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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本研究分作三大部分，第一部分是英國之著作權法暨相關法律彙編，
包含1988年英國著作權、設計和專利法（The Copyright, Designs and
Patents Act 1988）第一篇「著作權」、第二篇「表演方面的著作權」、
第七篇「雜項和一般注意事項」之第五章「雜項和一般注意事項」之
第296條至第296B條關於科技保護措施和權利管理資訊之規定以及
2010年數位經濟法（The Digital Economy Act 2010）網路侵權篇；第
二部分是英國著作權法行政命令彙編；第三部分則是英國著作權之判
決及評析二十八則，藉由判決之介紹，以明瞭英國著作權法理論與實
務之運用。
本研究大致內容包含；英國著作權主管機關及主要業務、受英國著作
權法保護之著作、英國著作權之範圍、不受英國著作權法保護之主體、
受英國著作權法保護之人、著作權人之認定、著作權之取得、權利歸
屬、權利保護期間、著作人之著作人格權、表演人之權利保護規定、
使用報酬、著作權審議與調解委員會、著作權集體管理團體、合理使
用。
本研究在法規條文與行政命令的編譯方面，努力盡量遵從英國法規及
相關行政命令的既有格式，但在用語方面則力求與國內現行的法規用
語相符。在案例評析方面如有需要特別解釋或說明之處，均將以註釋
方式予以闡述，以求周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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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濟部智慧財產局
英國著作權法令暨判決之研究
期末報告初稿
報告人：林利芝 助理教授
一、 研究主旨
我國之法律大多是繼受他國而來，在參考各著作權先進國家如英國、
美國、日本、德國、法國、歐洲等國法制的發展過程後，我國的法制
從其中獲取相當寶貴的經驗，進而改善我國各項法制。尤其是著作權
法，其它國家在如何面對數位化快速發展、網路科技日益增進的挑戰，
各國政府均不定期地檢視其現行著作權法的適用性，以在數位、及網
路生活型態發展中，依據當下時代需求對於原有法條不斷的作出適當
的修正。
著作權（Copyright）過去稱為版權，也就是所謂的「重製權」。早年
人類的相關印刷術仍不發達的時後，一般大眾認為著作物最重要權利
應僅有將作者的作品印刷出版的權利。然而，隨著年代演進與人類科
技的日益精進，作者的作品及著作就不僅僅拘限於平面媒體的文章型
態，而且種類與型態變化多端，諸如現今流行的電子書。
英國在1709年12月12日制定了安妮法案，這是人類歷史上第一部明文
規定賦予著作人著作權的成文法，此部法案制訂的背景與當時英國引
進印刷術後相關印刷產業的發展有關，與當時以保護出版商的私人利
益仍為最主要的考量，但是相關保護著作人的觀念，經著作人多年的
爭取、及在英國國會多次的辯論，終於被英國國會所接受了，當時英
國國會就是認為賦予著作人的著作權的主要目的是鼓勵社會大眾學
習，賦予書商或著作人有期限期間的獨佔權利只是手段而已。隨後世
界各國的著作權法制均受英國《安妮法案》影響，尤其是著作人及出
版商的私利與社會大眾公共利益的平衡。思考今日著作權法的發展，
即不應僅將著作權法視為只是保護著作人或出版商的法律，而忽略了
社會大眾的公共利益，尤其是所謂人民「知」的權利與人類智識及智
慧的傳承與積累1。1911年演變成《著作權法案》，現代英國著作權
1

吳尚昆，安妮法案制訂的歷史背景及對現代著作權法的啟發，available a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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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最主要是依據1988年所通過的《著作權、設計和專利法》（The
Copyright, Designs and Patents Act 1988）以規範現代英國社會面臨相
關著作權、設計、專利之法律爭議2。
因此，如能藉由英國著作權法法規(自1988年以來多次修正的版本)及
行政命令之編譯，以及研究二十五則英國法院所作出與著作權相關的
代表判決，實能作為我國在面臨相同實際問題時，我國著作權法的修
法參考，以及我國政府著作權主管單位面臨解決此類問題時如何解決
的借鏡。
二、 研究範圍與架構
本研究案承襲丁懋松教授與其研究團隊於1996年完成關於英國著作
權法令的編譯之「英國香港著作權法令既判決之研究」，並進一步針
對英國自1996至2010年10月新增修之法條進行編譯。其中關於2010
年數位經濟法網路侵權篇之相關研究，則借鏡於賴文智律師與益思科
技法律事務所研究團隊於2010年完成之「 ISP協力保護著作權最新立
法趨勢之研究」。
本研究分作三大部分，第一部分是英國之著作權法暨相關法律彙編，
包含1988年英國著作權、設計和專利法（The Copyright, Designs and
Patents Act 1988）第一篇「著作權」、第二篇「表演方面的著作權」、
第七篇「雜項和一般注意事項」之第296條至第296B條關於科技保護
措施、權利管理資訊、電腦程式與資料庫之相關規定以及2010年數位
經濟法（The Digital Economy Act 2010）網路侵權篇；第二部分是英
國著作權法行政命令彙編；第三部分則是英國著作權之判決及評析二
十五則，判決先依法院層級再依年代時間順序進行排序，並藉由判決
之介紹以明瞭英國著作權法理論與實施現況。
本研究在法規條文與行政命令的編譯方面，努力盡量遵從英國法規及
相關行政命令的既有格式，但在用語方面則力求與國內現行的法規用
語相符。惟“Act”就直接譯為「法」(而非「法案」)，以與立法草案
http://www.sunnylaw.com.tw/anneact.htm (最後瀏覽日：2011 年 11 月 30 日)。
2
參見 http://tw.knowledge.yahoo.com/question/question?qid=1009081302094 (最後瀏覽日：2011
年 11 月 30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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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egislative bills)有所區別，並冀圖避免造成混淆與誤導。
三、 英國著作權法近十年修正重點與方向
從2000年至2010年，1988年英國著作權、設計和專利法的主要修正法
案係是2003年著作權及鄰接權條例（The Copyright and Related Rights
Regulations 2003）以及2006年表演人(如人格權等)之權利條例（The
Performances (Moral Rights, etc.) Regulations 2006）3。1988年英國著
作權、設計和專利法近十年的修正方向主要是符合歐盟指令的相關規
定以及為進入數位時代而準備並增修相關法律與配套措施。同時藉由
各界對於近年來英國智慧財產權的反思與建議報告，適度調整政策。
在2003年10月31日，1988年所制定的英國著作權、設計和專利法，被
修法以更進一步的符合歐盟規範之資訊產業中的著作權和相關權利。
2003年著作權及鄰接權條例修正重點包括：新增以數位形式傳輸廣播
或提供互動式服務之公開傳播權；將廣播權加以修正或納入有線節目
服務之規範；增訂表演人對公眾提供著作之權利、重新定義（限縮）
各種被允許行為，包括暫時性重製、研究和個人學習、批評、評論及
時事報導；針對服務提供者之禁制令；科技保護措施與權利管理資訊
相關規定和錄音著作之著作權存續期間修改為五十年。
此法關於「合理使用」（fair dealing）4的重大變革，立即賦予在大學
工作的教職員、學生、以及在大學圖書管中提供補充教材的職員若干
對著作權使用的權利5。比如，個人從文學，戲劇，音樂作品或藝術
作品（例如書籍章節或一本雜誌的文章，一首詩，從樂譜摘錄一小段，
或圖表）摘錄的副本與影本，可根據私人研究及非商業目的或個人的
學習「合理使用」為原則作理由作真正的合理使用。私人研究被定義
3

關於英國著作權法令之增修狀況，建議可至下列網址進行檢索
http://www.legislation.gov.uk/changes
4
「fair use」以及「fair dealing」通指著作權法所許可之行為，但仍有些微差異之處。筆者參閱
之資料中，關於 Fair Dealing 一詞，國內學者用語不一。有譯為「合理使用」者，參見章忠信，
大英圖書館的遠距文獻傳遞，知新數位月刊，2008.09;39；也有研究者將其稱為「合理摘用」
，如
黃怡騰，著作權法上合理使用之研究，政治大學法研所博士論文，85 年，頁 80；謝國廉，英國
著作權法關於合理使用之規範，刊載於「著作權合理使用條款之現在與未來」研討會論文集，2011
年 1 月。在參酌相關論述後，筆者將「fair dealing」譯作「合理使用」
。
5
參見 http://www.southampton.ac.uk/library/services/copyrightchanges.html(最後瀏覽日：2011 年
11 月 30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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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不包括任何研究，直接或間接地用於商業目的。任何形式的複製或
重製，是用以支持商業研究、或直接或間接與商業目的有關，就不屬
於「合理使用」的範圍，尤其是在事先缺乏著作權人的許可、或者未
事先獲得著作權人的授權，都將可能構成侵權的要件。
2006年表演人(如人格權等)之權利條例的主旨係將表演人之人格權
導入大英國協，修正重點包括：表演人之人格權(主要係指演員、歌
星)的權利保護之標的是表演人之聲譽，並非經濟權利的出售與交易
行為；主要新增條文係第180條第1A項、第205C條至第205N條，以及
第210A條。新增條文之內容大致分做兩大部分，其一是表演人的姓
名表示權，其二是禁止以損害名譽之方式刪改著作之權。
歐盟為了要統一各會員國對於「追及權」制度的落實，已在2001年9
月27日通過了「原創藝術著作之著作人有關再次銷售利益權利之指令
(Directive 2001/84/EC of the European Parliament and of the Council of
27 September 2001 on the resale right for the benefit of the author of an
original work of art)」，要求所有歐盟會員國於2006年1月1日後，必須
完成立法建立「追及權」制度，以保護藝術著作之著作人。英國國會
依據歐盟指令要求修正著作權法，增訂「The Artist’s Resale Right
Regulations 2006）」，於2006年2月14日引進藝術家追及權制度6。「追
及權」讓藝術作品的創作者在著作權之外，對於其藝術作品在拍賣市
場每一次的易手，都有參與分配利益的機會，目前在歐盟中，以法國
為例，其著作權法規定，在藝術作品仍受著作權法保護期間，也就是
藝術家賣出其作品到其死後七十年內，每次該藝術品被轉賣時，藝術
家或其繼承人都可以獲得賣價一定百分比的報酬。
英國智慧財產局於2008年1月8日就研議中的著作權法修正方向，廣徵
各界意見7。此次修正著作權法的重點，包括：1. 增訂個人「格式轉
換(format-shift)」的合理使用規定，2. 修正第42條增訂圖書館得為保
存資料之必要，重製館藏中即將毀損或儲存格式即將被淘汰的影音著
6

章忠信，「英國著作權法將引進藝術家追及權制度」
http://www.copyrightnote.org/crnote/bbs.php?board=4&act=bbs_read&id=155&reply=155(最後瀏覽
日：2011 年 11 月 30 日)。
7
章忠信，「英國政府就著作權法修正案廣徵意見」
http://www.copyrightnote.org/crnote/bbs.php?board=4&act=read&id=181(最後瀏覽日：2011 年 11 月
30 日)。
11

作。3. 修正第35條和第36條，增訂為遠距教學目的而錄製著作或廣
播之合理使用規定。4.增訂戲謔著作的合理使用空間。
為 回 應 由 英 國 商 業 、 創 信 與 技 能 部 （ Department for Business,
Innovation and Skills, BIS）提出之數位英國報告（Digital Britain
Report），英國政府提出數位經濟草案（Digital Economy Bill）計畫
修改一系列法律以符合數位時代需求。該草案已在2010年4月8日通過，
並於同年的6月8日開始施行。由英國國家通訊傳播委員會（Office of
Communications, OFCOM）負責處理網路著作權侵害問題（Online
infringement of copyright），採取二階段實施方式課予網路服務提供
者（Internet Service Provider, ISP ）保護著作權義務，架構三振機制。
第一階段初始義務（Initial Obligations），ISP就著作權人提出之侵權
通報（Copyright infringement Report），依法負有轉送通知給使用者
之義務，以及依照著作權人要求之期間提出侵害列表的義務。第二階
段技術義務（Technical Obligation），待第一階段之措施無法有效降
低網路著作權侵害問題時，課予ISP採取特定技術措施的義務，例如
流量限制、斷線等。但有關三振機制仍僅具備法律架構，是否實施仍
待第一階段侵害通報的實施狀況而定8。從前述便可得知英國著作權
自1988年以來，便隨著時代背景與產業發展的現況。

8

王文君，網路著作權侵權三振條款比較分析－以法、英、紐立法例為核心(4)，
http://www.is-law.com/post/8/575(最後瀏覽日：2011 年 11 月 30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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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國著作權、設計和專利法
The Copyright, Designs and Patents Act 1988

1988 CHAPTER 48

2010 年 10 月 22 日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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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介 Introductory Text
本法係重申及修訂著作權法，新規定表演權及表演人在表演中之其他權利、授予
原創設計外觀設計權、修改1949年設計登記法( the Registered Designs Act 1949)，
並提供有關專利代理人和商標代理人之規定、授予專利及外觀設計在郡法院之司
法管轄權、提供專利權、規範透過設備之設計以規避著作權保護之數位著作、就
數位傳輸之詐欺手段訂立新的懲戒規範、及對詐欺性使用商標之犯罪做出規定，
以造福倫敦大奧蒙德街（Great Ormond Street, London）病院中患病之兒童，並給
予特定之國際機構財政之援助或其他相關之幫助。
1988年11月15日
至高無上的女王陛下依據尊貴的上議院之建議及其同意，由目前議會召集並經相
同之授權，具體制定如下規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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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篇：著作權
第一章：著作權之存在、歸屬與期間
導引
第1條 (著作權及有著作權之著作)
第1項 著作權係一種財產權，依本篇規定存在於下列各類著作：
(a)原創之語文、戲劇、音樂或美術著作
(b)錄音著作、視聽著作或廣播9，及
(c)已發行版本之製版。
第2項 本篇所稱「有著作權著作」係指享有著作權之任何類別著作。
第3項 任何著作除合於本篇所稱著作權受保護之資格要件外，不得享有著作權
(詳參第153條之規定) 。
第2條 (有著作權著作之權限)
第1項 任何種類著作之著作權人，享有依第二章所定行使各該類著作之著作權權
限範圍內行為之專有權利。
第2項 特定種類有著作權著作之著作人、導演或出資人，享有第四章所定之下列
各條權利(人格權)，不論其是否為著作權人:
(a) 第77條(著作人或導演身份表示權)，
(b) 第80條(反對以損害名譽方式修改著作之權)，及
(c) 第85條 (特定攝影著作或視聽著作之隱私權)。

著作之種類及其有關規定
第3條 (語文、戲劇及音樂著作)
第1項 本篇所稱：
「語文著作」係指戲劇或音樂著作以外，以撰寫、說或唱所表現之著作，
包括:
(a) 報表或資料庫以外之編輯著作10，…11
(b) 電腦程式；12…
(c) 電腦程式之設計準備資料13，及

9

Words in s. 1(1)(b) substituted (31.10.2003) by The Copyright and Related Rights Regulations 2003
(S.I. 2003/2498), reg. 5(2) (with regs. 31-40)
10
Words in s. 3(1)(a) inserted (1.1.1998) by S.I. 1997/3032, reg. 5(a) (with Pt. IV)
11
Word in s. 3(1) omitted (1.1.1993) by virtue of S.I. 1992/3233, reg. 3
12
Word in s. 3(1)(b) left out (1.1.1998) by virtue of S.I. 1997/3032, reg. 5(b) (with Pt. IV)
13
Word and s. 3(1)(c) inserted (1.1.1993) by S.I. 1992/3233, reg. 3
17

