外，本處之授權在本著作著作權期間內，係屬永

久。但授權人保留依不同授權條款釋出本著作或隨時停止散布本著作之權利，惟

授權人的這類選擇不得撤銷本授權條款（或任何其他在本授權條款下已給予或必

須給予之授權），且本授權條款直到依據上述規定而被終止前，將會全部繼續有

效。  
8. 其他事項  
a.當您散布或以數位型態公開演出、公開上映、公開播送、公開傳輸、公開口述

本著作或編輯著作，授權人以相同於本授權條款所授與您之條款及條件，就本著

作授權接受者使用。  
b.當您散布或以數位型態公開演出、公開上映、公開播送、公開傳輸、公開口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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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著作之衍生著作，授權人以相同於本授權條款所授與您之條款及條件，就原著

作授權接受者使用。  
c.若本授權條款之任何條文依相關法律規定係屬無效或無法執行，本授權條款其

餘條文之有效性或可執行性不受影響，此類條文應在使其有效及可執行最小必要

範圍內自動修改，不需當事人採取其他作為。  
d.本授權條款之任何條款或規定皆不應被視為放棄與同意可不遵守，除非該放棄

與同意經放棄人或同意人書面記載並且簽名。  
e.本授權條款構成當事人關於授權本著作之全部協議。除此之外，並不存在任何

有關本著作之認知、協議或表示。授權人不應被出現在與您通訊之間的任何附加

條款所拘束。本授權條款未經授權人及您共同的書面協議，不得修改。 
 

姓名標示─非商業性─相同方式分享 2.5 台灣 

 
授權條款 
 
本著作（如以下定義）係依據 CREATIVE COMMONS 公共授權條款（「 CCPL 」

或「授權條款」）提供。本著作受到著作權法以及（或）其他相關法律的保護。

任何未經本條款授權或著作權法許可對本著作的使用一律禁止。 
當行使本授權條款就本著作所提供之任何權利時，您接受並同意本授權條款之拘

束。您接受這些條款及規定，是授權人授予您包含於本授權條款之權利的前提。 
 
1. 定義  
a.「編輯著作」指期刊、選集或百科全書等將著作未經修改的整體形式，與其他

各自分開而且獨立的著作，彙編成為一個集合的整體。為本授權條款之目的，構

成編輯著作的作品不會被認為是一個衍生著作（定義如下）。  
b.「衍生著作」意指基於本著作或本著作以及其他先前存在的著作而來之著作，

例如翻譯、編曲、編劇、改編小說、改編電影、錄音、以藝術形式呈現、節略、

濃縮或以其他任何形式改造、轉變、改寫本著作。惟為本授權條款之目的，構成

編輯著作之作品不會被認為是衍生著作。為避免疑義，為本授權條款之目的，當

本著作是音樂作曲或錄音時，將本著作依時間序列關係與動態影像所為之同步錄

製，視為衍生著作。  
c.「授權人」指在本授權條款下提供本著作之個人或單位。  
d.「原始著作人」指創作本著作之個人或單位。  
e.「本著作」意指在本授權條款下提供使用的可受著作權保護之著作。  
f.「您」指先前並未就本著作違反本授權條款，或曾違反本授權條款但已獲得授

權人明示之許可得依據本授權條款行使權利，而依據本授權條款行使權利之個人

或單位。  



由創新觀點檢視創作共享與著作權保護及知識分享擴散之關係 

-２６３- 

g.「授權要素」意指由授權人所選擇、並標示在本授權條款標題的下列高層次授

權內容屬性：姓名標示 (Attribution) 、非商業性 (Noncommercial) 與相同方式

分享 (ShareAlike) 。 
2. 合理使用權利。本授權條款無意減少、限制或約束依據著作權法或其他相關

法律，自下列原則所生之權利：合理使用、第一次銷售或其他對著作權人專屬權

利的限制。 
3. 授權。根據本授權條款之條款與條件，授權人授與您全球、免權利金、非專

屬、永久的（在著作權期間內）許可，就本著作實施如下述之權利： 
a.重製本著作、將本著作收錄於一個或多個編輯著作之中、以及當收錄於編輯著

作時重製本著作；  
b.創作及重製衍生著作；  
c.散布、公開展示、公開演出、公開上映、公開播送、公開傳輸、公開口述或以

數位聲音傳輸方式公開演出、公開上映、公開播送、公開傳輸、公開口述本著作

（包括收錄於編輯著作中之本著作）重製物或錄音物；  
d.散布、公開展示、公開演出、公開上映、公開播送、公開傳輸、公開口述或以

數位聲音傳輸方式公開演出、公開上映、公開播送、公開傳輸、公開口述衍生著

作重製物或錄音物。  
e.上述權利可以在所有不論已知或將來被發明出來之媒體以及格式上行使。上述

權利包含為了在其他媒體以及格式上行使權利而作技術上必要修改的權利。所有

未經授權人明示授與的權利，於此加以保留，包括但不限於第 4 條第 e 款、第 
4 條第 f 款及第 4 條第 g 款中規定的權利。 
4. 限制。第 3 條規定的授權明確受下述條款限制及拘束： 
a.唯有在遵照本授權條款之情況下，您方得散布、公開展示、公開上映、公開播

送、公開傳輸、公開口述或以數位型態公開演出、公開上映、公開播送、公開傳

輸、公開口述本著作。您必須在散布、公開展示、公開演出、公開上映、公開播

送、公開傳輸、公開口述或以數位型態公開演出、公開上映、公開播送、公開傳

輸、公開口述的每份重製物或錄音物附上本授權條款影本或統一資源識別符 
(Uniform Resource Identifier) 。您不能就本著作提出或增加任何條款，而改變或