(d) 資料庫14
「戲劇著作」包括舞蹈或默劇著作;及
「音樂著作」指包含音樂之作品:但不包括為唱、說或表演而附屬於該音
樂之任何文字或動作。
第2項 語文、戲劇或音樂著作，非以文字或其他方法予以記錄，不得享有著作權;
本篇所指之著作完成時間係指該著作經記錄當時之時間。
第3項 就第2項而言，不論著作係由著作人本人或經其允許所記錄者，均無關重
要;而當著作非由著作人本人所記錄時，該第2項之規定並不致對記錄本身
與所記錄之著作有別而影響是否享有著作權之問題。
第3A條 （資料庫15）
第1項 本篇所稱「資料庫」係指就各獨立之著作、資料或其他素材加以編輯者：
(a) 其編排方式係採系統化或具條理者，且
(b) 得以數位或其他方式近用。
第2項 依本篇之目的，所謂由語文著作構成之資料庫，對資料庫之內容收集與編
排之構成應有著作人之個人巧思及原創性。
第4條 (美術著作)
第1項 本篇所稱「美術著作」係指：
(a) 美術圖形著作、攝影、雕塑、或美術剪貼，不論其美術品質如何，
(b) 建築物或建築模型之建築著作，或
(c) 美術工藝品著作。
第2項 本篇所稱：
「建築物」包括任何固定結構物及建築物或固定結構物之一部;
「美術圖形著作」包括:
(a) 任何繪畫。素描、圖解、地圖、圖表或藍圖，及
(b) 任何雕板、鐫刻、石板畫、木刻或類似著作;
「攝影著作」係指藉在媒介物上記錄光線或其他輻射而產生影像之錄製物
或可以任何方式經由其產生影像之錄製物，但其並不屬視聽著作之一部
分；
「雕塑」包括為完成雕塑所製作之銬模或模型。
第5A條16 (錄音著作)
第1項 本篇所稱「錄音著作」係指：
(a) 聲音之錄製物，並得自該錄製物將聲音重製，或

14
15
16

S. 3(1)(d) and word preceding it inserted (1.1.1998) by S.I. 1997/3032, reg. 5(c) (with Pt. IV)
S. 3A inserted (1.1.1998) by S.I. 1997/3032, reg. 6 (with Pt. IV)
Ss. 5A, 5B substituted for s. 5 (1.1.1996) by S.I. 1995/3297, reg. 9(1) (with Pt. II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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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語文、戲劇或音樂著作全部或部分之錄製物，並得自該錄製物將重製
該著作全部或部分之聲音再為製作。
前揭錄製物之錄製所用之媒介物或聲音重製或製作之方法為何均在所不
問。
第2項 從既存錄音著作複製而成之重製物或屬重製物範圍者，不得享有著作權。
第5B條17 (視聽著作)
第1項 本篇所稱「視聽著作」係指在可產生活動影像於媒介物上之錄製物。
第2項 於本篇中，視聽著作附帶之原聲帶視同該視聽著作的一部份。
第3項 除第2項之概括性規定外，若涉及該款時，並適用以下規定—
(a) 凡於本篇中提及視聽著作之上映，均包括該視聽著作附帶之原聲帶之
播送；
(b) 凡於本篇中提及播送錄音著作或向公眾傳播錄音著作，不包括視聽著
作附帶之原聲帶之播送或傳播；
(c) 凡於本篇中提及著作之重製時，只要是涉及錄音著作，均不包括視聽
著作附帶之原聲帶之重製；及
(d) 凡於本篇中提及著作重製物之散布、出租或出借時，只要是涉及錄音
著作，均不包括視聽著作附帶之原聲帶重製物之散布、出租或出借。
第4項 其為重製自既存的視聽著作之重製物之視聽著作，不享有著作權。
第5項 本條之規定不影響視聽著作原聲帶做為錄音著作所享有之任何著作權。
第5條 (由第5A條和第5B條取代)
第6條 (廣播)
第1項 本篇所稱「廣播」係指藉電子設備傳輸影像、聲音或其他訊息，且此項傳
輸為:
(a)傳輸時公眾能同步接收且可供公眾合法接收，或
(b)傳輸者基於向公眾播映而為之一次性傳輸
且非第1A項述及之例外情形；凡是提及廣播者，均應以前述解釋為準。
第 1A 項18除「廣播」之定義外，任何網際網路之傳輸均：
(a)傳輸之發生須同時在網路上或以其他相類似之方式為之，
(b)就現場之活動而為同步之傳輸，或
(c)就動態圖像或聲音所組成部分之節目提供服務而應就傳輸負責之人，
係指決定該傳輸服務於預定時間執行之人。
第2項 經鎖碼之傳送唯有經傳送之人或提供該傳送內容之人自行或同意他人提

17

Ss. 5A, 5B substituted for s. 5 (1.1.1996) by S.I. 1995/3297, reg. 9(1) (with Pt. III)
S. 6(1)(1A) substituted (31.10.2003) for s. 6(1) by The Copyright and Related Rights Regulations
2003 (S.I. 2003/2498), reg. 4(a) (with regs. 31-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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供解碼設備予公眾者，始得視為可供公眾合法接收。
第3項 本篇所指作成廣播或「傳輸廣播19」之人，係指
(a)對所傳輸之廣播內容負有責任之傳輸廣播之人;
(b)與傳輸廣播之人就該傳輸為必要安排之提供廣播之人。
本篇所稱廣播，係指包含於廣播中之任何事項。
20
第4項 依據本篇之目的，「無線21」廣播之發生地係指製作廣播之人管轄與承擔
職責之區域，該廣播載有不間斷訊號之公開傳播（包含衛星傳播及從衛星
以至地表之聯結）。
第4A項22本條第3項及第4項亦適用於第6A條(於某些情況下保障衛星傳播)。
第5項 本篇所稱廣播之接收，包括以電信系統轉播之接收。
第5A項23於接收並立即為轉傳輸廣播之轉播情形，依本篇之目的應被視為是與原
廣播行為分離之轉播廣播行為。
24
第6項 侵害他人廣播之廣播，或屬侵害範圍部分之廣播，不得享有著作權。
第6A條25 (賦予衛星廣播之保護)
第1項 若衛星傳送之廣播，其發送地是在不屬於歐洲經濟區（EEA）締約國之國
家且該國家之法律未提供至少以下程度之保護，則適用本條規定—
(a) 在與無線26廣播有關時，應提供語文、戲劇、音樂與美術著作、視聽
著作與廣播之著作人相等於第20條(公開傳播之侵權行為27)提及之獨
佔權利；
(b) 在與實況無線28廣播有關時，應提供相等於第182條第1項(b)款提及之
權利；及
(c) 在與錄音著作之無線廣播有關時，應提供錄音著作著作人與表演人分
享單一合理酬勞之權利。
19

Words in s. 6(3) substituted (31.10.2003) by The Copyright and Related Rights Regulations 2003
(S.I. 2003/2498), reg. 4(b) (with regs. 31-40)
20
S. 6(4) substituted (1.12.1996 with effect as mentioned in reg. 28 of the amending S.I.) by S.I.
1996/2967, reg. 5
21
Word in s. 6(4) inserted (31.10.2003) by The Copyright and Related Rights Regulations 2003 (S.I.
2003/2498), reg. 4(c) (with regs. 31-40)
22
S. 6(4A) inserted (1.12.1996 with effect as mentioned in reg. 28 of the amending S.I.) by S.I.
1996/2967, reg. 6(1)
23
S. 6(5A) inserted (31.10.2003) by The Copyright and Related Rights Regulations 2003 (S.I.
2003/2498), reg. 4(d) (with regs. 31-40)
24
Words in s. 6(6) repealed (31.10.2003) by The Copyright and Related Rights Regulations 2003 (S.I.
2003/2498), reg. 2(2), Sch. 2 (with regs. 31-40)
25
S. 6A inserted (1.12.1996 with effect as mentioned in reg. 28 of the amending S.I.) by S.I.
1996/2967, reg. 6(2)
26
Words in s. 6A(1)(a) inserted (31.10.2003) by The Copyright and Related Rights Regulations 2003
(S.I. 2003/2498), reg. 5(3)(a)(i) (with regs. 31-40)
27
Words in s. 6A(1)(a) substituted (31.10.2003) by The Copyright and Related Rights Regulations
2003 (S.I. 2003/2498), reg. 5(3)(a)(ii) (with regs. 31-40)
28
Word in s. 6A(1)(b)(c) inserted (31.10.2003.) by The Copyright and Related Rights Regulations
2003 (S.I. 2003/2498), reg. 5(3)(b) (with regs. 31-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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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2項 若傳送節目訊號至衛星，其發送地(上連站)是在 EEA 締約國，則—
(a) 該地點應被視為廣播發送地；及
(b) 上連站之從業者應視同廣播之發送人。
第3項 若上連站不在 EEA 締約國，但是由其機構設在 EEA 締約國內之人發送
廣播，則：
(a) 該人應被視為是發送廣播之人；及
(b) 其在歐洲經濟區之主要機構所在地則應被視為廣播發送地。
第7條29 (有線節目) 刪除。
第8條 (已發行之版本)
第1項 本篇所稱「已發行版本」，就已發行版本之版面編排之著作權而言，係指
一個以上語文、戲劇或音樂著作之全部或部分已發行版本而言。
第2項 已發行版本之版面編排，如僅屬重製既存版本之版面編排者;不得享有著
作權，或該版面編排在一定程度內係屬重製既存版本之版面編排範圍，亦
不得享有著作權。

著作人及著作權人
第9條 (著作之著作人)
第1項 本篇所稱「著作人」，就著作而言，係指創作著作之人。
第2項 所謂創作著作之人，即：
(aa)於錄音著作之情形，係指製作人
(ab)於視聽著作之情形，係指製作人和導演30
(b)於廣播之情形，指製作該廣播之人 (參看第六條第三項)或若廣播係藉
接收及同步轉播他人廣播者，則指製作原廣播之人;
(c)31本款刪除
(d)於已發行版本之版面編排情形，指出版人。
第3項 於利用電腦產生之語文、戲劇、音樂或美術著作情形，著作人係指負責就
創作該著作作必要安排之人。
第4項 本篇所稱著作人不明之著作，係指著作人身份不明之著作，或若為共同著
作，則係指全部著作人之身份皆不明之著作。
第5項 本篇所稱著作人身份不明，係指經合理查詢仍無法確定其身份之情形；但

29

S. 7 repealed (31.10.2003) by The Copyright and Related Rights Regulations 2003 (S.I. 2003/2498),
regs. 2(2), 5(1), Sch. 2 (with regs. 31-40)
30
S. 9(2)(aa)(ab) substituted for s. 9(2)(a) (1.12.1996 with effect in relation to films made on or after
1.7.1994) by S.I. 1996/2967, regs. 18(1), 36
31
S. 9(2)(c) repealed (31.10.2003) by The Copyright and Related Rights Regulations 2003 (S.I.
2003/2498), regs. 2(2), 5(4), Sch. 2 (with regs. 31-40)
21

一經知悉其身份後，即不得再視為著作人身份不明。
第10條 (共同著作)
第1項 本篇所稱「共同著作」，係指二個以上著作人共同完成之著作，且其各人
之創作，不能分離利用者。
第1A項32除導演與製作人為同一人之情形外，視聽著作視為共同著作。
第2項 若廣播係超過一人參與製作者，則該廣播視為共同著作(詳參第6條第3
項)。
第3項 除另有規定外，本篇所稱著作人，於共同著作之情形，應指該著作之所有
著作人而言。
第11條 (原始著作權人)
第1項 除以下條文另有規定外，著作之著作人為該著作之原始著作權人。
第2項 除另有約定外，受僱人於僱傭關係中完成之語文、戲劇、音樂、美術或「視
聽著作33」，以僱用人為各該著作之原始著作權人。
第3項 本條不適用於皇家著作權、議會著作權(參看第163條及第165條)或因第
268條產生之著作權 (特定國際組織之著作權)。

著作權之存續期間
第12條34 (語文、戲劇、音樂或美術著作之著作權存續期間)
第1項 下述著作權存續期間之條款規定適用於語文、戲劇、音樂或美術著作。
第2項 除本條另有規定外，語文、戲劇、音樂或美術著作之著作權存續至著作人
死亡之年年底起算至第70年年底屆滿。
第3項 除本條另有規定外，著作人不明之著作之著作權存續期間，係指：
(a) 於著作創作之年年底起算至第70年年底屆滿，或
(b) 著作人不明之著作於前款規定之期間內「向公眾提供」
，則於該著作首
次向公眾發表之年年底起算至第70年年底屆滿。
第4項 在第3項規定期間屆滿前，著作人不明之著作之著作人之身份成為已知，
則適用第2項之規定。
第5項 第3項所稱之「向公眾提供」（making available to the public），係指：
(a) 就語文、戲劇、音樂著作而言，係指：
(i)
公開演出，或
(ii)
公開傳播（communication to the public）35
32

S. 10(1A) inserted (1.12.1996 with effet in relation to films made on or after 1.7.1994) by S.I.
1996/2967, regs. 18(2), 36
33
Words in s. 11(2) inserted (1.12.1996 with effect in relation to films made on or after 1.7.1994) by
S.I. 1996/2967, regs. 18(3), 36
34
S. 12 substituted (1.1.1996) by S.I. 1995/3297, reg. 5(1) (with Pt. III)
22

(b) 就美術著作而言，係指：
(i)
公開展示，或
(ii)
納入該著作之視聽著作之公開上映，或
(iii) 公開傳播（communication to the public）36
但為決定是否符合本項之「向公眾提供」時，任何未經授權之行為，不得
列入考量。
第6項 著作之來源國不屬於EEA締約國且該著作之著作人亦不是EEA締約國之
國民，則該著作之著作權存續期間適用該著作來源國之規定，但著作權存
續期間不得逾越第2項至第5項規定之期間。
第7項 前述之規定均不適用電腦產生之著作，該等著作權均於完成該著作之年年
底起算至第五十年年底屆滿。
第8項 下列規定適用於共同著作：
(a) 第2項所稱著作人死亡，應解釋為：
(i)
如全部著作人之身份為已知，則指著作人中最後死亡者之死亡；
及
(ii) 如一個或一個以上著作人之身份為已知，而其他著作人中一個或一
個以上之身份不明，則指身份已知之著作人中最後死亡者之死亡。
(b) 第4項所稱著作人之身份成為已知，應解釋為任一著作人之身份成為已
知。
(c) 第6項所稱著作人不是EEA締約國之國民，應解釋為任一著作人都不是
EEA締約國之國民。
第9項 本條規定不適用皇家著作權或議會著作權(詳參第163條至第166D37條)或
因第168條產生之著作權(特定國際組織之著作權)。
第13A條38（錄音著作之著作權存續期間）
第1項 下述著作權存續期間之條款規定適用於錄音著作。
第2項 依據第4項和第5項之規定，著作權存續期間係指39：
(a) 於著作完成之年年底起算至第五十年年底，或
(b) 如於前款期間屆滿前發表，則五十年期間自發行之當年年底起算，或
35

S. 12(5)(a)(ii) substituted (31.10.2003) by The Copyright and Related Rights Regulations 2003, (S.I.
2003/2498), reg. 2(1), {Sch. 1 para. 4(1)} (with regs. 31-40)
36
S. 12(5)(b)(iii) substituted (31.10.2003) by The Copyright and Related Rights Regulations 2003,
(S.I.2003/2498), reg. 2(1), {Sch. 1 para. 4(2)} (with regs. 31-40)
37
Word in s. 12(9) substituted by Government of Wales Act 2006 (c. 32), s. 160(1), Sch. 10 para. 23
(with Sch. 11 para. 22), the amending provision coming into force immediately after "the 2007
election" (held on 3.5.2007) subject to s. 161(4)(5) of the amending Act, which provides for certain
provisions to come into force for specified purposes immediately after the end of "the initial period"
(which ended with the day of the first appointment of a First Minister on 25.5.2007) - see ss. 46,
161(1)(4)(5) of the amending Act.
38
Ss. 13A, 13B substituted for s. 13 (1.1.1996) by S.I. 1995/3297, reg. 6(1) (with Pt. IV)
39
S. 13A(2) substituted (31.10.2003) by The Copyright and Related Rights Regulations 2003 (S.I.
2003/2498), reg. 29(a) (with regs. 31-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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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 如未於(a)款規定之期間屆滿前發行，但曾以公開演奏或公開傳播之方
式向公眾提供著作，則五十年期間自向公眾提供著作之當年年底起
算。
但於決定著作是否已發表，任何未經授權之公開演奏或公開傳播行為，不
得列入考量。
第3項 (刪除40)
第4項 若一錄音著作之著作人並非 EEA 締約國國民，則著作權之存續期間間為
錄音著作在著作人為其國民之國家有權享有之存續期間；但不得超過第2
項適用之期間41。
第5項 若第4項之適用與英國在1993年10月29日前須履行之國際義務不同，則著
作權之存續期間間應以第(2)項所訂為準。
第13B條42（視聽著作之著作權存續期間）
第1項 下述著作權存續期間之條款規定適用於視聽著作。
第2項 除本條另有規定外，視聽著作之著作權存續至下列人士中最後死亡者之死
亡當年年底起算至第70年年底屆滿。
(a) 總導演
(b) 劇本之著作人
(c) 台詞對話之著作人
(d) 為該視聽著作創作並使用於視聽著作中之音樂之著作人
第3項 如第2項(a)款至(d)款所稱之人一個或一個以上的身份為已知，而其他人中
一個或一個以上之身份不明，則指身份已知之人中最後死亡者之死亡。
第4項 如第2項(a)款至(d)款所稱之人的身份均不明，則著作權存續期間係指：
(a) 視聽著作完成之當年度年底起算至第70年年底屆滿，或
(b) 若在期間內將視聽著作「向公眾提供」
，則從首次提供之當年年底起算
至第70年年底屆滿。
第5項 第4項(a)款或(b)款期間屆滿前，前述之人身份為已知則適用第2項及第3項
之規定。
第6項 第4項所稱之「向公眾提供」（making available to the public），包括：
(a) 公開上映，或
(b) 公開傳播43（communication to the public）
但於決定著作是否已「向公眾提供」，任何未經授權之「向公眾提供」行
為，不得列入考量。
40

S. 13A(3) repealed (31.10.2003) by The Copyright and Related Rights Regulations 2003 (S.I.
2003/2498), regs. 2(2), 29(b), Sch. 2 (with regs. 31-40)
41
Words in s. 13A(4)(5) substituted (31.10.2003) by The Copyright and Related Rights Regulations
2003 (S.I.2003/2498), reg. 29(c) (with regs. 31-40)
42
Ss. 13A, 13B substituted for s. 13 (1.1.1996) by S.I. 1995/3297, reg. 6(1) (with Pt. IV)
43
S. 13B(6)(b) substituted (31.10.2003) by The Copyright and Related Rights Regulations 2003
(S.I.2003/2498), reg. 2(1), Sch. 1 para. 4(3) (with regs. 31-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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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7項 若原籍國不是 EEA 締約國，而視聽著作之著作人亦非 EEA 締約國之國
民，則則著作權之存續期間間為著作在原籍國有權享有之存續期間；但不
得超過第2項至第6項適用之期間。
第8項 在與有共同著作人之視聽著作有關時，凡於第7項中提及其非 EEA 締約
國國民之著作人時，應解釋為係提及並無其為 EEA 締約國國民之著作
人。
第9項 若沒有第2項第(a)款至第(d)款之人，則上述規定不適用，而著作權存續期
間則於視聽著作製作之年年底起算至第50年年底屆滿。
第10項於本條中，第2項第(a)款至第(d)款提及之任何人，若其身份經合理調查後
仍無法確立，則其身份應被視為不詳；但一旦獲知任何該人士之身份，則
之後即不得再將其身份視為不詳。
第13條（刪除）
第14條44（廣播之著作權存續期間45）
第1項 下述著作權存續期間之條款規定適用於廣播46。
第2項 除本條另有規定外，廣播之著作權，於該廣播播出之年年底起算至第50
年年底屆滿47。
第3項 若一廣播之著作人並非 EEA 締約國國民，則著作權之存續期間為廣播在
著作人為其國民之國家有權享有之存續期間；但不得超過第2項適用之期
間。
第4項 若第3項之適用與英國在1993年10月29日前須履行之國際義務不同，則著
作權之存續期間間應以第2項所訂為準。
第5項 重播之廣播之著作權，與原廣播之著作權同時屆滿;因此原廣播節日之著
作權屆滿後，重播之廣播並無著作權48。
第6項 重播之廣播，係指先前播出之廣播之重播49。
第15條（已發行版本之版面編排之著作權存續期間）
已發行版本之版面編排之著作權，於該版本首次發行之年年底起算至第25年年底
屆滿。
44

S. 14 substituted (1.1.1996) by S.I. 1995/3297, reg. 7(1) (with Pt. IV)
Words in s. 14 heading repealed (31.10.2003) by The Copyright and Related Rights Regulations
2003(S.I. 2003/2498), reg. 2(2), Sch. 2 (with regs. 31-40)
46
Words in s. 14 repealed (31.10.2003) by The Copyright and Related Rights Regulations 2003 (S.I.
2003/2498), reg. 2(2), Sch. 2 (with regs. 31-40)
47
Words in s. 14(2) repealed (31.10.2003) by The Copyright and Related Rights Regulations 2003
(S.I.2003/2498), reg. 2(2), Sch. 2 (with regs. 31-40)
48
Words in s. 14(5) repealed (31.10.2003) by The Copyright and Related Rights Regulations 2003
(S.I.2003/2498), reg. 2(2), Sch. 2 (with regs. 31-40)
49
Words in s. 14(6) repealed (31.10.2003) by The Copyright and Related Rights Regulations 2003
(S.I.2003/2498), reg. 2(2), Sch. 2 (with regs. 31-40)
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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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5A條50
第1項 於本篇各條文中，凡與著作權有效期有關時，著作之源流國應依以下規定
認定。
第2項 若著作是在一伯恩公約締約國內首次發行，且沒有在其他地方同步發行，
則源流國即為該國家。
第3項 若著作同時在兩個或以上國家首次發行，且其中只有一個是伯恩公約締約
國，則源流國即為該國家。
第4項 若著作同時在兩個或以上國家首次發行，且該兩個或以上國家均為伯恩公
約締約國，則
(a) 若其中有任何國家是 EEA 締約國，則源流國即為該國家；及
(b) 若其中沒有任何國家是 EEA 締約國，則源流國即為提供著作權保護
之期間較短或最短之伯恩公約締約國。
第5項 若著作並未散布或其首次發行所在國家不是伯恩公約締約國 (也沒有同
時在伯恩公約締約國發行)，則源流國即為—
(a) 若著作是一部視聽著作且該視聽著作之製作人在伯恩公約締約國內設
有總部或設籍在伯恩公約締約國或為其居民，則為該國家；
(b) 若著作係：
(i) 建於伯恩公約締約國內之建築，或
(ii) 附著於位在伯恩公約締約國之建築物或其他結構體之美術著作，
則為該國家；
(c) 若是任何其他情形，則為著作之著作人為其國民之國家。
第6項 於本條中，
(a) 所稱之「伯恩公約締約國」，係 指1886年9月9日在伯恩簽訂之國際文
學與藝術著作保護公約之簽約國；及
(b) 提及同步或同時發行時，係指首次發行後30天內發行者。

第二章：著作權人之權利
著作權所禁止之行為
第16條（著作之著作權所禁止之行為）
第1項 著作之著作權人，依本章後述條文規定，於英國境內，專有從事下列行為
之權利:
(a) 重製其著作（詳參第17條）；
(b) 向公眾散布其著作重製物（詳參第18條）；
(ba)出租或出借著作於公眾（詳參第18A條）；
50

S. 15A inserted (1.1.1996) by S.I. 1995/3297, reg. 8(1) (with Pt. IV)
26

(c) 公開表演、公開上映或公開播送51（詳參第19條）；
(d) 公開傳播著作52（to communicate the work to the public）（詳參第20條）；
(e) 將著作改作或就其衍生著作為上述各款之行為（詳參第21條）
上述行為即屬本篇所稱「著作權所禁止之行為」。
第2項 未經著作權人授權，擅自或授權他人為任何著作權所禁止之行為者，即係
侵害該著作之著作權。
第3項 本篇所稱從事著作權所禁止之行為關之，係指從事與下列有關之行為:
(a) 與著作之全部或其任何主要部分有關，且
(b) 直接或間接
而且若有任何中間介入之行為，該介入行為本身是否構成害著作權並不重
要。
第4項 本章之效力受下列規定限制:
(a) 第三章之規定（與有著作權著作有關之可允許行為），及
(b) 第七章之規定（著作權授權）
第17條（以重製侵害著作權）
第1項 著作之重製係各類著作著作權所禁止之行為，而本篇所稱重製及重製物之
解釋如下
第2項 就語文、戲劇、音樂或美術著作而言，重製係指將該著作以任何有形方式
（any material form）重複製作。
第3項
第4項
第5項
第6項

包括以電子形式儲存著作於任何媒介。
就美術著作而言，重製包括就平面著作製作成立體重製物，及就立體著作
製作成平面重製物。
關於視聽著作或廣播之重製，包括將構成該視聽著作或廣播之任何影像之
全部或其主要部分予以攝影53。
關於已發行版本之版面編排之重製，係指將該版面編排，予以原樣複製。
關於任何種類著作之重製，包括為其他使用而暫時或偶然地製作成重製
物。

第18條（以向公眾散布重製物之方式侵害著作權）
第1項 向公眾散布著作重製物之行為，係各類享有著作權保護之著作的著作權所
禁止之行為。
第2項 本篇所稱向公眾散布著作重製物之行為，係指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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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 16(1)(ba) inserted (1.12.1996) by S.I. 1996/2967, reg. 10(1) (with Pt. III)
S. 16(1)(d) substituted (31.10.2003) by The Copyright and Related Rights Regulations 2003
(S.I.2003/2498), reg. 6(2) (with regs. 31-40)
53
Words in s. 17(4) substituted (31.10.2003) by The Copyright and Related Rights Regulations 2003
(S.I.2003/2498), regs. 2(1), 5(5), Sch. 1 para. 3(1)(a) (with regs. 31-40)
54
S. 18(2)(3) substituted (1.12.1996) by S.I. 1996/2967, reg. 9(2) (with Pt. II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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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由著作權人或經著作權人之同意而將著作重製物在EEA區域內流通，或
(b) 在EEA區域外流通之著作重製物，未曾在EEA區域內或其他地方流通
第3項 本篇所稱向公眾散布著作重製物之行為，不包括
(a) 嗣後對流通之著作重製物的散布、銷售、出借（但詳參第18A條）
，或
(b) 任何嗣後將此類重製物輸入英國或EEA區域內之行為，
但不包括第2項第(a)款規定之情形。
第4項 本篇所稱向公眾散布著作重製物之行為，包括散布著作之原件55。
第18A條（以出租或出借著作於公眾之方式侵害著作權56）
第1項 出租或出借著作於公眾之行為，係下列著作之著作權所禁止行為
(a) 語文、戲劇或音樂著作
(b) 美術著作，但不包括
(i)
以建築物或建築模型呈現之建築著作，或
(ii)
實用性美術著作，或
(c) 視聽或錄音著作
第2項 在本篇，適用本條下列規定
(a) 「出租」係指按得退還之條件，將著作重製物供人使用，以獲取直接
或間接經濟或商業利益；及
(b) 「出借」係指透過對公眾開放之機構，按得退還之條件，將著作重製
物供人使用，但不獲取直接或間接經濟或商業利益。
第3項 「出租」或「出借」之定義，不包括
(a) 基於公開表演、播送或上映或公開傳播57（communication to the public）
之目的而提供；
(b) 基於公開展示之目的而提供；
(c) 為現場參考使用而提供。
第4項 所稱之「出借」不包括對公眾開放之各機構間的相互提供行為。
第5項 對公眾開放之機構，其所為之出借，若發生付款，但其金額未超過該機構
營運成本所需，則於本條中，不算是獲取直接或間接經濟或商業利益。
第6項 本篇所稱出租或出借著作之行為，包括出租或出借著作原件。
第19條（以公開表演、上映或播送之方式侵害作權）
第1項 公開表演語文、戲劇或音樂著作係著作權所禁止之行為。
第2項 本篇所稱表演著作之行為，係指
(a) 包括講述、介紹、演講及講道之情形，及
(b) 通常包括任何以影像或聲音形態之表現，並包括各該著作藉錄音、視

55

S. 18(4) added (1.12.1996) by S.I. 1996/2967, reg. 9(3) (with Pt. III)
S. 18A inserted (1.12.1996) by S.I. 1996/2967, reg. 10(2) (with Pt. III)
57
Words in s. 18A(3)(a) substituted by The Copyright and Related Rights Regulations 2003
(S.I.2003/2498), reg. 2(1), Sch. 1 para. 6(2)(a) (with regs. 31-40)
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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聽著作或廣播58等形態之表現。
第3項 向公眾上映或播送著作，係錄音著作、視聽著作或廣播之著作權所禁止之
行為。
第4項 藉接收電子設備傳遞之影像或聲音之裝置向公眾表演、播送或上映，致侵
害著作權者，則發送該影像或聲音之人及表演之表演人，不負侵害責任。
第20條59（以公開傳播之方式侵害著作權）
第1項 公開傳播下列著作，係其著作權所禁止之行為
(a) 語文、戲劇、音樂或美術著作
(b) 錄音著作或視聽著作，或
(c) 廣播
第2項 本篇所稱公開傳播，係指以電子傳輸方式向公眾傳播下列著作，包括:
(a) 著作之廣播（the broadcasting of the work）
(b) 以電子傳輸方式向公眾提供著作致使公眾得於各自選定之時間或地點
近用著作。
第21條（以改作或相關方式侵害著作權）
第1項 對語文、戲劇或音樂著作進行改作，係著作權所禁止之行為。
據此，以文字或其他方法予以記錄者，即為改作。
第2項 關於著作之改作，凡第17條至第20條或前項所定之任何行為，亦為語文、
戲劇或音樂著作之著作權所禁止之行為。
依前述規定，不論該改作有無於行為完成時，以文字或其他方法予以紀錄，
均非所問。
第3項 本篇所稱「改作」:
(a) 除電腦程式著作60或資料庫著作61外 ，就語文著作或戲劇著作而言，
係指:
(i)
著作之翻譯；
(ii)
將戲劇著作改寫為非戲劇著作，或將非戲劇著作改寫為戲劇著
作;
(iii) 將著作中之故事或動作，全部或主要部分改變為用圖畫表達，且
適合重製於書籍、新聞紙、雜誌或類似期刊之形式。
(ab) 就電腦程式而言，係指程式之改編或改變版本或翻譯62。
(ac) 就資料庫著作而言，係指資料庫之改編或改變版本或翻譯63。
58

Words in s. 19(2)(b)(3) substituted (31.10.2003) by The Copyright and Related Rights Regulations
2003(S.I. 2003/2498), reg. 2(1), Sch. 1 para. 3(1)(b)(c) (with regs. 31-40)
59
S. 20 substituted (31.10.2003) by The Copyright and Related Rights Regulations 2003 (S.I.
2003/2498), reg. 6(1) (with regs. 31-40)
60
Words in s. 21(3)(a) inserted (1.1.1993) by S.I. 1992/3233, reg. 5(1)
61
Words in s. 21(3)(a) substituted (1.1.1998) by S.I. 1997/3032, reg. 7(a) (with Pt. IV)
62
S. 21(3)(ab) inserted (1.1.1993) by S.I. 1992/3233, reg. 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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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就音樂著作而言，係指將該著作改編或改寫。
第4項 就電腦程式著作而言，「翻譯」包括將該程式轉換成電腦語言或程式碼或
作相反轉換，或將程式電腦語言或程式碼轉換成他種電腦語言或程式碼
64
。
第5項 關於有無重製他人著作，不得依本條類推論斷。

著作權之間接侵權
第22條（間接侵權:輸入違法重製物）
明知或可得而知為違法重製物，未經著作權人授權而將之輸入英國境內，即構成
侵害著作權。但為供個人或家庭使用而輸入者，不在此限。
第23條（間接侵權:持有或交易違法重製物）
明知或可得而知為違法重製物，未經著作權人授權，而為下列各款行為者，即構
成侵害著作權:
(a) 為營利而持有者;
(b) 銷售或出租，或為銷售或出租而提供或陳列者，
(c) 為營利而公開展示或散布者，或
(d) 非為營利而散布致損害著作權人之著作權者。
第24條（間接侵權:提供製造違法重製物之設備）
第1項 明知或可得而知係供製造違法重製物而設計或改作之設備，未經著作權人
授權而為下列各款行為者即構成侵害著作權:
(a) 製造，
(b) 輸入英國境內，
(c) 在交易的過程中持有，或
(d) 銷售或出租，或為銷售或出租而提供或陳列者
第2項 行為人明知或可得而知在英國境內或其他地方藉接收傳送之內容將製造
違法重製物，仍未經著作權人授權，而以電信系統 (不包括公開傳播之方
式65)傳送著作，即構成侵害著作權。
第25條（間接侵權:同意提供場所進行侵害著作權之表演）
第1項 當在公眾娛樂場所之表演構成侵害語文、戲劇或音樂著作時，同意提供表
演場所之人，亦負侵害著作權之責，但若其得合理相信該表演不致構成侵
害著作權者，不在此限。
63