限制本授權條款、或被授權人行使本授權條款之權利。您不得對本著作再授權。

您必須保留所有與本授權條款有關的注意事項以及免除保證責任聲明。您若對本

著作之接近或使用採取不合於本授權條款之科技措施加以控制，則您不得散布、

公開展示、公開演出或以數位型態公開演出本著作。上述條款適用於被收錄在編

輯著作的本著作，但並不要求編輯著作在本著作以外的部分也適用本授權條款。

若您創作編輯著作，則應在收到授權人通知時，儘可能地移除編輯著作中任何如

第 4 條 d 款所要求的對於原始著作人及／或其指定第三人的表彰。若您創作衍

生著作，則應在收到授權人通知時，儘可能地移除衍生著作中任何如第 4 條 d 
款所要求的對於原始著作人及／或其指定第三人的表彰。  
b.唯有在遵照本授權條款、與本授權條款具有相同授權要素的後續版本、或者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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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本授權條款具有相同授權要素的 Creative Commons iCommons 授權條款（如 
Attribution-NonCommercial-ShareAlike 2.5 Japan ）之情況下，您方得散布、公開

展示、公開演出、公開上映、公開播送、公開傳輸、公開口述或以數位型態公開

演出、公開上映、公開播送、公開傳輸、公開口述衍生著作。您必須在散布、公

開展示、公開演出、公開上映、公開播送、公開傳輸、公開口述、或以數位型態

公開演出、公開上映、公開播送、公開傳輸、公開口述的每份衍生著作的重製物

或錄音物附上授權條款或前句規定的其他授權條款影本或統一資源識別符 
(Uniform Resource Identifier) 。您不能就該衍生著作提出或增加任何條款，而改

變或限制本授權條款、或被授權人行使本授權條款之權利,且您必須原封不動地

保留所有與本授權條款有關的注意事項以及免除保證責任聲明。您若對該衍生著

作之接近或使用採取不合於本授權條款之科技措施，則您不得散布、公開展示、

公開演出、公開上映、公開播送、公開傳輸、公開口述、或以數位型態公開演出、

公開上映、公開播送、公開傳輸、公開口述衍生著作。上述條款適用於被收錄在

編輯著作的衍生著作，但並不要求編輯著作在衍生著作以外的部分也適用本授權

條款。  
c.您不得以主要為獲取商業利益或私人金錢報酬的方式，行使依本授權條款第 3 
條所授與之權利。以數位檔案分享或其他方式而以本著作交換其他受著作權保護

之著作，若該著作物的交換並無涉及任何金錢報酬之給付，則不應被認為是為意

圖獲取商業利益或私人金錢報酬。  
d.當您散布、公開展示、公開演出、公開上映、公開播送、公開傳輸、公開口述、

或以數位型態公開演出、公開上映、公開播送、公開傳輸、公開口述本著作、衍

生著作或編輯著作，您必須保留本著作全部的著作權聲明，若本著作有提供下列

資訊，則您應依適合於所使用媒介或工具之合理方式提供： (i) 原始著作人姓名

（或筆名），及／或 (ii) 第三人姓名──若原始著作人及/或授權人在授權人的著

作權聲明、使用條款或藉由其他合理方式指定第三人（例如，贊助機構、出版者、

期刊）為姓名標示的對象；本著作的標題；授權人指定與本著作相關之統一資源

識別符（在合理可行的範圍），除非該識別符無法連結至本著作的著作權聲明或

與關於本著作之授權資訊；在衍生著作的情況，則必須註明衍生著作在本著作中

之使用（如「本法文譯本譯自原始著作人之原著」、「依據原始著作人之原著而改

編的電影劇本」等），以合理表彰原作者。此種對於原始著作人的表彰，可以透

過任何合理的方式為之；惟在衍生著作或編輯著作之情況，此種對於原始著作人

的表彰，至少必須出現在其他相當之作者表彰之處，並且至少以同等明顯的方式

為之。  
e.為避免疑義，在本著作是樂曲作品的情形： 

i.概括授權下之播演權利金。若本著作之表演、上映、播送與傳輸是主要為意

圖獲取或針對商業利益或個人金錢報酬為目的，則授權人保留由個人或透過著

作權仲介團體（如美國作曲家、作家與出版商協會、社團法人中華音樂著作權

人聯合總會、社團法人中華音樂著作權仲介協會等），收取公開演出、公開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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映、公開播送、公開傳輸、公開口述、或以數位型態公開演出、公開上映、公