S. 21(3)(ac) inserted (1.1.1998) by S.I. 1997/3032, reg. 7(b) (with Pt. IV)
Words in s. 21(4) omitted (1.1.1993) by virtue of S.I. 1992/3233, reg. 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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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ords in s. 24(2) substituted (31.10.2003) by The Copyright and Related Rights Regulations 2003
(S.I.2003/2498), reg. 2(1), Sch. 1 para. 5(a) (with regs. 31-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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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2項 本條所稱「公眾娛樂場所」，包括主要供其他目的使用，但經常出租供作
公共娛樂目的而使用之場所。
第26條（間接侵權:提供侵害著作權之表演所需設備）
第1項 基於下列目的，利用設備公開表演、公開播送或公開上映構成侵害著作之
著作權：
(a) 播送錄音著作，
(b) 上映視聽著作，或
(c) 接收以電子設備傳遞之影像或聲音，
則下列之人亦構成侵害著作之著作權。
第2項 提供設備或設備任何主要部分之人，如其於提供設備或其部分有下列情形
時，負侵害著作權之責:
(a) 明知或可得而知該設備可能用於侵害著作權，或
(b) 若該設備之正常使用涉及公開表演、播送或上映，依合理推斷，其對
侵害著作權之情事知情。
第3項 明知或可得而知攜入之設備可能用於侵害著作權而仍同意他人攜入其場
所，則該場所占有人，負侵害著作權之責。
第4項 明知或可得而知所提供之錄音著作或視聽著作重製物或該著作重製物之
重製物（不論質接或間接重製而來），可能被用以侵害著作權，則提供該
重製物之人負侵害著作權之責。

違法重製物
第27條（「違法重製物」之定義）
第1項 關於有著作權之著作，本篇所稱「違法重製物」一詞，依本條規定解釋之。
第2項 如物品之製造構成侵害系爭著作之著作權者，該物品即是違法重製物。
第3項 物品如有下列情形之一者，亦是違法重製物66:
(a) 業已或意圖輸入英國境內，及
(b) 如於英國製造將構成侵害系爭著作之著作權，或違反該著作之專屬授
權契約者。
第3A項67 (刪除)
第4項 於任何訴訟程序中，對於某物品是否為違法重製物有所疑義時，而：
(a) 該物品確係系爭著作之重製物，及
(b) 系爭著作享有著作權或曾享有著作權，
則除有相反事證外，應推定該物品係於系爭著作享有著作權時所製造。
第5項 依據1972年歐洲共同市場法第2條第1項規定，行使共同市場權利，得合法
66
67

Words in s. 27(3) omitted (1.12.1996) by virtue of S.I. 1996/2967, reg. 9(4) (with Pt. III)
S. 27(3A) omitted (1.12.1996) by virtue of S.I. 1996/2967, reg. 9(4) (with Pt. II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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輸入英國之物品，不適用第3項之規定。
第6項 本篇所稱「違法重製物」，包括依據下列規定視為違法重製物者：
第31A條第6項及第9項68（為個人使用之目的製作單份備份），
第32條第5項(為授課或考試目的重製之重製物)，
第35條第3項(教育機構為教育目的所為重製物 )，
第36條第5項(教育機構為授課目的所為影印 )，
第37條第3項(b)款(圖書館館員或檔案室管理員因信賴不實申報所重製之
重製物)，
第56條第2項 (保留於讓與原著作中之再重製物著作、改作物著作等 )，
第63條第2項(為銷售美術著作之廣告目的而重製之重製物)，
第68條第4項69(為廣播目的所重製之重製物)，
第70條第2項（基於時間移轉目的所為之錄製），
第71條第2項（基於廣播而使用之照片）70，或
依據第141條所頒命令之任何條款(教育機構特定影印之法定授權)。

第三章：與有著作權著作有關之可允許行為
導引
第28條（前言）
第1項 有著作權之著作，縱其享有著作權，他人仍得為本章規定之行為，該等規
定僅涉及著作權侵害問題，而不影響其他禁止行使任何特定行為之權利與
義務。
第2項 本章若規定特定行為不侵害著作權或行使該行為不致侵害著作權卻未明
定著作之類別者，則該行為對任何類別之著作，均不構成侵害著作權。
第3項 依本章規定得從事任何非侵害著作權之行為，關於任何類別著作著作權所
禁止行為之範圍，均不得類推適用。
第4項 本章規定之條文，均各自獨立解釋，即某條文不包括之行為，並非即謂他
項條文亦不得包括此一行為。

通則
第28A條71（暫時性重製）
68

Words in s. 27(6) inserted (31.10.2003) by 2002 c. 33, ss. 7(1), 8(2); S.I. 2003/2499, art. 2
Words in s. 27(6) repealed (31.10.2003) by The Copyright and Related Rights Regulations 2003
(S.I.2003/2498), reg. 2(2), Sch. 2 (with regs. 31-40)
70
S. 27(6): entries substituted (31.10.2003) for word "or" appearing at end of entry for s. 68(4) by The
Copyright and Related Rights Regulations 2003 (S.I. 2003/2498), reg. 20(3) (with regs. 31-40)
71
S. 28A inserted (31.10.2003) by The Copyright and Related Rights Regulations 2003 (S.I.
2003/2498), reg. 8(1) (with regs. 31-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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語文著作(電腦程式著作或資料庫除外)，或戲劇、音樂或美術著作、已發行版本
之印刷排版、錄音著作或視聽著作之著作權，均不因為在整個或主要技術流程需
要且純粹為以下之目的而製作暫時性或臨時性重製而受侵害—
(a) 由中間人在各第三者之間的網路上傳送著作；或
(b) 合法使用著作；
且無獨立的經濟意義。
第29條（研究及個人學習）
第1項 基於非商業性之目的進行研究而合理使用語文、戲劇、音樂或美術著作，
若充分明示出處，不構成侵害被利用著作之任何著作權72。
第1B項73若因實際性或其他原因，無法就第1項所稱之合理使用行為明示出處，
則不需加註該引用來源。
第1C項 為個人學習之目的而合理使用語文、戲劇、音樂或美術著作，不構成侵
害被利用著作之任何著作權。
第2項 為研究或個人學習74之目的而合理使用已發行版本之版面編排，不侵害其
編排之著作權。
第3項 有下列情形之一，且由研究人員或學生以外之人重製者，不符合自行重製
者，不是合理使用:
(a) 就圖書館人員或代理圖書館人員而言，其行為依第40條之規定，為第
38條或第39條所不許者(已發行著作之文章或部分內容:禁止將同一資
料多次重製)，或
(b) 就其他情形而言，重製之人明知或可得而知其重製將造成實質上同一
之資料之多份重製物於實質上同一之時間，為實質上同一之目的而提
供予一個以上之人。
第4項 有下列情形之一，非合理使用75：
(a) 將低階語言表示之電腦程式轉換成以高階語言表示之版本，或
(b) 於轉換程式過程中附帶將該程式予以重製(但該等行為係依第50B條所
為(反編譯)者不在此限)。
76
第4A項 為判定電腦程式任何元件之構想與原理而觀察、研究或測試該電腦程式
著作，則不屬於合理使用 (若是依據第50BA條為之，則屬構成可允許行為之行
為)。

72

S. 29(1) substituted (31.10.2003) by The Copyright and Related Rights Regulations 2003
(S.I.2003/2498), reg. 9(a), (with regs 31-40)
73
S. 29(1B)(1C) substituted (31.10.2003) for s. 29(1A) by The Copyright and Related Rights
Regulations 2003 (S.I. 2003/2498), reg. 9(b) (with regs. 31-40)
74
Words in s. 29(2) substituted (31.10.2003) by The Copyright and Related Rights Regulations 2003
(S.I.2003/2498), reg. 9(c) (with regs. 31-40)
75
S. 29(4) inserted (1.1.1993) by S.I. 1992/3233, reg. 7
76
S. 29(4A) inserted (31.10.2003) by The Copyright and Related Rights Regulations 2003
(S.I.2003/2498), reg. 9(d) (with regs. 31-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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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5項 (刪除77)
第30條（批評、評論及時事報導）
第1項 為批評或評論目的而合理使用著作或其他著作或著作之表演，如充分明示
出處且該著作已向公眾提供者78，不侵害被利用著作之著作權。
第1A項於第1項中，凡以任何方式，包括以下之方式，提供著作時，該著作即屬
已對公眾提供79：
(a) 對公眾散布其重製物；
(b) 以電子擷取系統提供著作；
(c) 對公眾出租或出借著作重製物；
(d) 公開表演、展示、播送或上映著作；
(e) 對公眾傳播著作；
但於該款中，為通案判定一著作是否已對公眾提供時，並不考慮任何未經
授權之行為。
第2項 為報導時事目的而合理使用著作(除攝影著作外)，如充分明示出處(有第3
項之情形者，不在此限)，不構成侵害被利用著作之著作權。
第3項 以錄音、電影、廣播報導時事者，因實際狀況或其他因素而無法得知 80，
不須明示出處。
第31條（附帶納入有著作權之著作）
第1項 著作經附帶納入美術著作、錄音著作、視聽著作或廣播81者，不構成侵害
該著作之著作權。
第2項 將符合第1項情形之著作，予以公開散布、播送、上映或公開傳播82，亦
不構成侵害著作權。
第3項 如故意納入音樂著作或歌詞，或於錄音著作或廣播中故意納入音樂著作或
歌詞者，不得認為係附帶納入。

視覺障礙83
77

S. 29(5) repealed (31.10.2003) by The Copyright and Related Rights Regulations 2003 (S.I.
2003/2498), regs. 2(2), 9(e), Sch. 2 (with regs. 31-40)
78
Words in s. 30(1) inserted (31.10.2003) by The Copyright and Related Rights Regulations 2003
(S.I.2003/2498), reg. 10(1)(a) (with regs. 31-40)
79
S. 30(1A) inserted (31.10.2003) by The Copyright and Related Rights Regulations 2003
(S.I.2003/2498), reg. 10(1)(b) (with regs. 31-40)
80
Words in s. 30(3) substituted (31.10.2003) by The Copyright and Related Rights Regulations 2003
(S.I.2003/2498), reg. 10(1)(c) (with regs. 31-40)
81
Words in s. 31(1)(3) substituted (31.10.2003) by The Copyright and Related Rights Regulations
2003 (S.I. 2003/2498), reg. 2(1), Sch. 1 para. 3(1)(d)(e) (with regs. 31-40)
82
Words in s. 31(2) substituted (31.10.2003) by The Copyright and Related Rights Regulations 2003
(31.10.2003), reg. 2(1), {Sch. 1 para. 6(2)(b)} (with reg. 31-40)
83
S. 31A and cross-heading inserted (31.10.2003) by 2002 c. 33, ss. 1, 8(2); S.I. 2003/2499, art.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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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31A條84（為個人使用之目的製作單份備份）
第1項 若有視障人士合法擁有或使用一份以下著作之全部或部份內容之重製物
(母本)：
(a) 語文、戲劇、音樂或美術著作；或
(b) 已發行版本；
但因自身障礙而無法使用，則為其私人使用而製作母本之備份時，不構成
侵害該著作或已發行版本之印刷排版之著作權。
第2項 以下情形不適用第1項
(a) 若母本是音樂著作或其部份，而其備份之製作涉及記錄該著作或其中
該部份之表演；或
(b) 若母本是一資料庫或其部份，而其備份之製作涉及侵害該資料庫之著
作權。
第3項 為特定視障人士使用方便而製作備份時，若著作權作品之重製物已由著作
權所有權人在市場上供應或經其授權在市場上供應，則第1項不適用。
第4項 依據本條製作之備份必須附有—
(a) 一份聲明書，聲明係依據本條之規定製作；及
(b) 明示出處。
第5項 若有人依據本條為視障人士製作備份並收取費用，則其收取之費用金額不
得超過製作及供應重製物之成本。
第6項 若有人在其無權依據第1項製作備份時，持有依據該款製作之該備份，則
該重製物應被視為是侵權重製物，除非其屬第7項第(b)款所適用之人。
第7項 持有依據第1項製作之備份之人，得將該備份讓與給—
(a) 有權依據第1項製作備份之視障人士；或
(b) 合法持有母本並有意將備份讓與給第(a)款所適用之人者。
第8項 依據第1款製作之備份，其由一人 (“V”) 讓與給其他人 (“T”) 時，該讓與
即為 V 侵害著作權之侵權行為，除非 V 有合理理由相信 T 屬第7項第
(a)款或第(b)款所適用之人者。
第9項 若非本條即成為侵權重製物之備份，若嗣後交易：
(a) 則於該交易中，該備份即被視為侵權重製物；及
(b) 若該交易侵害著作權，則於之後的交易中，該備份均被視為侵權重製
物。
第10項於第9項中，所稱之交易，係指出售或出租，或為出售或出租而提供或陳
列，或包括在廣播或有線節目服務中。
第31B條85（為視障人士提供複數備份）
第1項 若有經核准之機構合法擁有一份以下著作之全部或部份內容之重製物
84
85

S. 31A and cross-heading inserted (31.10.2003) by 2002 c. 33, ss. 1, 8(2); S.I. 2003/2499, art. 2
S. 31B inserted (31.10.2003) by 2002 c. 33, ss. 2, 8(2); S.I. 2003/2499, art.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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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母本」)：
(a) 已商業發行之語文、戲劇、音樂或美術著作；或
(b) 已商業發行版
且為因自身障礙而無法使用母本之視障人士製作或向其供應備份供個人
使用時，未構成侵害該著作或已發行版本之印刷排版之著作權。
第2項 下列各款之情形，不適用第1項之規定：
(a) 若母本是音樂著作或其部份，而其備份之製作涉及記錄該著作或其中
該部份之表演；或
(b) 若母本是一資料庫或其部份，而其備份之製作涉及侵害該資料庫之著
作權。
第3項 在與製作備份有關時，若著作權作品之重製物已以相同或實質上相同之方
便程度之形式，由著作權人在市場上供應或經其授權在市場上供應，則第
1項不適用。
第4項 為特定視障人士使用方便而製作備份時，若著作之重製物已由著作權人在
市場上供應或經其授權在市場上供應，則第1項不適用。
第5項 依據本條製作之備份必須附有
(a) 一份聲明書，聲明係依據本條之規定製作；及
(b) 明示出處。
第6項 若有經核准之機構就其依據本條提供之重製物收取費用，則其收取之費用
金額不得超過製作及供應該重製物之成本。
第7項 依據本條製作重製物之經核准之機構，若其為教育機構，則必須確保該重
製物只供教育目的使用。
第8項 若母本具備電子形式之著作權保護措施，則依據本條所做之其任何備份，
只要合理可行，都必須具備相同或同樣效能之著作權保護措施 (除非著作
權人另有同意)。
第9項 若一經核准之機構在其已無權依據第1項製作或提供該備份時，還繼續持
有該重製物，則該重製物應被視為是侵權重製物。
第10項若非本條即成為侵權重製物之備份，若嗣後交易：
(a) 則於該交易中，該備份即被視為侵權重製物；及
(b) 若該交易侵害著作權，則於之後的交易中，該備份均被視為違法重製
物。
第11項於第10項中，所稱之「交易」係指出售或出租，或為出售或出租而提供或
陳列，或包括在廣播或有線節目服務中。
第12項「經核准之機構」係指教育機構或非營利機構。
第13項「提供」包括出借。
第31C條86（中間重製物）
86

S. 31C inserted (31.10.2003) by 2002 c. 33, ss. 3, 8(2); S.I. 2003/2499, art.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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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項 有權依據第31B條製作備份之機構，得持有備份生產期間必須產生之母本
中間重製物，但須符合以下條件：
(a) 經核准之機構必須繼續有權製作該母本之備份；及
(b) 只能用於生產更多之備份。
第2項 違反第1項之規定持有之中間重製物均視為違法重製物。
第3項 一經核准之機構得將中間重製物出借或讓與給有權依據第31B條製作著
作或已發行版本之備份之其他家經核准之機構。
第4項 經核准之機構 (“A”) 將中間重製物出借或讓與其他人 (“B”) 時，出借或
讓與即是A 侵害著作權之侵權行為，除非A有合理理由相信 B係是：
(a) 確實為有權依據第31B條製作著作或已發行版本之備份之其他家經核
准之機構；及
(b) 中間重製物只用於生產更多之備份。
第5項 若有經核准之機構就其出借或讓與中間重製物收取費用，則其收取之費用
金額不得超過該出借或讓與之成本。
第6項 經核准之機構必須：
(a) 登記依據第31B條製作之備份及其供應之對象；
(b) 登記依據本條出借或讓與之任何中間重製物及其出借或讓與之對象；
及
(c) 允許著作權人或其代表人，得在合理通知後，於任何合理時間檢查該
記錄。
第7項 經核准之機構必須在依據第31B條製作一份備份或依據本條出借或讓與
一份中間重製物之後的一段合理時間內，
(a) 通知每一家相關之代表機構；或
(b) 若無該機構，則通知著作權人。
第8項 相關之代表機構，係指：
(a) 代表特定著作權人或有相關類著作權保護之著作之著作權人；及
(b) 已向國務院通報其所代表之著作權人或該類著作權人。
第9項 若經核准之機構無法確定著作權人之姓名與地址，則須依據第7項第(b)款
通知著作權人之規定不適用。
第31D條87（授權制度）
第1項 若有以下情形，則第31B條不適用於特殊格式之備份之製作：
(a) 著作權集體管理團體實施之授權制度仍然有效，做為著作權集體管理
團體授權製作與供應該格式之著作重製物之依據；
(b) 該制度未有不合理之限制；及
(c) 該制度及其任何修訂已由著作權集體管理團體通報國務院。
第2項 若制度中包括有以下一項條款或條件，則該制度即屬未有不合理限制之制
87

S. 31D inserted (31.10.2003) by 2002 c. 33, ss. 4, 8(2); S.I. 2003/2499, art.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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度：
(a) 禁止或限制得依據第31B條或31C條採取之步驟；或
(b) 與前款有相同效果之其他情形。
第3項 但若有以下情形，則第2項不適用：
(a) 著作權人不再發行或同意不再發行著作；及
(b) 有合理之依據，禁止或限制著作備份之製作。
第4項 若第31B條或31C條由使用授權制度取代，則在與該制度有關時，應適用
第119條至122條之規定，視同其為因第117條之規定而適用。
第31E條88（侵害著作權等後續之限制）
第1項 國務院若認為有以下情形，得依據本條做成命令：
(a) 依據第31B條製作之重製物；或
(b) 依據已依第31D條通報之授權制度授權製作之重製物；
已構成侵害著作權，且國務院認為若無第31B條之實施或若未授權，否則
不會導致該程度之侵權。
第2項 該命令得禁止一家或多家經核准之機構或一家或多家之特定類別經核准
之機構，從事以下行為：
(a) 依據第31B條所做之行為；或
(b) 依據該命令指定之該類使用授權所做之行為。
第3項 該命令得就指定之該類重製物之製作，停止以下條款之適用：
(a) 第31B條之規定；或
(b) 該命令指定之該類使用授權或使用授權制度之規定。
第4項 若國務院準備下達命令，則在下達前必須先諮詢：
(a) 其認為適合而能代表著作權人之機構；及
(b) 其認為適合而能代表視障人士之機構。
第5項 若國務院準備下達禁止命令，則在下達前必須先諮詢以下機構：
(a) 若該命令適用於一家或多家經核准之機構，則為該機構；
(b) 若擬適用於一家或多家之特定類別經核准之機構，則為其認為適合，
能代表該類或各該類經核准之機構。
第6項 被命令禁止從事使用授權之行為之經核准之機構不得就著作權集體管理
團體拒絕或不給予該使用授權，而依據第121條第1項向著作權審議與調解
委員會申訴。
第31F條89（適用第31A條至31E條規定之定義與其他附則）
第1項 本條補充第31A條至31E條之規定及用詞定義。
第2項 著作重製物 (依據第第31A條或第31E條製作之備份除外) 只有在視障人
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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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 31E inserted (31.10.2003) by 2002 c. 33, ss. 5, 8(2); S.I. 2003/2499, art. 2
S. 31F inserted (31.10.2003) by 2002 c. 33, ss. 6, 8(2); S.I. 2003/2499, art.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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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3項
第4項

第5項
第6項

士若非視障，則應能閱讀時，才可基於供視障人士閱讀之目的而重製。
「備份」，在與著作有關時，係指為改善視障人士之閱讀著作而提供之版
本。
備份得包括瀏覽該著作之設備，但不包括：
(a) 非為克服視障造成之問題所必須之變更；或
(b) 會因此構成侵害著作權人之禁止以損害名譽方式刪改著作之權利(第
80條提供之權利)之變更。
「經核准之機構」，依第31B條第12項之定義解釋。
「出借」，在與重製物有關時，係指按得退還之條件，供人使用，但不獲
取直接或間接經濟或商業利益。

第7項 第6項中所稱出借之收費，若不超過製作與供應該重製物之成本，不視為
是獲取直接或間接經濟或商業利益。
第8項 第18A條關於「出借」之定義，於第31B條與31C條中不適用。
第9項 「視障人士」，係指符合以下情形之人士：
(a) 眼盲；
(b) 視覺功能障礙，無法用矯正眼鏡改善至不需要特殊照明仍能閱讀者；
(c) 因身障而無法拿書或翻書者；或
(d) 因身障而無法聚焦或移動其眼睛，達到正常閱讀所需之程度。
第10項國務院得以法規規定，依第31C條第7項或第8項或第31D條第1項規定寄發
之任何通知，其
(a) 格式；或
(b) 所依據之程序。
第11項法規或命令之擬訂與撤銷均須依據法律，由兩院之一議決為之。

教育
第32條90（基於授課或考試目的所為之行為）
第1項 基於非商業性目的之授課而於授課或為準備授課課程重製語文、戲劇、音
樂或美術著作，不構成侵害著作權，但該重製行為須：
(a) 為授課或聽課之人所為，
(b) 未以大量影印方式為之，及（is not done by means of a reprographic process,
and）

(c) 明示出處
第2項 基於非商業性目的之授課而於授課或準備授課過程中，為製作視聽著作或
電影原聲帶而重製錄音著作、視聽著作或廣播，不構成侵害著作權，但該
重製行為須：
90

S. 32(1)-(2B) substituted (31.10.2003) for s. 32(1)(2) by The Copyright and Related Rights
Regulations 2003 (S.I 2003/2498), {reg. 11(a)} (with regs. 31-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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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為授課或聽課之人所為，及
(b) 明示出處
第2A項 基於授課或為準備授課課程而重製已向公眾提供之語文、戲劇、音樂或
美術著作，不構成侵害著作權，但該重製行為須：
(a) 合理使用該著作，
(b) 為授課或聽課之人所為，
(c) 未以大量影印方式為之，及（is not done by means of a reprographic process,
and）

(d) 明示出處
第2B項 基於第30條第1項（向公眾提供之著作）之目的而進行本條第2A項行為，
適用第30條第1A項之規定。
第3項 基於考試目的，製作試題、向應試者傳播試題或解答試題且明示試題出處
91
之行為，不構成侵害著作權。
92
第3A項 但與第1項、第2項或第2A項中提及之重製，或為第3項提及之目的，其
所為之任何事，若實際上或有其他理由無法得知出處，則不需要明示出
處。
第4項 第3項之規定，於應試者為表演音樂著作而影印該著作之情形，不適用之。
第5項 依本條規定所為之重製物係屬違法重製物，倘嗣經 「交易」，且該交易
行為就其後之任何目的而言，皆係侵害著作權者，則該重製物就該交易之
目的，視為違法重製物。
本項所稱「交易」93，
(a) 係指出售或出租，或為出售或出租而提供或陳列。
(b) 公開傳播，但符合本條第3項規定之傳播行為，不構成侵害著作權。
第33條（供教育使用之文選集）
第1項 將已發行語文或戲劇著作之片段收編於編輯著作，該編輯著作符合下列要
件，並經充分明示出處，且所收編之著作本身非供教育機構使用者，則不
構成侵害被使用著作之著作權:
(a) 擬供教育機構使用，且於其名稱、及任何由出版人或其代理人發行之
廣告中，予以述明，且
(b) 所收編者主要係無著作權之資料。
第2項 第1項規定禁止同一出版人於任何五年期間內，摘錄同一著作人有著作權
著作二段必上並收編於不同之編輯著作中。

91

Words in s. 32(3) inserted (31.10.2003) by The Copyright and Related Rights Regulations 2003
(S.I.2003/2498), reg. 11(b) (with reg. 31-40)
92
S. 32(3A) inserted (31.10.2003) by The Copyright and Related Rights Regulations 2003
(S.I.2003/2598), reg. 11(c) (with regs. 31-40)
93
Words in s. 32(5) substituted (31.10.2003) by The Copyright and Related Rights Regulations 2003
(S.I.2003/2498), reg. 11(d) (with regs. 31-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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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3項 關於任何特定片段， 第2項所指同一著作人著作之摘錄：
(a) 應包括該著作人與他人合著著作之摘錄，及
(b) 如被收編之片段係摘自合著則應包括合著中任何著作人之著作，不論
其為個人創作或與他人合著
第4項 本條所稱於教育機構中使用一著作，係指該教育機構為教育目的所為之使
用行為。
第34條（教育機構活動中之表演、播送、上映他人著作）
第1項 有下列情形之一，而於由教育機構之師生或與教育機構活動有直接關聯之
其他人所組成之觀眾前所為表演，不是侵害著作權之公開表演:
(a) 表演係由師生於教育機構活動中所為者，或
(b) 表演係由任何人於教育機構中為授課目的所為者
第2項 於教育機構內之觀眾前為授課目的而播送或上映錄音著作、視聽著作或廣
播94，並非侵害著作權之公開播送或公開上映。
第3項 為本條目的，單純為該教育機構學生之父母，並不當然視為與該教育機構
活動有直接關聯之人。
第35條（教育機構錄製廣播95）
第1項 基於教育機構之非 商業性教育目的，教育機構得自行或委託他人將一廣
播96予以錄音、錄影，或製作該錄製物之重製物一份且須明示出處97，不
致侵害該廣播節日之著作權，或該等著作所包含著作之著作權。
第1A項98若重製廣播之錄製物或其重製物之行為，係依據第1項之規定則不構成
侵害著作權，而教育機構之人員向公眾傳播該錄製物且外界公眾無法接收
之，亦不構成侵害著作權。
第2項 如已依第143條規定，核定授權制度供本條所定目的授權之用，則不適用
本條。
第3項 依本條規定所為之重製物係屬違法重製物，倘嗣經 「交易」，且該交易
行為就其後之任何目的而言，皆係侵害著作權者，則該重製物就該交易之
目的，視為違法重製物。
本條所稱之「交易」係指出售或出借，或為出售或出借而提供或陳列，或

94

Words in s. 34(2) substituted (31.10.2003) by The Copyright and Related Rights Regulations 2003
(S.I.2003/2498), reg. 2(1), Sch. 1 para. 3(1)(f) (with regs. 31-40)
95
Words in s. 35 heading repealed (31.10.2003) by The Copyright and Related Rights Regulations
2003 (S.I. 2003/2498), reg. 2(2), Sch. 2 (with regs. 31-40)
96
Words in s. 35(1) repealed (31.10.2003) by The Copyright and Related Rights Regulations 2003
(S.I.2003/2498), reg. 2(2), Sch. 2 (with regs. 31-40)
97
Words in s. 35(1) inserted (31.10.2003) by The Copyright and Related Rights Regulations 2003
(S.I.2003/2498), reg. 12(1)(a) (with regs. 31-40)
98
S. 35(1A) inserted (31.10.2003) by The Copyright and Related Rights Regulations 2003
(S.I.2003/2498), reg. 12(1)(b) (with regs. 31-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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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教育機構之成員向外界公眾傳播99。
第36條（教育機構之影印已發行著作之片段）
第1項 為進行非商業性目的之課程的教授行為，教育機構或其代理在本條規定允
許之程度內，得以影印重製已發行之語文、戲劇、音樂著作，或已發行版
本之版面編排且明示出處，不構成侵害著作權100。
第1A項101與第1項中提及之製作重製物有關，若實際上或有其他理由而無法得知
出處，則毋須明示出處。
第1B項重製已發行版本片段之重製物得在本條允許之範圍內，由教育機構或代
其製作供教學之用，不視為侵害該版印刷排版任何著作權。
第2項 依本條規定，教育機構或其代理於任何一季中，不得影印任何著作百分之
一以上。所謂一季係指1月1日至3月31日;4月1日至6月30日;7月1日至9月30
日或10月1日至12月31日。
第3項 如系爭重製之授權可取得，且製作重製物之人明知或可得而知該授權可取
得之事實者，不得適用本條規定重製。
第4項 為授課目的授權教育機構影印已發行之著作者102，其授權契約條件若規定
得重製著作內容之比例 (不論須付費或免費)，少於本條規定所允許者無
效。
第5項 依本條規定所為之重製物係屬違法重製物 ，倘嗣經 「交易」，且該交易
行為就其後之任何目的而言，皆係侵害著作權者，則該重製物就該交易之
目的，視為違法重製物。
本項所稱「交易」，係指出售或出租，或為出售或出租而提供或陳列或公
開傳播103。
第36A條104（教育機構出借著作重製物）
教育機構出借著作重製物之行為，不構成侵害著作之著作權。

圖書館與檔案室
第37條（圖書館與檔案室：導言）
99

Words in s. 35(3) substituted (31.10.2003) by The Copyright and Related Rights Regulations 2003
(S.I.2003/2498), reg. 12(1)(c) (with regs. 31-40)
100
Words in s. 36(1) substituted (31.10.2003) by The Copyright and Related Rights Regulations 2003
(S.I.2003/2498), reg. 13(a) (with regs. 31-40)
101
S. 36(1A)(1B) inserted (31.10.2003) by The Copyright and Related Rights Regulations 2003
(S.I.2003/2498), reg. 13(b) (with regs. 31-40)
102
Words in s. 36(4) repealed (31.10.2003) by The Copyright and Related Rights Regulations 2003
(S.I.2003/2498), reg. 2(2), Sch. 2 (with regs. 31-40)
103
Words in s. 36(5) substituted (31.10.2003) by The Copyright and Related Rights Regulations 2003
(S.I.2003/2498), reg. 13(c) (with regs. 31-40)
104
S. 36A inserted (1.12.1996) by S.I. 1996/2967, reg. 11(1) (with Pt. II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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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項 於第38條至第43條規定中管理員(圖書館與檔案室之重製):
(a) 條文所指圖書館或檔案室，係指國務院（the Secretary of State）依該條
款所頒布規則中指定之圖書館或檔案室種類;
(b) 條文中所指規定要件，亦即該規則所定要件;及
第2項 上述規則得規定當圖書館館員或檔案室管理員在製作或提供著作重製物
前被要求確認任何事項時:
(a) 除非其明知陳述之主要內容不實者外，其得信賴要求該重製物之人就
該事項所作經簽字之陳述，且
(b) 規則可以規定，若未依規則所定格式提供簽字之陳述則其不得製作或
提供重製物。
第3項 當要求重製物之人所作陳述之主要部分不實且所取得之重製物若係其自
行製作即屬違法重製物時:
(a) 該重製物視為其自行製作，而其應負侵害著作權之責，且
(b) 該重製物視為違法重製物。
第4項 所定規則得針對不同目的，不同種類之圖書館或檔案室訂定不同之規定。
第5項 規則之制定，須依法定程序為之，並得依兩院之一之決議撤銷之。
第6項 本條及第38條至第43條所稱圖書館館員或檔案室管理員包括代行其職權
之人。
第38條（圖書館館員之重製:揭載於期刊之文章）
第1項 符合規定之圖書館的館員，若符合規定要件得製作並提供期刊中之單篇著
作之重製物一份，不構成侵害該著作內容、所附圖解或版面編排之著作
權。
第2項 規定之要件應包括下列各款105：
(a) 該重製物僅提供予得使圖書館員確信，其要求之重製物係為下列目的
並且不於其他目的使用該重製物之人
(i)基於非商業性目的而進行研究，或
(ii)個人學習
(b) 同一單篇著作每人不得要求提供一份以上，或同期期刊每人不得要求
提供其中一篇以上之單篇著作之重製物;及
(c) 要求提供重製物之人，須支付不低於製作成本之費用(成本包括圖書館
之一般行政費用之分攤)
第39條（圖書館館員之重製:已發行著作之部分）
第1項 符合規定之圖書館的館員，若已符合規定要件，得製作及提供語文、戲劇、
或音樂著作(除期刊中之單篇著作外)已發行版本中部分之重製物一份，不
105