開播送、公開傳輸、公開口述（如網路播送）本著作之權利金的專屬權利。 
ii.音樂錄製權及強制授權使用報酬。若您依據中華民國著作權法第六十九條

（或其他司法管轄領域相對應之法令）取得強制授權而將本著作製成錄音物

（「翻唱版」）並加以散布，若您散布本著作主要為意圖獲取或針對商業利益或

個人金錢報酬，授權人保留由個人或透過著作權仲介團體或其他受委託機構

（如 Harry Fox Agency ），向您收取就本著作製作音樂錄音並加以散布之使用

報酬的專屬權利。  
f.公開演出權與強制授權使用報酬。為免產生疑義，當本著作是錄音著作時，若

您依據中華民國著作權法第二十六條第三項（或其他司法管轄領域相對應之法

令）強制授權規定而公開演出（如在現場播放）本著作，若您公開數位演出本著

作主要為意圖獲取或針對商業利益或個人金錢報酬，授權人保留由個別或透過著

作權仲介團體（如 SoundExchange 、社團法人中華民國錄音著作權人協會）向

您收取公開演出本著作之使用報酬的專屬權利。  
g.網路播送與其他司法管轄領域之強制授權使用報酬。為免產生疑義，當本著作

是錄音著作時，若您依據其他司法管轄領域中對於數位播送及傳輸權（例如美國

著作權法 17 USC Section 114 ）強制授權規定而以數位方式公開播送（如在網

路上播送）本著作，若您以數位方式公開播送本著作主要為意圖獲取或針對商業

利益或個人金錢報酬，授權人保留由個別或透過著作權仲介團體（如 
SoundExchange 、社團法人中華民國錄音著作權人協會）向您收取以數位方式公

開播送本著作之使用報酬的專屬權利。 
5. 保證條款與免除責任聲明 
除非由本授權契約之當事人相互以書面表示同意，否則授權人是以現狀之基礎提

供本著作，授權人未聲明或提供關於本著作之任何保證，無論明示或默示，無論

是否為法律所規定，包含但不限於任何有關本著作權利之擔保、可商業性、是否

符合某特定之目的、未侵害他人權利、不具有潛在或其他之缺陷、正確性、或不

論能否被發現之錯誤。有些司法管轄領域並不允許排除前述隱含保證，在此情況

之下，前述之排除可能不適用於您。 
6. 責任限制條款 
除為相關法律所要求之範圍，任何因本授權條款或本著作之使用所生之特殊的、

附隨的、連帶的、懲罰性的、警告性的損害，授權人在法理上對您不負任何責任，

即使授權人已經被告知發生此類損害的可能性。 
7. 終止條款  
a.本授權條款及其所授與之權利在您違反本授權條款時自動終止。依據本授權條

款而向您取得衍生著作或編輯著作之個人或單位若仍完全遵守其授權條款，則其

授權條款不會隨之終止。本授權條款第 1 、 2 、 5 、 6 、 7 及 8 條，不因

本授權條款之終止而失效。  
b.除前述條款及條件另有規定外，本處之授權在本著作著作權期間內，係屬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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久。但授權人保留依不同授權條款釋出本著作或隨時停止散布本著作之權利，惟

授權人的這類選擇不得撤銷本授權條款（或任何其他在本授權條款下已給予或必

須給予之授權），且本授權條款直到依據上述規定而被終止前，將會全部繼續有

效。  
8. 其他事項  
a.當您散布或以數位型態公開演出、公開上映、公開播送、公開傳輸、公開口述

本著作或編輯著作，授權人以相同於本授權條款所授與您之條款及條件，就本著

作授權接受者使用。  
b.當您散布或以數位型態公開演出、公開上映、公開播送、公開傳輸、公開口述

本著作之衍生著作，授權人以相同於本授權條款所授與您之條款及條件，就原著

作授權接受者使用。  
c.若本授權條款之任何條文依相關法律規定係屬無效或無法執行，本授權條款其

餘條文之有效性或可執行性不受影響，此類條文應在使其有效及可執行最小必要

範圍內自動修改，不需當事人採取其他作為。  
d.本授權條款之任何條款或規定皆不應被視為放棄與同意可不遵守，除非該放棄

與同意經放棄人或同意人書面記載並且簽名。  
e.本授權條款構成當事人關於授權本著作之全部協議。除此之外，並不存在任何

有關本著作之認知、協議或表示。授權人不應被出現在與您通訊之間的任何附加

條款所拘束。本授權條款未經授權人及您共同的書面協議，不得修改。 
 

姓名標示─非商業性─禁止改作 2.5 台灣 

 
授權條款  
 
本著作（如以下定義）係依據 CREATIVE COMMONS 公共授權條款（「 CCPL 」

或「授權條款」）提供。本著作受到著作權法以及（或）其他相關法律的保護。

任何未經本條款授權或著作權法許可對本著作的使用一律禁止。 
當行使本授權條款就本著作所提供之任何權利時，您接受並同意本授權條款之拘

束。您接受這些條款及規定，是授權人授予您包含於本授權條款之權利的前提。 
 
1. 定義  
a.「編輯著作」指期刊、選集或百科全書等將著作未經修改的整體形式，與其他

各自分開而且獨立的著作，彙編成為一個集合的整體。為本授權條款之目的，構

成編輯著作的作品不會被認為是一個衍生著作（定義如下）。  
b.「衍生著作」意指基於本著作或本著作以及其他先前存在的著作而來之著作，

例如翻譯、編曲、編劇、改編小說、改編電影、錄音、以藝術形式呈現、節略、

濃縮或以其他任何形式改造、轉變、改寫本著作。惟為本授權條款之目的，構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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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輯著作之作品不會被認為是衍生著作。為避免疑義，為本授權條款之目的，當

本著作是音樂作曲或錄音時，將本著作依時間序列關係與動態影像所為之同步錄

製，視為衍生著作。  
c.「授權人」指在本授權條款下提供本著作之個人或單位。  
d.「原始著作人」指創作本著作之個人或單位。  
e.「本著作」意指在本授權條款下提供使用的可受著作權保護之著作。  
f.「您」指先前並未就本著作違反本授權條款，或曾違反本授權條款但已獲得授

權人明示之許可得依據本授權條款行使權利，而依據本授權條款行使權利之個人

或單位。  
2. 合理使用權利。本授權條款無意減少、限制或約束依據著作權法或其他相關

法律，自下列原則所生之權利：合理使用、第一次銷售或其他對著作權人專屬權

利的限制。 
3. 授權。根據本授權條款之條款與條件，授權人授與您全球、免權利金、非專

屬、永久的（在著作權期間內）許可，就本著作實施如下述之權利： 
a.重製本著作、將本著作收錄於一個或多個編輯著作之中、以及當收錄於編輯著

作時重製本著作；  
b.散布、公開展示、公開演出、公開上映、公開播送、公開傳輸、公開口述或以

數位聲音傳輸方式公開演出、公開上映、公開播送、公開傳輸、公開口述本著作

（包括收錄於編輯著作中之本著作）重製物或錄音物。  
c.上述權利可以在所有不論已知或將來被發明出來之媒體以及格式上行使。上述

權利包含為了在其他媒體以及格式上行使權利而作技術上必要修改的權利，但除

此之外，您沒有權利製作衍生著作。所有未經授權人明示授與的權利，於此加以

保留，包括但不限於第 4 條第 d 款、第 4 條第 e 款及第 4 條 f 款中規定的

權利。 
4. 限制。第 3 條規定的授權明確受下述條款限制及拘束： 
a.唯有在遵照本授權條款之情況下，您方得散布、公開展示、公開上映、公開播

送、公開傳輸、公開口述或以數位型態公開演出、公開上映、公開播送、公開傳

輸、公開口述本著作。您必須在散布、公開展示、公開演出、公開上映、公開播

送、公開傳輸、公開口述或以數位型態公開演出、公開上映、公開播送、公開傳

輸、公開口述的每份重製物或錄音物附上本授權條款影本或統一資源識別符 
(Uniform Resource Identifier) 。您不能就本著作提出或增加任何條款，而改變或