S. 38(2)(a) substituted (31.10.2003) by The Copyright and Related Rights Regulations 2003
(S.I.2003/2498), reg. 14(1) (with regs. 31-40)
43

致侵害該著作內容、所附圖解或版面編排之著作權。
第2項 規定之要件應包括下列各款情形106：
(a) 該重製物僅提供予得使圖書館員確信，其要求之重製物係為下列目的
並且不於其他目的使用該重製物之人
(i)基於非商業性目的而進行研究，或
(ii)個人學習
(b) 同一資料每人不得要求提供一份以上或不得要求超過該著作合理比例
之重製物一份;及
(c) 要求提供重製物之人，須支付不低於製作成本之費用(成本包括圖書館
之一般行政費用之分攤)
第40條（同一著作製作多份重製物之限制）
第1項 為第三十八條及第三十九條目的而訂定之規則(圖書館館員重製單篇著作
或已發行著作之部分內容)，應規定重製物僅提供予使圖書館館員確認其
要求與他人之類似請求無關之人。
第2項 規定之規則得明定：
(a) 如要求提供者為實質上相同資料之多份重製物，且係為實質上相同之
目的於實質上相同之時間提出者，則該項要求視為類似;及
(b) 對接受要求重製之人而言，要求重製之資料同一時間、同一地點係屬
相關，則該等重製之要求視為關聯。
第40A條107（圖書館或檔案室出借著作重製物）
第1項 公共圖書館出借圖書，若該圖書是在公共出借權制度範圍內，則不算侵害
著作之任何著作權。於本條所稱：
(a) 公共出借權制度，係指依據1979年公共出借權法第1條實施之制度；及
(b) 若有圖書是在有關資格制度條款所定義之範圍內，不論其事實上是否
資格，該圖書均在公共出借權制度範圍內。
第2項 經指定之非營利圖書館或檔案室 (公共圖書館除外) 出借著作重製物，不
視為構成著作權侵害。
第41條（圖書館館員之重製:供應重製物予其他圖書館）
第1項 符合規定之圖書館的館員得在符合規定要件情形下，製造及提供其他規定
之圖書館下列各款著作之重製物一份，而不致侵害單篇著作(或著作)內容、
所附圖解或版面編排之著作權:
(a) 期刊中之單篇著作，或

106

S. 39(2)(a) substituted (31.10.2003) by The Copyright and Related Rights Regulations 2003
(S.I.2003/2498), reg. 14(1) (with regs. 31-40)
107
S. 40A inserted (1.12.1996) by S.I. 1996/2967, reg. 11(2) (with Pt. II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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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語文、戲劇、或音樂著作已發行版本之全部或部分。
第2項 如製作重製物時，圖書館員明知，或得合理查知有權授權製作重製物之人
之姓名及地址者，不適用第1項(b)規定。
第42條（圖書館館員或檔案室管理員之重製:著作重製物之抽換）
第1項 符合規定之圖書館的館員或檔案室管理員，得在符合規定要件之情形下，
為下列各款目的之一，自該館永久性收藏資料製作一份重製物，而不致侵
害語文、戲劇、或音樂著作所附圖解之著作權，於已發行版本之情形，不
致侵害其版面編排之著作權:
(a) 俾保存或抽換該永久性收藏資料，或
(b) 俾提供其他規定之圖書館或檔案室，替換遺失、損毀或損壞之永久性
收藏資料。
第2項 規定要件應包括製作重製物之情形，限於難以合理方法購得重製物而得以
保存或替換該項資料者。
第43條（圖書館館員或檔案室管理員之重製:某些未發行之著作）
第1項 符合規定之圖書館的館員或檔案室管理員，得在符合規定要件情形下，自
該館文件中，製作並提供語文、戲劇、或音樂著作之全部或部分之重製物
一份，而不致侵害各該著作或其所附圖解之著作權。
第2項 有下列情形之一者，且於製作重製物時，負責製作之館員或管理員明知或
可得而知該事實，不適用本條規定：
(a) 該文件送交圖書館或檔案室存檔之前，該著作業已發行，或
(b) 著作權人禁止重製該著作。
第3項 規定之要件應包括下列各款情形108：
(a) 該重製物僅提供予得使圖書館員確信，其要求之重製物係為下列目的
並且不於其他目的使用該重製物之人
(i)基於非商業性目的而進行研究，或
(ii)個人學習
(b) 同一資料，每人不得要求提供一份以上之重製物 ;及
(c) 要求提供重製物之人，須支付不低於製作成本之費用(成本包括各該館
之一般行政費用之分攤)
第44條（製作製作之重製物為輸出之必要條件）
若具有文化或歷史重要性或意義之文物，除經製作一份重製物送交適當圖書館或
檔案室保存外，依法不得輸出英國者，則製作該重製物之行為，不構成侵害著作
權。
108

S. 43(3)(a) substituted (31.10.2003) by The Copyright and Related Rights Regulations 2003
(S.I.2003/2498), reg. 14(2) (with regs. 31-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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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44A條109 （法定送存圖書館）
第1項 送存圖書館或其代理人從網路上重製著作之行為，若符合以下條件，不構
成著作權侵害：
(a) 該著作為2003年法定送存圖書館法第10條第(5)項之規定指定之種
類；
(b) 其在網路上之發行或其發行人，是以規定之方式與英國關聯；及
(c) 依據規定之任何條件重製。
第2項 在與2003年法定送存圖書館法第7條施行辦法允許重製之相關材料有關時，
圖書館所為之任何行為均不構成著作權侵害。
第3項 國務院得依法制定細則，在與相關材料有關之指定活動有關時，排除本章
相關規定之適用。
第4項 依據第3項制定之規定得特別針對以下之活動加以規範，
(a) 為法定之目的而為；
(b) 為法定類別之讀者而為；
(c) 與法定類別之相關材料有關而為；
(d) 非依據規定之條件而為。
第5項 本條之細則得為不同之目的，訂出不同之規定。
第6項 本條之細則，擬訂與撤銷均須依據法定律，由兩院之一議決為之。
第7項 在本條
(a) 2003年法，係指2003年法定送存圖書館法；
(b) 「送存圖書館」、「讀者」與「相關材料」均依2003年法定送存圖書
館法第7條之定義解釋；
(c) 「法定的」，係指由國務院制訂之細則規定。

公共行政
第45條（立法或司法程序）
第1項 為立法或司法程序目的所為之行為，不構成侵害著作權。
第2項 為報導前述程序目的所為之行為，不構成侵害著作權，但此不得解釋成授
權重製著作其本身即是已發行報導該程序之著作。
第46條（政府委員會及法定調查程序）
第1項 為政府委員會或法定調查之程序目的所為之行為，不構成侵害著作權。
第2項 為報導公開舉行之上述程序之目的所為之行為，不構成侵害著作權，但此
不得解釋成授權重製著作其本身即是已發行報導該程序之著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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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 44A inserted (1.2.2004) by Legal Deposit Libraries Act 2003 (c. 28), ss. 8(1), 16(1) (with s.
16(4)); S.I. 2004/130, art.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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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3項 公開散布政府委員會或法定調查含有他人著作或資料之報告重製物者，不
構成侵害該著作或資料之著作權。
第4項 本條所稱：
「政府委員會」包括英女王為北愛爾蘭而授權國務院（the Secretary of State）
依據1973年北愛爾蘭憲法第7條第2項規定任命代表成立之委員會；及
「法定調查」係指依法令授權或課予義務辦理之調查。
第47條（供公眾查閱或官方登記簿之資料）
第1項 依法令規定得公開查閱之資料或官方登記簿之資料，即使為語文著作，若
不涉及公開散布其重製物，而由有權人員或經其授權予以重製，且該資料
僅包含各類事實資訊，則不構成侵害該資料之著作權。
第2項 依法令規定得公開查閱之資料，為使該資料得在較方便之時間或地點查閱
或為執行法令規定之任何權利目的，由有權人員或經其授權予以重製，或
公開散布資料之重製物者，不構成侵害該資料之著作權。
第3項 依法令規定得公開查閱之資料或官方登記簿之資料，若包含一般科學。技
術、商業或經濟意義之資訊，為散布該資訊，而由有權人員或經其授權重
製或公開散布該資料之重製物者，不構成侵害著作權。
第4項 國務院得以命令規定第一項、第二項或第三項，僅在命令規定情形，適用
於依命令規定標示方式標示之重製物。
第5項 國務院得以命令規定第一項至第三項如其適用於依法令規定得公開查閱
之資料或官方登記簿之資料，應適用於下列情形(其適用得修正之)：
(a) 適用於由下列之組織或人提供公開查閱之資料：
(i)
命令中指定之國際組織;或
(ii)
命令中指定根據英國締結之國際協定在英國負有職務之人;或
(b) 適用於命令指定由國際組織掌理之登記簿資料。
第6項 本條所稱：
「有權人員」係指負責提供該資料供公開查閱之人或掌理登記簿資料之
人;
「法定登記簿」係指依法令規定備置之登記簿;及
「法令規定」係指依法令作成之規定。
第7項 本條所定之命令，其擬訂與撤銷均須依據法律，由兩院之一議決為之。
第48條（為公共事務而陳報皇家之資料）
第1項 本條適用於著作權人或經其授權之人，為任何目的而在公共事務過程中將
其語文、戲劇、音樂或美術著作陳報皇家，並將含有各該著作之文件或其
他附著物檢送皇家擁有或保管者。
第2項 為著作陳報皇家之目的或任何著作權人得合理預期之目的，皇家得重製該
著作並公開散布其重製物而不致侵害該著作之著作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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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3項 如該著作為本條規定以外之原因業經發行者，皇家不得依本條規定重製該
著作，或公開散布其重製物。
第4項 本條第一項所稱「公共事務」包括皇家執行之任何活動。
第5項 本條之效力，若皇家與著作權人另有約定者，從其約定。
第6項 於本條中，「皇家」包括1990年國民健康服務與社區照護法110第60條第(7)
項定義之健康服務機構，依據2006年國民健康服務法111第18條成立之初級
照護信託112，照護品質委員會113及依據2006年國民健康服務法第18條、
2006年國民健康服務法第25條、2006年(威爾斯)國民健康服務法114第18條
或1978年(蘇格蘭)國民健康服務法成立之國民健康服務信託及一家 NHS
基金會信託115並包括1991年(北愛爾蘭)健康與個人社會服務命令第7條第
(6)項定義之健康與社會服務機構，以及一家依據該命令116成立之健康與社
會服務信託。而於上述第(1)項中提及公共事業時，均應據以解釋。
第49條（公共記錄）
1958年公共紀錄法案、1937年蘇格蘭公共紀錄法案、1923年北愛爾蘭公共紀錄法
案所指公共紀錄之資料，或依據2006年威爾斯政府法117所定義之威爾斯公共紀錄
118
，依該等法規得公開查閱者，得由同法任命之官員或經其授權予以重製，並將
其重製物供應任何人，而不致侵害著作權。
第50條（法令授權之行為）
第1項 議會法案明定得作為之特定行為，經於立法程序完成後，除該法案另有規
定外，不構成侵害其著作權。
第2項 第1項規定於北愛爾蘭制定之法令準用之。

110

S. 48(6) added by National Health Service and Community Care Act 1990 (c. 19, SIF 113:2), s.
60(2), Sch. 8 para. 3
111
Words in s. 48(6) substituted (1.3.2007) by National Health Service (Consequential Provisions) Act
2006 (c. 43), ss. 2, 8, Sch. 1 para. 112(a) (with s. 5, Sch. 3 Pt. 1)
112
Words in s. 48(6) inserted (8.2.2000) by S.I. 2000/90, art. 3(1), Sch. 1 para. 22
113
Words in s. 48(6) substituted (1.4.2009) by Health and Social Care Act 2008 (c. 14), ss. 95, 170(3),
Sch. 5 para. 60; S.I. 2009/462, art. 2, Sch. 1 paras. 30, 35(x)
114
Words in s. 48(6) substituted (1.3.2007) by National Health Service (Consequential Provisions) Act
2006, (c. 43), ss. 2, 8, {Sch. 1 para. 112(b)} (with s. 5, Sch. 3 Pt. 1)
115
Words in s. 48(6) inserted (1.4.2004) by Health and Social Care (Community Health and Standards)
Act 2003 (c. 43), ss. 34, 199(1), Sch. 4 para. 72; S.I. 2004/759, art. 2
116
Words in s. 48(6) inserted (1.4.1992) by S.I. 1991/194, art. 7(2), Sch. 2 Pt. I para. 3; S.R.
1991/131, art. 2(e), Sch. Pt. III
117
Words in s. 49 substituted by Government of Wales Act 2006 (c. 32), s. 160(1), Sch. 10 para. 24
(with Sch. 11 para. 22), the amending provision coming into force immediately after "the 2007
election" (held on 3.5.2007) subject to s. 161(4)(5) of the amending Act, which provides for certain
provisions to come into force for specified purposes immediately after the end of "the initial period"
(which ended with the day of the first appointment of a First Minister on 25.5.2007) - see ss. 46,
161(1)(4)(5) of the amending Act.
118
Words in s. 49 inserted (1.4.1999) by 1998 c. 38, s. 125, Sch. 12 para. 27 (with ss. 139(2), 143(2));
S.I.1999/782, art.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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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3項 本條不得解釋為排除依據任何法令得提出之法令授權抗辯。

電腦程式著作：合法使用人119
第50A條120（備份重製物）
第1項 電腦程式著作之合法使用人於合法使用而須製作該電腦程式著作之備份
重製物者，不構成侵害著作權。
第2項 依本條、第50B條、第50BA條121及第50C條之之目的，凡有權使用該程式
者，不論其授權行為是否受限於該程式著作之著作權，其為電腦程式著作
之合法使用人。
第3項 凡合於本條之行為，則在合約之條款中是否有就該行為為禁止或限制之約
定均在所不同(依第二九六條之一規定。該條款應屬無效)。
第50B條122（解編）
第1項 合法使用以低階語言表示之電腦程式著作之人，凡符合第2項之條件而為
下列行為(即解編)者，不構成侵害著作權;
(a) 將其轉換成以高階語言表示之版本，或
(b) 於轉換程式過程中不經意將該程式予以重製。
第2項 有關之條件，係指：
(a) 為取得所需資料作為創作能與被解編程式或其他程式共用之獨立程式
而必須要解編該程式者(即是「被許可目的」);及
(b) 依此取得之資料非用於被許可目的以外之任何用途。
第3項 如有下列情形，合法使用人之行為即與第2項之條件不符：
(a) 合法使用人已可取得為達被許可目的所需之資科；
(b) 解編之行為非為達被許可目的所必要者；
(c) 將解編後取得之資料提供予任何非必須提供以達被許可目的之人；或
(d) 利用有關之資料作為創作一與被解編程式表達方式極為近似之程式或
用作為著作權所限制之行為。
第4項 凡合於本條之行為，在合約之條款中是否有就該行為為禁止或限制之約定
均在所不問(依第296A條規定，該條款應屬無效)。
第50BA條123(電腦程式著作之觀察、研究或測試)
第1項 電腦程式著作重製物之合法使用者，為判定電腦程式任何元件之構想與原
119

Cross-heading and ss. 50A-50C inserted (1.1.1993) by S.I. 1992/3233, reg.8.
Ss. 50A-50C inserted (1.1.1993) by S.I. 1992/3233, reg.8.
121
S. 50A(2): ", 50BA" inserted (31.10.2003) by The Copyright and Related Rights Regulations 2003
(S.I.2003/2498), reg. 15(2) (with regs. 31-40)
122
Ss. 50A-50C inserted (1.1.1993) by S.I. 1992/3233, reg.8.
123
S. 50BA inserted (31.10.2003) by The Copyright and Related Rights Regulations 2003 (S.I.
2003/2498), reg. 15(1) (with regs. 31-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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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而觀察、研究或測試該電腦程式著作之功能，若是在執行其有權執行之
任何載入、上映、運行、傳送或儲存程式之動作時為之，不構成侵害著作
權。
第2項 本條所許可之行為，任何合約條款或條件均不得予以禁止或限制 (該條款
因第296A條之規定而無效)。
第50C條124（合法使用人之其他被許可行為）
第1項 合於下列情形者，電腦程式之合法使用人重製或改作該程式，不構成侵害
著作權:
(a) 其合法使用所必須者；及
(b) 規範其合法使用情形之合約條款中所未加以禁止者。
第2項 為合法使用該電腦程式而須改正該程式之錯誤者，得重製或改作該程式。
第3項 本條不適用於依第50A條、第50B條或第50BA條125所許可之重製或改作。

資料庫：被允許之行為126
第50D條127(與資料庫有關之被允許之行為)
第1項 有權使用資料庫或其任何部份者 (不論是否依據使用授權做資料庫著作
權或其他規定禁止之行為) 在行使該權利時，為存取及使用資料庫內容或
該部份內容所需，而做之任何事，均不構成侵害資料庫著作權。
第2項 在其他狀況下會構成侵害資料庫著作權之行為，若為本條所允許，則任何
合約條款或條件均不得予以禁止或限制 (該條款因第296B條之規定而無
效)。

設計
第51條（設計之文件及模型）
第1項 依據設計文件或模型之設計作成實體物或複製作成之實體物，而該設計文
件或模型縱使記錄或含有除美術著作以外之事物設計或字型繪畫，並不構
成侵害該事物設計或字型繪畫之著作權。
第2項 若依前項規定其製作並不構成侵害著作權，則將該重製物公開散布，或納
入視聽著作、廣播或公開傳播128，亦不構成侵害著作權。
第3項 本條所稱：
124

Ss. 50A-50C inserted (1.1.1993) by S.I. 1992/3233, reg.8.
Words in s. 50C(3) substituted (31.10.2003) by The Copyright and Related Rights Regulations
2003(S.I. 2003/2498), reg. 15(3) (with regs. 31-40)
126
S. 50D and crossheading inserted (1.1.1998) by S.I. 1997/3032, reg. 9 (with Pt. IV)
127
S. 50D inserted (1.1.1998) by S.I. 1997/3032, reg. 9 (with Pt. IV)
128
Words in s. 51(2) substituted (31.10.2003) by The Copyright and Related Rights Regulations 2003
(S.I.2003/2498), reg. 2(1), Sch. 1 para. 8(3) (with regs. 31-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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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設計」係指物品之表面裝飾以外之全部或部分形狀或外觀(不論內部或
外部)之任何方面之設計；及
「設計文件」係指設計之任何記錄，不論其表達方式為描繪、文字說明、
攝影、儲存於電腦或以其他方式儲存之資料。
第52條（美術著作衍生之設計散布之法律效果）
第1項 著作權人或經其授權之人，以下列方法將其美術著作予以散布者，適用本
條之規定：
(a) 以工業程序製造之物品，依本篇規定視為著作之重製物，及
(b) 在英國或他處銷售該物品。
第2項 自該物品首次銷售之年年底起算至第25年年底期間屆滿後，該著作得以製
造任何種類物品、或基於製造任何種類物品之目的而為之任何行為及為與
該物品有關之任何行為等方式予以重製，不致侵害該著作之著作權。
第3項 若美術著作僅部分以第1項規定之方式散布，則第2項規定僅適用於該部
份。
第4項 國務院得針對下列情形以行政命令方式規範之：
(a) 何種情形下製造一物品本，或任何種類物品，係屬本條所稱工業程序；
(b) 對其認為基本上屬於語文或美術性質之物品，予以排除適用本條規
定。
第5項 依據本條所定之命令，其擬訂與撤銷均須依據法律，由兩院之一議決為
之。
第6項 本條：
(a) 所稱物品，並不包括視聽著作；及
(b) 所稱物品之銷售，係指為出售或出租，或為出售或出租而提供或陳列。
第53條（信賴設計之登記而進行的行為）
第1項 符合下列情形者，不構成侵害美術著作之著作權：
(a) 經依1949年設計登記法登記為「對應設計」之所有人（proprietor）的
讓與或授權而進行之行為，及
(b) 善意信賴該登記，亦不知有任何註銷或無效129登記之情事或有設計登
記簿所登記事項變更之情事;
縱使登記為所有人之人，並非該1949年設計法所定義之所有人亦同。
第2項 第1項所稱「對應設計」
，就美術著作而言，係指1949年設計法所定之設計，
如將該設計適用於物品，將視為本篇所規定美術著作之重製物。

印刷字體
129

Words in s. 53(1)(b) inserted (9.12.2001) by S.I. 2001/3949, reg. 9(1), Sch. 1 para. 16 (with
transitional provisions in regs. 10-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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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54條（於通常印刷程序使用印刷字體）
第1項 有下列情形之一者，不構成侵害由印刷字體設計組成之美術著作之著作
權：
(a) 於打字、組成文章、排版或印刷之通常程序中使用印刷字體，
(b) 基於前款之使用目的而持有特定物品，或
(c) 針對於(a)款情形中產生之資料，進行任何作為；
縱使所使用之物品係屬違法重製物亦同。
第2項 但關於製造、輸入或交易經特別設計或改作用以產生特殊印刷字體之設備
之人，或為交易目的持有此項設備之人，本篇下列條文仍應適用，即如同
第1項所指物件之生產，該等行為侵害由印刷字體設計組成之美術著作之
著作權：
第24條（間接侵權：製造、持有、輸入或交易供製作違法重製物所用之設
備），
第99條及第100條（交付之命令或扣押之權）
第107條第2項（製造或持有此項設備之罪）
第108條（刑事訴訟中沒收之命令）
第3項 第2項所指「交易」設備係指銷售、出租或為銷售或出租而提供或陳列、
公開展示、或散布。
第55條（用以產生特定印刷字體之設備）
第1項 美術著作之著作權，其包含印刷字體之設計，而藉該印刷字體生產特別設
計或改作之物品，經著作權人或其授權之人上市者，適用本條規定。
第2項 自上述物品首次上市之年年底起算至第二十五年之期間屆滿後，該美術著
作得於另行製作此項物品時予以重製，或為製作此項物品目的而為之任何
行為，及得為與製造此項物品有關之任何行為，此不致侵害該著作之著作
權。
第3項 第1項所稱「上市」係指在英國或其他地方銷售、出租或為銷售或出租而
提供或陳列。

電子形式之著作
第56條（讓與電子形式之著作重製物）
第1項 凡是已購得電子形式之著作重製物，而依據明示或默示之約定或法律規定，
允許購買人因其使用得重製該著作或予以改作或重製改作之衍生著作物，
則有本條之適用。
第2項 若未明文約定：
(a) 禁止購買人讓與前項重製物，規定讓與後仍存續之義務，禁止任何授
權之讓與或終止任何讓與之授權；或
(b) 規定受讓人得據以從事該購買人得從事之事務之條款。
52

則購買人得從事之事務，受讓人亦得為之，而不侵害著作權；但購買人所
作重製物、改作物或改作物之重製物並未一併讓與者，於讓與生效後，就
任何目的而言，應視為違法重製物。
第3項 前項規定於原來購買之重製物不再使用而所讓與者係取代前項重製物之
其他重製物之情形，準用之。
第4項 上述規定於嗣後再讓與而第2項之購買人已成為讓與人之情形，亦準用
之。
第57條（不具名或別名著作：推定著作權屆滿或著作人死亡時得許可之行為）
第1項 行為係於下列情形發生時或所據之安排於下列情形發生時所為者，不視為
侵害文字、戲劇、音樂或美術著作之著作權：
(a) 經合理調查無法確定著作人之身份，及
(b) 可合理推定：
(i)
著作權存續期間已屆滿，或
(ii) 於行為發生或所據安排作成之年起算之前，著作人已死亡滿70年130
以上。
第2項 本條第1項第(b)款(ii)目，於下列情形不適用：
(a) 享有皇家著作權之著作，或
(b) 依第168條規定由國際組織擁有之著作權著作，而其依該條文所定有關
之命令賦予較70年為長之著作權期限者。
第3項 就共同著作而言：
(a) 本條第1項所稱無法確定著作人身份者，應解釋為無法確定共同著作任
一著作人之身份，且
(b) 本條第1項第(b)款(ii)目所稱著作人死亡，應解釋為該著作之所有著作
人均死亡。
第58條（在特定情形下使用口述筆記與錄製物）
第1項 基於下列目的，而在符合第2項規定要件的使用以寫作或其他方式製作之
口述錄製物或錄製物所含括之資料（或重製錄製物或任何相關資料及使用
該重製物），不構成侵害此類準語文著作之著作權：
(a) 報導時事，或
(b) 公開傳播131著作之全部或一部。
第2項 應符合之要件：
(a) 該錄製物係口述之直接紀錄，而非重製先前既存之錄製物或從廣播132
130

Words in s. 57(1)(b)(ii)(2)(b) substituted (with saving) (1.1.1996) by S.I. 1995/3297, regs. 5(2),
15(2)(with Pt. III)
131
Words in s. 58(1) substituted (31.10.2003) by The Copyright and Related Rights Regulations 2003
(S.I.2003/2498), reg. 2(1), Sch. 1 para. 12(a) (with regs. 31-40)
132
Words in s. 58(2)(b) repealed (31.10.2003) by The Copyright and Related Rights Regulations 20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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擷取之。
(b) 錄製物之製作未遭享有著作權之口述者禁止，則不構成侵害著作權。
(c) 於錄製物製作之前，錄製物之製作或資料之取用行為，不屬於口述之
人或著作權人所禁止者；及
(d) 係經該錄製物之合法持有人或其授權人允許使用。
第59條（公開口述或朗誦）
第1項 將已發行之語文或戲劇著作，選取合理數量，予以公開口述或朗誦，若充
分說明出處，則不構成侵害著作之著作權。
第2項 公開口述或朗誦，因前項規定而未侵害著作權者，則將該公開口述或朗誦
製成錄音著作或公開傳播133亦不構成侵害著作權。但須該錄音著作或公開
傳播134所包含之主要資料非依據前項規定而來。
第60條（科學或技術論文之摘要）
第1項 刊載於期刊中之科學或技術性論文附有介紹該論文內容之摘要者，重製該
摘要或公開散布該摘要重製物，並不構成侵害該摘要或論文之著作權。
第2項 如基於本條之目的，依據第143條關於使用授權之規定而定有使用授權制
度者，不適用本條之規定。
第61條（民謠之錄製物）
第1項 歌曲演唱之製作或錄音著作，係為某一指定團體納入其所保存之檔案之目
的，如符合第2項規定之要件時，不構成侵害該語文著作之歌詞或其所附
隨之音樂著作的著作權。
第2項 應符合之要件，係指：
(a) 該錄音著作製作時，該歌詞尚未發行且著作人不詳，
(b) 該錄音著作之製作未侵害任何其他著作權，且
(c) 該錄音著作之製作未遭演唱者禁止。
第3項 基於第1項且為納入某一指定團體所保存之檔案中所製作錄音著作之重製
物，如符合第4項之規定者，該檔案管理員得予以製作且提供他人，而不
致侵害錄音著作或其所含著作之著作權。
第4項 應符合之規定要件，係指：
(a) 該重製物僅提供予得使檔案管理員確信，其要求之重製物係為下列目
的並且不於其他目的使用該重製物之人135
(S.I.2003/2498), reg. 2(2), Sch. 2 (with regs. 31-40)
133
Words in s. 59(2) substituted (31.10.2003) by The Copyright and Related Rights Regulations 2003
(S.I.2003/2498), reg. 2(1), Sch. 1 para. 5(b) (with regs. 31-40)
134
Words in s. 59(2) substituted (31.10.2003) by The Copyright and Related Rights Regulations 2003
(S.I.2003/2498), reg. 2(1), Sch. 1 para. 9(1)(a) (with regs. 31-40)
135
S. 61(4)(a) substituted (31.10.2003) by The Copyright and Related Rights Regulations 2003
(S.I.2003/2498), reg. 16 (with regs. 31-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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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基於非商業性目的而進行研究，或
(ii)個人學習
(b) 每人以取得一份錄音著作重製物為限。
第5項 本條所稱：
(a) 「指定」係指由國務院基於本條目的而以命令指定，除國務院確認該
團體非以營利為目的而設置者外，不可指定。
(b) 「規定」係指由國務院基於本條之目的而以行政命令規範者。
(c) 「檔案管理員」一詞亦包括代理人。
第6項 依據本條所制定之行政命令，其擬訂與撤銷均須依據法律，由兩院之一議
決為之。
第62條（特定美術著作代表物之公開展示）
第1項 本條適用於：
(a) 建築物，及
(b) 永久位於公共場所或其他向公眾開放之場所之雕塑、建築模型及美術
工藝品。
第2項 對前項所稱之著作進行下列之行為者，不構成侵害其著作權：
(a) 將該著作製作為圖形著作，
(b) 將該著作製作為攝影著作或視聽著作，或
(c) 將該著作之影像予以播送136。
第3項 依據本條規定其製作不構成侵害著作權者，將其重製物公開散布或公開傳
播，亦不構成侵害著作權。
第63條（為銷售美術著作之廣告）
第1項 基於銷售美術著作之廣告目的而重製該著作或將其重製品公開散布，均不
構成侵害著作權。
第2項 製作之重製物依本條規定係屬違法重製物，嗣為其他目的而予以交易，且
該交易行為就往後所有目的而言係侵害著作權，則該重製物就該交易而言
應視為違法重製物。
本條所稱「交易」係指出售或出租或為出售或出租而提供或陳列、公開展
示、散布或公開傳播137。
第64條（同一藝術家之後續著作）
美術著作之著作人若非著作權人，只要其並未重複或模仿其先前著作之主要設計，
則其於創造其他美術著作時，重製原著作並不侵害其先前著作之著作權。
136

Words in s. 62(2)(c) substituted (31.10.2003) by The Copyright and Related Rights Regulations
2003(S.I. 2003/2498), reg. 2(1), Sch. 1 para. 14 (with regs. 31-40)
137
Words in s. 63(2) substituted (31.10.2003) by The Copyright and Related Rights Regulations 2003
(S.I.2003/2498), reg. 17 (with regs. 31-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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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65條（建築物之重建）
為重建建築物而為之行為，不構成侵害下列著作之著作權：
(a) 建築物，或
(b) 依據經著作權人同意或經其授權之人建造之建築物繪製之建築設計圖。

雜項：出租著作與播送錄音著作138
第66條139（出租特定著作之重製物於公眾）
第1項 國務院得以命令規定在該命令所列之狀況下，出借語文、戲劇、音樂或美
術著作、錄音著作或電影著作之重製物於公眾時，應視同已由著作權人授
權使用，只需要支付約定或若無約定則由著作權審議與調解委員會決定之
合理權利金或其他給付。
第2項 若有第143條所證明，適用於本條之使用授權制度，做為提供使用授權之
依據，則該命令不適用。
第3項 所下之命令得就不同之案例，訂出不同之規定並得根據著作、出租之重製
物、出租人或出借之狀況有關之任何因素，明訂適用之案例。
第4項 依據本條所定之命令，其擬訂與撤銷均須依據法律，由兩院之一議決為
之。
第5項 本條之規定不影響第23條 (間接侵權：持有或交易違法重製物) 有關出借
違法重製物之任何責任。

雜項：視聽著作與錄音著作140
第66A條141(視聽著作：推定著作權有效期已滿等等而許可之行為)
第1項 有以下情形時所為或依據當時所做之安排所為之行為，均不構成侵害視聽
著作著作權：
(a) 第13B條第(2)項第(a)款至第(d)款提及之任何人(著作人)，其身份經合
理調查後仍無法確認；及
(b) 可合理推定，
著作權存續期間已滿；或
其中最後死亡之人，已在做成該行為或該項安排所在之年開始
算起之前 70 年或逾70年死亡。
第2項 符合下列規定者，第(1)項(b)款(ii)目之規定不適用：
(a) 有皇家著作權保護之視聽著作；或
(i)
(ii)