限制本授權條款、或被授權人行使本授權條款之權利。您不得對本著作再授權。

您必須保留所有與本授權條款有關的注意事項以及免除保證責任聲明。您若對本

著作之接近或使用採取不合於本授權條款之科技措施加以控制，則您不得散布、

公開展示、公開演出或以數位型態公開演出本著作。上述條款適用於被收錄在編

輯著作的本著作，但並不要求編輯著作在本著作以外的部分也適用本授權條款。

若您創作編輯著作，則應在收到授權人通知時，儘可能地移除編輯著作中任何如

第 4 條 c 款所要求的對於原始著作人及／或其指定第三人的表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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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您不得以主要為獲取商業利益或私人金錢報酬的方式，行使依本授權條款第 3 
條所授與之權利。以數位檔案分享或其他方式而以本著作交換其他受著作權保護

之著作，若該著作物的交換並無涉及任何金錢報酬之給付，則不應被認為是為意

圖獲取商業利益或私人金錢報酬。  
c.當您散布、公開展示、公開演出、公開上映、公開播送、公開傳輸、公開口述、

或以數位型態公開演出、公開上映、公開播送、公開傳輸、公開口述本著作或編

輯著作，您必須保留本著作全部的著作權聲明，若本著作有提供下列資訊，則您

應依適合於所使用媒介或工具之合理方式提供： (i) 原始著作人姓名（或筆名），

及／或 (ii) 第三人姓名──若原始著作人及/或授權人在授權人的著作權聲明、

使用條款或藉由其他合理方式指定第三人（例如，贊助機構、出版者、期刊）為

姓名標示的對象；本著作的標題；授權人指定與本著作相關之統一資源識別符（在

合理可行的範圍），除非該識別符無法連結至本著作的著作權聲明或與關於本著

作之授權資訊。此種對於原始著作人的表彰，可以透過任何合理的方式為之；惟

在編輯著作之情況，此種對於原始著作人的表彰，至少必須出現在其他相當之作

者表彰之處，並且至少以同等明顯的方式為之。  
d.為避免疑義，在本著作是樂曲作品的情形： 

i.概括授權下之播演權利金。若本著作之表演、上映、播送與傳輸是主要為意

圖獲取或針對商業利益或個人金錢報酬為目的，則授權人保留由個人或透過著

作權仲介團體（如美國作曲家、作家與出版商協會、社團法人中華音樂著作權

人聯合總會、社團法人中華音樂著作權仲介協會等），收取公開演出、公開上

映、公開播送、公開傳輸、公開口述、或以數位型態公開演出、公開上映、公

開播送、公開傳輸、公開口述（如網路播送）本著作之權利金的專屬權利。 
ii.音樂錄製權及強制授權使用報酬。若您依據中華民國著作權法第六十九條

（或其他司法管轄領域相對應之法令）取得強制授權而將本著作製成錄音物

（「翻唱版」）並加以散布，若您散布本著作主要為意圖獲取或針對商業利益或

個人金錢報酬，授權人保留由個人或透過著作權仲介團體或其他受委託機構

（如 Harry Fox Agency ），向您收取就本著作製作音樂錄音並加以散布之使用

報酬的專屬權利。 
e.公開演出權與強制授權使用報酬。為免產生疑義，當本著作是錄音著作時，若

您依據中華民國著作權法第二十六條第三項（或其他司法管轄領域相對應之法

令）強制授權規定而公開演出（如在現場播放）本著作，若您公開數位演出本著

作主要為意圖獲取或針對商業利益或個人金錢報酬，授權人保留由個別或透過著

作權仲介團體（如 SoundExchange 、社團法人中華民國錄音著作權人協會）向

您收取公開演出本著作之使用報酬的專屬權利。  
f.網路播送與其他司法管轄領域之強制授權使用報酬。為免產生疑義，當本著作

是錄音著作時，若您依據其他司法管轄領域中對於數位播送及傳輸權（例如美國

著作權法 17 USC Section 114 ）強制授權規定而以數位方式公開播送（如在網

路上播送）本著作，若您以數位方式公開播送本著作主要為意圖獲取或針對商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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利益或個人金錢報酬，授權人保留由個別或透過著作權仲介團體（如 
SoundExchange 、社團法人中華民國錄音著作權人協會）向您收取以數位方式公

開播送本著作之使用報酬的專屬權利。  
5. 保證條款與免除責任聲明 
除非由本授權契約之當事人相互以書面表示同意，否則授權人是以現狀之基礎提

供本著作，授權人未聲明或提供關於本著作之任何保證，無論明示或默示，無論

是否為法律所規定，包含但不限於任何有關本著作權利之擔保、可商業性、是否

符合某特定之目的、未侵害他人權利、不具有潛在或其他之缺陷、正確性、或不

論能否被發現之錯誤。有些司法管轄領域並不允許排除前述隱含保證，在此情況

之下，前述之排除可能不適用於您。 
6. 責任限制條款 
除為相關法律所要求之範圍，任何因本授權條款或本著作之使用所生之特殊的、

附隨的、連帶的、懲罰性的、警告性的損害，授權人在法理上對您不負任何責任，

即使授權人已經被告知發生此類損害的可能性。 
7. 終止條款  
a.本授權條款及其所授與之權利在您違反本授權條款時自動終止。依據本授權條

款而向您取得編輯著作之個人或單位若仍完全遵守其授權條款，則其授權條款不

會隨之終止。本授權條款第 1 、 2 、 5 、 6 、 7 及 8 條，不因本授權條款

之終止而失效。  
b.除前述條款及條件另有規定外，本處之授權在本著作著作權期間內，係屬永

久。但授權人保留依不同授權條款釋出本著作或隨時停止散布本著作之權利，惟

授權人的這類選擇不得撤銷本授權條款（或任何其他在本授權條款下已給予或必

須給予之授權），且本授權條款直到依據上述規定而被終止前，將會全部繼續有

效。  
8.其他事項  
a.當您散布或以數位型態公開演出、公開上映、公開播送、公開傳輸、公開口述

本著作或編輯著作，授權人以相同於本授權條款所授與您之條款及條件，就本著

作授權接受者使用。  
b.若本授權條款之任何條文依相關法律規定係屬無效或無法執行，本授權條款其

餘條文之有效性或可執行性不受影響，此類條文應在使其有效及可執行最小必要

範圍內自動修改，不需當事人採取其他作為。  
c.本授權條款之任何條款或規定皆不應被視為放棄與同意可不遵守，除非該放棄

與同意經放棄人或同意人書面記載並且簽名。  
d.本授權條款構成當事人關於授權本著作之全部協議。除此之外，並不存在任何

有關本著作之認知、協議或表示。授權人不應被出現在與您通訊之間的任何附加

條款所拘束。本授權條款未經授權人及您共同的書面協議，不得修改。 
 

姓名標示─相同方式分享 2.5 台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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授權條款  
 
本著作（如以下定義）係依據 CREATIVE COMMONS 公共授權條款（「 CCPL 」

或「授權條款」）提供。本著作受到著作權法以及（或）其他相關法律的保護。

任何未經本條款授權或著作權法許可對本著作的使用一律禁止。 
當行使本授權條款就本著作所提供之任何權利時，您接受並同意本授權條款之拘

束。您接受這些條款及規定，是授權人授予您包含於本授權條款之權利的前提。 
 
1. 定義  
a.「編輯著作」指期刊、選集或百科全書等將著作未經修改的整體形式，與其他

各自分開而且獨立的著作，彙編成為一個集合的整體。為本授權條款之目的，構

成編輯著作的作品不會被認為是一個衍生著作（定義如下）。  
b.「衍生著作」意指基於本著作或本著作以及其他先前存在的著作而來之著作，

例如翻譯、編曲、編劇、改編小說、改編電影、錄音、以藝術形式呈現、節略、

濃縮或以其他任何形式改造、轉變、改寫本著作。惟為本授權條款之目的，構成

編輯著作之作品不會被認為是衍生著作。為避免疑義，為本授權條款之目的，當

本著作是音樂作曲或錄音時，將本著作依時間序列關係與動態影像所為之同步錄

製，視為衍生著作。  
c.「授權人」指在本授權條款下提供本著作之個人或單位。  
d.「原始著作人」指創作本著作之個人或單位。  
e.「本著作」意指在本授權條款下提供使用的可受著作權保護之著作。  
f.「您」指先前並未就本著作違反本授權條款，或曾違反本授權條款但已獲得授

權人明示之許可得依據本授權條款行使權利，而依據本授權條款行使權利之個人

或單位。  
g.「授權要素」意指由授權人所選擇、並標示在本授權條款標題的下列高層次授

權內容屬性：姓名標示 (Attribution) 、非商業性 (Noncommercial) 與相同方式

分享 (ShareAlike) 。 
2. 合理使用權利。本授權條款無意減少、限制或約束依據著作權法或其他相關

法律，自下列原則所生之權利：合理使用、第一次銷售或其他對著作權人專屬權

利的限制。 
3. 授權。根據本授權條款之條款與條件，授權人授與您全球、免權利金、非專

屬、永久的（在著作權期間內）許可，就本著作實施如下述之權利： 
a.重製本著作、將本著作收錄於一個或多個編輯著作之中、以及當收錄於編輯著

作時重製本著作；  
b.創作及重製衍生著作；  
c.散布、公開展示、公開演出、公開上映、公開播送、公開傳輸、公開口述或以

數位聲音傳輸方式公開演出、公開上映、公開播送、公開傳輸、公開口述本著作

（包括收錄於編輯著作中之本著作）重製物或錄音物；  



由創新觀點檢視創作共享與著作權保護及知識分享擴散之關係 

-２７１- 

d.散布、公開展示、公開演出、公開上映、公開播送、公開傳輸、公開口述或以

數位聲音傳輸方式公開演出、公開上映、公開播送、公開傳輸、公開口述衍生著

作重製物或錄音物。  
e.為避免疑義，在本著作是樂曲作品的情形： 

i.概括授權下之播演權利金。授權人拋棄由個人或透過著作權仲介團體（如美

國作曲家、作家與出版商協會、社團法人中華音樂著作權人聯合總會、社團法

人中華音樂著作權仲介協會等），收取公開演出、公開上映、公開播送、公開

傳輸、公開口述、或以數位型態公開演出、公開上映、公開播送、公開傳輸、

公開口述（如網路播送）本著作之權利金的專屬權利。 
ii.音樂錄製權及強制授權使用報酬。若您依據中華民國著作權法第六十九條

（或其他司法管轄領域相對應之法令）取得強制授權而將本著作製成錄音物

（＂翻唱版＂）並加以散布，授權人拋棄由個人或透過著作權仲介團體或其他

受委託機構（如 Harry Fox Agency ），向您收取就本著作製作音樂錄音並加以

散布之使用報酬的專屬權利。  
f.公開演出權與強制授權使用報酬。為免產生疑義，當本著作是錄音著作時，若

您依據中華民國著作權法第二十六條第三項（或其他司法管轄領域相對應之法

令）強制授權規定而公開演出（如在現場播放）本著作，授權人拋棄由個別或透

過著作權仲介團體（如 SoundExchange 、社團法人中華民國錄音著作權人協會）

向您收取公開演出本著作之使用報酬的專屬權利。  
g.網路播送與其他司法管轄領域之強制授權使用報酬。為免產生疑義，當本著作

是錄音著作時，若您依據其他司法管轄領域中對於數位播送及傳輸權（例如美國

著作權法 17 USC Section 114 ）強制授權規定而以數位方式公開播送（如在網

路上播送）本著作，授權人拋棄由個別或透過著作權仲介團體（如 
SoundExchange 、社團法人中華民國錄音著作權人協會）向您收取以數位方式公

開播送本著作之使用報酬的專屬權利。  
上述權利可以在所有不論已知或將來被發明出來之媒體以及格式上行使。上述權

利包含為了在其他媒體以及格式上行使權利而作技術上必要修改的權利。所有未

經授權人明示授與的權利，於此加以保留。 
4. 限制。第 3 條規定的授權明確受下述條款限制及拘束： 
a.唯有在遵照本授權條款之情況下，您方得散布、公開展示、公開上映、公開播

送、公開傳輸、公開口述或以數位型態公開演出、公開上映、公開播送、公開傳

輸、公開口述本著作。您必須在散布、公開展示、公開演出、公開上映、公開播

送、公開傳輸、公開口述或以數位型態公開演出、公開上映、公開播送、公開傳

輸、公開口述的每份重製物或錄音物附上本授權條款影本或統一資源識別符 
(Uniform Resource Identifier) 。您不能就本著作提出或增加任何條款，而改變或

限制本授權條款、或被授權人行使本授權條款之權利。您不得對本著作再授權。

您必須保留所有與本授權條款有關的注意事項以及免除保證責任聲明。您若對本

著作之接近或使用採取不合於本授權條款之科技措施加以控制，則您不得散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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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開展示、公開演出或以數位型態公開演出本著作。上述條款適用於被收錄在編

輯著作的本著作，但並不要求編輯著作在本著作以外的部分也適用本授權條款。

若您創作編輯著作，則應在收到授權人通知時，儘可能地移除編輯著作中任何如

第 4 條 c 款所要求的對於原始著作人及／或其指定第三人的表彰。若您創作衍

生著作，則應在收到授權人通知時，儘可能地移除衍生著作中任何如第 4 條 c 
款所要求的對於原始著作人及／或其指定第三人的表彰。  
b.唯有在遵照本授權條款、與本授權條款具有相同授權要素的後續版本、或者是

與本授權條款具有相同授權要素的 Creative Commons iCommons 授權條款（如 
Attribution-ShareAlike 2.5 Japan ）之情況下，您方得散布、公開展示、公開演出、

公開上映、公開播送、公開傳輸、公開口述或以數位型態公開演出、公開上映、

公開播送、公開傳輸、公開口述衍生著作。您必須在散布、公開展示、公開演出、

公開上映、公開播送、公開傳輸、公開口述、或以數位型態公開演出、公開上映、

公開播送、公開傳輸、公開口述的每份衍生著作的重製物或錄音物附上授權條款

或前句規定的其他授權條款影本或統一資源識別符 (Uniform Resource 
Identifier) 。您不能就該衍生著作提出或增加任何條款，而改變或限制本授權條

款、或被授權人行使本授權條款之權利,且您必須原封不動地保留所有與本授權

條款有關的注意事項以及免除保證責任聲明。您若對該衍生著作之接近或使用採

取不合於本授權條款之科技措施，則您不得散布、公開展示、公開演出、公開上

映、公開播送、公開傳輸、公開口述、或以數位型態公開演出、公開上映、公開

播送、公開傳輸、公開口述衍生著作。上述條款適用於被收錄在編輯著作的衍生

著作，但並不要求編輯著作在衍生著作以外的部分也適用本授權條款。  
c.當您散布、公開展示、公開演出、公開上映、公開播送、公開傳輸、公開口述、

或以數位型態公開演出、公開上映、公開播送、公開傳輸、公開口述本著作、衍

生著作或編輯著作，您必須保留本著作全部的著作權聲明，若本著作有提供下列

資訊，則您應依適合於所使用媒介或工具之合理方式提供： (i) 原始著作人姓名

（或筆名），及／或 (ii) 第三人姓名──若原始著作人及／或授權人在授權人的

著作權聲明、使用條款或藉由其他合理方式指定第三人（例如，贊助機構、出版

者、期刊）為姓名標示的對象；本著作的標題；授權人指定與本著作相關之統一

資源識別符（在合理可行的範圍），除非該識別符無法連結至本著作的著作權聲

明或與關於本著作之授權資訊；在衍生著作的情況，則必須註明衍生著作在本著

作中之使用（如「本法文譯本譯自原始著作人之原著」、「依據原始著作人之原著

而改編的電影劇本」等），以合理表彰原作者。此種對於原始著作人的表彰，可

以透過任何合理的方式為之；惟在衍生著作或編輯著作之情況，此種對於原始著

作人的表彰，至少必須出現在其他相當之作者表彰之處，並且至少以同等明顯的

方式為之。  
5. 保證條款與免除責任聲明 
除非由本授權契約之當事人相互以書面表示同意，否則授權人是以現狀之基礎提

供本著作，授權人未聲明或提供關於本著作之任何保證，無論明示或默示，無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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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否為法律所規定，包含但不限於任何有關本著作權利之擔保、可商業性、是否

符合某特定之目的、未侵害他人權利、不具有潛在或其他之缺陷、正確性、或不

論能否被發現之錯誤。有些司法管轄領域並不允許排除前述隱含保證，在此情況

之下，前述之排除可能不適用於您。 
6. 責任限制條款 
除為相關法律所要求之範圍，任何因本授權條款或本著作之使用所生之特殊的、

附隨的、連帶的、懲罰性的、警告性的損害，授權人在法理上對您不負任何責任，

即使授權人已經被告知發生此類損害的可能性。 
7. 終止條款  
a.本授權條款及其所授與之權利在您違反本授權條款時自動終止。依據本授權條

款而向您取得衍生著作或編輯著作之個人或單位若仍完全遵守其授權條款，則其

授權條款不會隨之終止。本授權條款第 1 、 2 、 5 、 6 、 7 及 8 條，不因

本授權條款之終止而失效。  
b.除前述條款及條件另有規定外，本處之授權在本著作著作權期間內，係屬永

久。但授權人保留依不同授權條款釋出本著作或隨時停止散布本著作之權利，惟

授權人的這類選擇不得撤銷本授權條款（或任何其他在本授權條款下已給予或必

須給予之授權），且本授權條款直到依據上述規定而被終止前，將會全部繼續有

效。  
8. 其他事項  
a.當您散布或以數位型態公開演出、公開上映、公開播送、公開傳輸、公開口述

本著作或編輯著作，授權人以相同於本授權條款所授與您之條款及條件，就本著

作授權接受者使用。  
b.當您散布或以數位型態公開演出、公開上映、公開播送、公開傳輸、公開口述

本著作之衍生著作，授權人以相同於本授權條款所授與您之條款及條件，就原著

作授權接受者使用。  
c.若本授權條款之任何條文依相關法律規定係屬無效或無法執行，本授權條款其

餘條文之有效性或可執行性不受影響，此類條文應在使其有效及可執行最小必要

範圍內自動修改，不需當事人採取其他作為。  
d.本授權條款之任何條款或規定皆不應被視為放棄與同意可不遵守，除非該放棄

與同意經放棄人或同意人書面記載並且簽名。  
e.本授權條款構成當事人關於授權本著作之全部協議。除此之外，並不存在任何

有關本著作之認知、協議或表示。授權人不應被出現在與您通訊之間的任何附加

條款所拘束。本授權條款未經授權人及您共同的書面協議，不得修改。 
 

姓名標示─禁止改作 2.5 台灣 

 
授權條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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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著作（如以下定義）係依據 CREATIVE COMMONS 公共授權條款（「 CCPL 」

或「授權條款」）提供。本著作受到著作權法以及（或）其他相關法律的保護。

任何未經本條款授權或著作權法許可對本著作的使用一律禁止。 
當行使本授權條款就本著作所提供之任何權利時，您接受並同意本授權條款之拘

束。您接受這些條款及規定，是授權人授予您包含於本授權條款之權利的前提。 
 
1. 定義  
a.「編輯著作」指期刊、選集或百科全書等將著作未經修改的整體形式，與其他

各自分開而且獨立的著作，彙編成為一個集合的整體。為本授權條款之目的，構

成編輯著作的作品不會被認為是一個衍生著作（定義如下）。  
b.「衍生著作」意指基於本著作或本著作以及其他先前存在的著作而來之著作，

例如翻譯、編曲、編劇、改編小說、改編電影、錄音、以藝術形式呈現、節略、

濃縮或以其他任何形式改造、轉變、改寫本著作。惟為本授權條款之目的，構成

編輯著作之作品不會被認為是衍生著作。為避免疑義，為本授權條款之目的，當

本著作是音樂作曲或錄音時，將本著作依時間序列關係與動態影像所為之同步錄

製，視為衍生著作。  
c.「授權人」指在本授權條款下提供本著作之個人或單位。  
d.「原始著作人」指創作本著作之個人或單位。  
e.「本著作」意指在本授權條款下提供使用的可受著作權保護之著作。  
f.「您」指先前並未就本著作違反本授權條款，或曾違反本授權條款但已獲得授

權人明示之許可得依據本授權條款行使權利，而依據本授權條款行使權利之個人

或單位。  
2. 合理使用權利。本授權條款無意減少、限制或約束依據著作權法或其他相關

法律，自下列原則所生之權利：合理使用、第一次銷售或其他對著作權人專屬權

利的限制。 
3. 授權。根據本授權條款之條款與條件，授權人授與您全球、免權利金、非專

屬、永久的（在著作權期間內）許可，就本著作實施如下述之權利： 
a.重製本著作、將本著作收錄於一個或多個編輯著作之中、以及當收錄於編輯著

作時重製本著作；  
b.散布、公開展示、公開演出、公開上映、公開播送、公開傳輸、公開口述或以

數位聲音傳輸方式公開演出、公開上映、公開播送、公開傳輸、公開口述本著作

（包括收錄於編輯著作中之本著作）重製物或錄音物。  
c.為避免疑義，在本著作是樂曲作品的情形： 

i.概括授權下之播演權利金。授權人拋棄由個人或透過著作權仲介團體（如美

國作曲家、作家與出版商協會、社團法人中華音樂著作權人聯合總會、社團法

人中華音樂著作權仲介協會等），收取公開演出、公開上映、公開播送、公開

傳輸、公開口述、或以數位型態公開演出、公開上映、公開播送、公開傳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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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開口述（如網路播送）本著作之權利金的專屬權利。 
ii.音樂錄製權及強制授權使用報酬。若您依據中華民國著作權法第六十九條

（或其他司法管轄領域相對應之法令）取得強制授權而將本著作製成錄音物

（「翻唱版」）並加以散布，授權人拋棄由個人或透過著作權仲介團體或其他受

委託機構（如 Harry Fox Agency ），向您收取就本著作製作音樂錄音並加以散

布之使用報酬的專屬權利。 
d.公開演出權與強制授權使用報酬。為免產生疑義，當本著作是錄音著作時，若

您依據中華民國著作權法第二十六條第三項（或其他司法管轄領域相對應之法

令）強制授權規定而公開演出（如在現場播放）本著作，授權人拋棄由個別或透

過著作權仲介團體（如 SoundExchange 、社團法人中華民國錄音著作權人協會）

向您收取公開演出本著作之使用報酬的專屬權利。  
e.網路播送與其他司法管轄領域之強制授權使用報酬。為免產生疑義，當本著作

是錄音著作時，若您依據其他司法管轄領域中對於數位播送及傳輸權（例如美國

著作權法 17 USC Section 114 ）強制授權規定而以數位方式公開播送（如在網

路上播送）本著作，授權人拋棄由個別或透過著作權仲介團體（如 
SoundExchange 、社團法人中華民國錄音著作權人協會）向您收取以數位方式公

開播送本著作之使用報酬的專屬權利。  
上述權利可以在所有不論已知或將來被發明出來之媒體以及格式上行使。上述權

利包含為了在其他媒體以及格式上行使權利而作技術上必要修改的權利，但除此

之外，您沒有權利製作衍生著作。所有未經授權人明示授與的權利，於此加以保

留。 
4. 限制。第 3 條規定的授權明確受下述條款限制及拘束： 
a.唯有在遵照本授權條款之情況下，您方得散布、公開展示、公開上映、公開播

送、公開傳輸、公開口述或以數位型態公開演出、公開上映、公開播送、公開傳

輸、公開口述本著作。您必須在散布、公開展示、公開演出、公開上映、公開播

送、公開傳輸、公開口述或以數位型態公開演出、公開上映、公開播送、公開傳

輸、公開口述的每份重製物或錄音物附上本授權條款影本或統一資源識別符 
(Uniform Resource Identifier) 。您不能就本著作提出或增加任何條款，而改變或

限制本授權條款、或被授權人行使本授權條款之權利。您不得對本著作再授權。

您必須保留所有與本授權條款有關的注意事項以及免除保證責任聲明。您若對本

著作之接近或使用採取不合於本授權條款之科技措施加以控制，則您不得散布、

公開展示、公開演出或以數位型態公開演出本著作。上述條款適用於被收錄在編

輯著作的本著作，但並不要求編輯著作在本著作以外的部分也適用本授權條款。

若您創作編輯著作，則應在收到授權人通知時，儘可能地移除編輯著作中任何如

第 4 條 b 款所要求的對於原始著作人及/或其指定第三人的表彰。  
b.當您散布、公開展示、公開演出、公開上映、公開播送、公開傳輸、公開口述、

或以數位型態公開演出、公開上映、公開播送、公開傳輸、公開口述本著作或編

輯著作，您必須保留本著作全部的著作權聲明，若本著作有提供下列資訊，則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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應依適合於所使用媒介或工具之合理方式提供： (i) 原始著作人姓名（或筆名），

及／或 (ii) 第三人姓名──若原始著作人及／或授權人在授權人的著作權聲

明、使用條款或藉由其他合理方式指定第三人（例如，贊助機構、出版者、期刊）

為姓名標示的對象；本著作的標題；授權人指定與本著作相關之統一資源識別符

（在合理可行的範圍），除非該識別符無法連結至本著作的著作權聲明或與關於

本著作之授權資訊。此種對於原始著作人的表彰，可以透過任何合理的方式為

之；惟在編輯著作之情況，此種對於原始著作人的表彰，至少必須出現在其他相

當之作者表彰之處，並且至少以同等明顯的方式為之。  
5. 保證條款與免除責任聲明 
除非由本授權契約之當事人相互以書面表示同意，否則授權人是以現狀之基礎提

供本著作，授權人未聲明或提供關於本著作之任何保證，無論明示或默示，無論

是否為法律所規定，包含但不限於任何有關本著作權利之擔保、可商業性、是否

符合某特定之目的、未侵害他人權利、不具有潛在或其他之缺陷、正確性、或不

論能否被發現之錯誤。有些司法管轄領域並不允許排除前述隱含保證，在此情況

之下，前述之排除可能不適用於您。 
6. 責任限制條款 
除為相關法律所要求之範圍，任何因本授權條款或本著作之使用所生之特殊的、

附隨的、連帶的、懲罰性的、警告性的損害，授權人在法理上對您不負任何責任，

即使授權人已經被告知發生此類損害的可能性。 
7. 終止條款  
a.本授權條款及其所授與之權利在您違反本授權條款時自動終止。依據本授權條

款而向您取得編輯著作之個人或單位若仍完全遵守其授權條款，則其授權條款不

會隨之終止。本授權條款第 1 、 2 、 5 、 6 、 7 及 8 條，不因本授權條款

之終止而失效。  
b.除前述條款及條件另有規定外，本處之授權在本著作著作權期間內，係屬永

久。但授權人保留依不同授權條款釋出本著作或隨時停止散布本著作之權利，惟

授權人的這類選擇不得撤銷本授權條款（或任何其他在本授權條款下已給予或必

須給予之授權），且本授權條款直到依據上述規定而被終止前，將會全部繼續有

效。  
8. 其他事項  
a.當您散布或以數位型態公開演出、公開上映、公開播送、公開傳輸、公開口述

本著作，授權人以相同於本授權條款所授與您之條款及條件，就本著作授權接受

者使用。  
b.若本授權條款之任何條文依相關法律規定係屬無效或無法執行，本授權條款其

餘條文之有效性或可執行性不受影響，此類條文應在使其有效及可執行最小必要

範圍內自動修改，不需當事人採取其他作為。  
c.本授權條款之任何條款或規定皆不應被視為放棄與同意可不遵守，除非該放棄

與同意經放棄人或同意人書面記載並且簽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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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本授權條款構成當事人關於授權本著作之全部協議。除此之外，並不存在任何

有關本著作之認知、協議或表示。授權人不應被出現在與您通訊之間的任何附加

條款所拘束。本授權條款未經授權人及您共同的書面協議，不得修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