138
139
140
141

S. 66 and crossheading substituted (1.12.1996) by S.I. 1996/2967, reg. 11(3) (with Pt. III)
S. 66 substituted (1.12.1996) by S.I. 1996/2967, reg. 11(3) (with Pt. III)
S. 66A and crossheading inserted (1.1.1996) by S.I. 1995/3297, reg. 6(2) (with Pt. III)
S. 66A inserted (1.1.1996) by S.I. 1995/3297, reg. 6(2) (with Pt. II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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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其著作權當初係因第168條之規定而賦與一個國際組織且為依據該條
所下之命令訂其著作權存續期間超過70年之視聽著作。
第67條（俱樂部、社團等組織播送錄音著作）
第1項 俱樂部、社團等組織為其利益或作為活動的一部分而播送錄音著作之行為，
如符合第2項規定之要件，不構成侵害該錄音著作之著作權。
第2項 該要件，係指142：
(a) 該組織係基於非營利目的而設置，且其係以慈善目的或其他有促進宗
教、教育或社會福利之目的作為主要目標，及
(b) 該錄音著作是由主要及直接為該組織之利益行事且不是為獲利之人所
播送；
(c) 該著作之播送場所，其入場費所得只用於該組織之目的；及
(d) 該組織在以下場所或場合販賣或代其販賣之任何貨物或服務，其所得
只用於該組織之目的：
(i)
(ii)

收聽錄音著作之場所；及
錄音著作之播送場合。

雜項：廣播143
第68條（基於廣播目的所為之附帶納入行為144）
第1項 基於著作權之授權或讓與之人，而被授予將下列著作納入廣播者145，適用
本條規定：
(a) 語文、戲劇或音樂著作，或各該著作之改作，
(b) 美術著作，或
(c) 錄音著作或視聽著作。
第2項 前項所述之人基於廣播節日之目的，而為下列行為者，依本條規定，應視
為業經著作權人授權：
(a) 於語文、戲劇或音樂著作，或其改作之情形，將各該著作或其改作製
作成錄音或視聽著作；
(b) 於美術著作之情形，將該著作拍攝為攝影或視聽著作；
(c) 於錄音或視聽著作之情形，製作該著作之重製物。
第3項 第2項所述關於錄音著作、視聽著作、攝影著作或其重製物之授權，受到
下列條件限制：
142

S. 67(2)(b)-(d) substituted (31.10.2003) for word "and" at the end of s. 67(2)(a) by The Copyright
and Related Rights Regulations 2003 (S.I. 2003/2498), reg. 18(1) (with regs. 31-40)
143
Words in heading before s. 68 repealed (31.10.2003) by The Copyright and Related Rights
Regulations 2003 (S.I. 2003/2498), reg. 2(2), Sch. 2 (with regs. 32, 33)
144
Words in s. 68 heading repealed (31.10.2003) by The Copyright and Related Rights Regulations
2003(S.I. 2003/2498), reg. 2(2), Sch. 2 (with regs. 31-40)
145
Words in s. 68(1)(2)(3)(b) repealed (31.10.2003) by The Copyright and Related Rights Regulations
2003(S.I. 2003/2498), reg. 2(2), Sch. 2 (with regs. 31-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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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不得使用於任何其他目的，及
(b) 應於首次使用於廣播後28天之內銷毀。
第4項 依本條所製作之錄音著作、視聽著作、攝影著作或重製物，應被視為違法
重製物，若：
(a) 其使用目的係違反第3項(a)款之規定，及
(b) 違反第3項(b)款之規定
第69條（基於監督與管理廣播和其他服務146之目的而為之錄製）
第1項 英國廣播公司為監督與管理其所播送節目，或其包括任何其所提供之隨選
視訊服務147，而製作或使用該等節日之錄製物者，不構成侵害著作權。
第2項 依據下列條款規定所為之行為，不構成侵害著作權148：
(a) 1990年廣播法第167條第(1)項，1996年廣播法第115條第(4)項或第(6)
項或第117條，2003年傳播法附錄12的第20條149
(b) 依據2003年傳播法第334條第(1)項之規定150而包括根據本法第一篇或
第三篇或1996年廣播法第一篇或第二篇之規定151取得授權之條件
(c) 依據1990年廣播法第192條第(2)項（英國國家通訊傳播委員會
OFCOM152規範製作錄製物等之權限）規定作成之命令
(d) 2003年傳播法第334條第(3)項153以及第3680條第(1)項或第(3)項154
第3項 國家通訊傳播委員會(OFCOM155) 為執行其於 1990年廣播法、1996年廣
播法或2003年傳播法之任何職責而使用以下材料時，不構成為侵害著作權
(a) 依據各該法律之任何條款向其提供之任何錄製物、正本或副本；或
(b) 依據2003年傳播法第30條制訂之制度向其轉讓之任何既有材料。
第4項 第3項所稱「先前既存資料」，係指：
(a) 依1990年廣播法或1996年廣播法有關條文之規定，為該法功能有關之
146

Words in s. 69 heading substituted (31.10.2003) by The Copyright and Related Rights Regulations
2003(S.I. 2003/2498), reg. 2(1), Sch. 1 para. 2(1) (with regs. 31-40)
147
Words in s. 69(1) inserted (19.12.2009) by The Audiovisual Media Services Regulations 2009
(S.I.2009/2979), reg. 12(2)(a)
148
S. 69(2)(3) substituted (1.10.1996 for specified purposes and otherwise 1.4.1997) by 1996 c. 55,
s.148(1), Sch. 10 Pt. III para. 31 (with s. 43(6)); S.I. 1996/2120, art. 4, Sch. 1; S.I. 1997/1005, art. 4
149
S. 69(2)(a) substituted (29.12.2003) by Communications Act 2003 (c. 21), ss. 406, 411, Sch. 17
para.91(2)(a) (with Sch. 18); S.I. 2003/3142, art. 3, Sch. 1 (with art. 11)
150
Words in s. 69(2)(b) substituted (29.12.2003) by Communications Act 2003 (c. 21), ss. 406, 411,
Sch.17 para. 91(2)(b) (with Sch. 18); S.I. 2003/3142, art. 3, Sch. 1 (with art. 11)
151
Word in s. 69(2)(b) repealed (29.12.2003) by Communications Act 2003 (c. 21), ss. 406, 411, Sch.
19(1)(with Sch. 18, Sch. 19(1) Note 1); S.I. 2003/3142, art. 3, Sch. 1 (with art. 11)
152
Words in s. 69(2)(c) substituted (29.12.2003) by Communications Act 2003 (c. 21), ss. 406, 411,
Sch.17 para. 91(2)(c) (with Sch. 18); S.I. 2003/3142, art. 3, Sch. 1 (with art. 11)
153
S. 69(2)(d) inserted (29.12.2003) by Communications Act 2003 (c. 21), ss. 406, 411, Sch. 17
para.91(2)(d) (with Sch. 18); S.I. 2003/3142, art. 3, Sch. 1 (with art. 11)
154
Words in s. 69(2)(d) inserted (19.12.2009) by The Audiovisual Media Services Regulations 2009
(S.I.2009/2979), reg. 12(2)(b)
155
S. 69(3)(4) substituted (29.12.2003) for s. 69(3) by Communications Act 2003 (c. 21), ss. 406, 411,
Sch.17 para. 91(3) (with Sch. 18); S.I. 2003/3142, art. 3, Sch. 1 (with art. 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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播送，而經獨立電視局或播音主管機關使用之錄製物、正本或副本；
(b) 依據1996年廣播法第115條第(4)項、第(6)項或第116條第(5)項之規定送
交廣播標準委員會之任何錄製物、副本。
第5項 依據2003年傳播法第368B條指定之適當法定機構於執行其於該法之任何
職責而使用因該法之任何規定而獲得提供之任何錄製物、正本或副本，不
構成為侵害著作權156。
第6項 於本條中，「隨選節目服務」均依2003年傳播法對其所做之定義解釋 (詳
參2003年傳播法第368A條)。
第70條（基於時間移轉目的而實施之錄製行為157）
第1項 供個人及家庭使用而在住家處所158製作廣播159之錄製物，以在更方便時間
觀賞或收聽者，不構成侵害廣播或其所含著作之著作權。
第2項 重製物160若非依據本條規定即成為違法重製物，若嗣後交易：
(a) 則於該交易中，該重製物即被視為違法重製物；及
(b) 若該交易侵害著作權，則於之後的處分中，該重製物均被視為違法重
製物。
第3項 於第2項中，所稱之「交易」係指出售或出租，或為出售或出租而提供或
陳列，或公開傳播。
第71條(廣播之攝影161)
第1項 在家庭內之場所，使用廣播影像全部或其中任何部份之圖片或其重製物，
供其個人或家庭使用，不構成侵害廣播或其附帶納入之任何視聽著作之任
何著作權。
第2項 重製物若非依據本條之規定即成為違法重製物，若嗣後交易：
(a) 則於該交易中，該重製物即被視為違法重製物；及
(b) 若該交易侵害著作權，則於之後的處分中，該重製物均被視為違法重
製物。
第3項 於第2項中，所稱之「交易」係指出售或出租，或為出售或出租而提供或
陳列，或公開傳播。

156

S. 69(5)(6) inserted (19.12.2009) by The Audiovisual Media Services Regulations 2009
(S.I.2009/2979), reg. 12(2)(c)
157
S. 70 renumbered (31.10.2003) as s. 70(1) by The Copyright and Related Rights Regulations 2003
(S.I.2003/2498), reg. 19(1) (with regs. 31-40)
158
Words in s. 70(1) inserted (31.10.2003) by The Copyright and Related Rights Regulations 2003
(S.I.2003/2498), reg. 19(2) (with regs. 31-40)
159
Words in s. 70(1) repealed (31.10.2003) by The Copyright and Related Rights Regulations 2003
(S.I.2003/2498), reg. 2(2), Sch. 2 (with regs. 31-40)
160
S. 70(2)(3) inserted (31.10.2003) by The Copyright and Related Rights Regulations 2003
(S.I.2003/2498), reg. 19(2) (with regs. 31-40)
161
S. 71 substituted (31.10.2003) by The Copyright and Related Rights Regulations 2003 (S.I.
2003/2498), reg. 20(1) (with regs. 31-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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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72條（廣播之免費公開上映或播送162）
第1項 向觀眾公開上映或播送廣播163，而觀眾不需支付入場費，則不侵害下列各
款著作164之著作權：
(a) 廣播；或
(b) 該廣播內含之錄音著作（到目前為止，此是錄音著作的例外）
(c) 該廣播內含之視聽著作
第1A項165於本篇中，「除外之錄音著作」，係指符合以下條件之錄音著作：
(a) 其著作人不是其中包括該錄音著作之廣播之著作人；及
(b) 其為音樂著作，不論是否有對白或歌詞。
第1B項 若因為第1項之規定，致公開上映或播送之廣播未遭到侵害，則其附帶
納入之任何除外之錄音著作，若該廣播之公開播送或上映符合以下條件，
則不構成侵害其著作權：
(a) 係非營利組織之活動的一部份；
(b) 為以下之目的所需要：
(i) 修理用於接收廣播之設備；
(ii) 證明該設備已經修理；或
(iii) 示範預備出售或出租，或為出售或出租而提供或陳列之設備。
第2項 有下列情形之一者，視為觀眾業已支付該場地之入場費：
(a) 其為進入特定場地而支付入場費，而上映或播送之場地為該場地之一
部分者，或
(b) 如該場地以下列價格供應貨品或服務（包括構成該場地一部分之處所）
(i)
所收價格主要係支付收看或收聽該廣播節日166之設施之費用，
或
(ii) 所收價格超過該場地通常收取之費用，且部分價格係支付前述設施
之費用。
第3項 有下列情形之一者，不可視為業已支付入場費：
(a) 進入之人為該場地之住民或居民；
(b) 獲准進入之人為俱樂部或社團之會員，而其支付之款項僅為成為該俱
樂部或社團之會員用，且該俱樂部或社團提供收看或收聽廣播節日167

162

Words in s. 72 heading repealed (31.10.2003) by The Copyright and Related Rights Regulations
2003(S.I. 2003/2498), reg. 2(2), Sch. 2 (with regs. 31-40)
163
Words in S. 72(1) repealed (31.10.2003) by The Copyright and Related Rights Regulations 2003
(S.I.2003/2498), reg. 2(2), Sch. 2 (with regs. 31-40)
164
S. 72(1)(a)-(c) substituted (31.10.2003) for s. 72(1)(a)(b) by The Copyright and Related Rights
Regulations 2003 (S.I. 2003/2498), reg. 21(1)(a) (with regs. 31-40)
165
S. 72(1A)(1B) inserted (31.10.2003) by The Copyright and Related Rights Regulations 2003
(S.I.2003/2498), reg. 21(1)(b) (with regs. 31-40)
166
Words in S. 72(2)(b)(i) repealed (31.10.2003) by The Copyright and Related Rights Regulations
2003(S.I. 2003/2498), reg. 2(2), Sch. 2 (with regs. 31-40)
167
Words in S. 72(3)(b) repealed (31.10.2003) by The Copyright and Related Rights Regulations 2003
(S.I.2003/2498), reg. 2(2), Sch. 2 (with regs. 31-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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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設施，僅附帶於該俱樂部或社團之主要目的。
第4項 倘廣播之製作168，係屬侵害錄音或視聽著作之著作權者，則接收該廣播供
公眾收聽或收看之事實，於估計侵害之損害賠償額時，應予列入計算。
第73條169(以有線系統接收與轉播無線廣播170)
第1項 從英國境內發送，經有線系統171接收並立即予以轉播的無線172廣播，則適
用本條之規定。
第2項 若符合以下條件，則不構成侵害廣播中的著作權：
(a) 若用有線系統173轉播是依據相關要求；或
(b) 若該廣播是要在用有線系統174轉播所在地區接收並構成限定服務的一
部份。
第3項 若廣播是要在用有線系統175;轉播所在地區接收，則廣播中包括之任何著
作，其著作權不算是受到侵害；但若廣播之製作本身即侵害著作之著作權，
則在評估該侵權損害時，應考慮廣播用有線系統轉播之事實。
第4項 若，
(a) 用有線系統176轉播是依據相關要求；但
(b) 用有線系統轉播所在地區177 (“有線地區”) 是在廣播所要接收之地區
(“廣播地區”) 之外，
則用有線系統轉播178 (在廣播地區外之有線地區) 廣播中包括之任何著
作，應依據第5項之規定，視為已經著作著作權所有權人授權，只需要由
廣播製作人就廣播之以有線系統轉播179，付給該著作權所有權人約定或若

168

Words in S. 72(4) repealed (31.10.2003) by The Copyright and Related Rights Regulations 2003
(S.I.2003/2498), reg. 2(2), Sch. 2 (with regs. 31-40)
169
Ss. 73, 73A substituted for s. 73 (1.10.1996) by 1996 c. 55, s. 138, Sch. 9 para. 1 (with s. 43(6));
S.I.1996/2120, art. 4, Sch. 1
170
Words in s. 73 heading substituted (31.10.2003) by The Copyright and Related Rights Regulations
2003(S.I. 2003/2498), reg. 22(1)(a) (with regs. 31-40)
171
Words in s. 73(1) substituted (31.10.2003) by The Copyright and Related Rights Regulations 2003
(S.I.2003/2498), reg. 22(1)(b) (with regs. 32, 33)
172
Words in s. 73(1) inserted (31.10.2003) by The Copyright and Related Rights Regulations 2003
(S.I.2003/2498), reg. 22(1)(b) (with regs. 31-40)
173
Words in s. 73(2)(a) substituted (31.10.2003) by The Copyright and Related Rights Regulations
2003(S.I. 2003/2498), reg. 22(1)(c) (with regs. 31-40)
174
Words in s. 73(2)(b)(3) substituted (31.10.2003) by The Copyright and Related Rights Regulations
2003(S.I. 2003/2498), reg. 22(1)(d) (with regs. 31-40)
175
Words in s. 73(3) substituted (31.10.2003) by The Copyright and Related Rights Regulations 2003
(S.I.2003/2498), reg. 22(1)(e) (with regs. 31-40)
176
Words in s. 73(4)(a) substituted (31.10.2003) by The Copyright and Related Rights Regulations
2003(S.I. 2003/2498), reg. 22(1)(f)(i) (with regs. 31-40)
177
Words in s. 73(4)(b) substituted (31.10.2003) by The Copyright and Related Rights Regulations
2003(S.I. 2003/2498), reg. 22(1)(f)(ii) (with regs. 31-40)
178
Words in s. 73(4) substituted (31.10.2003) by The Copyright and Related Rights Regulations 2003
(S.I.2003/2498), reg. 22(1)(f)(iii) (with regs. 31-40)
179
Words in s. 73(4) substituted (31.10.2003) by The Copyright and Related Rights Regulations 2003
(S.I.2003/2498), reg. 22(1)(f)(iv) (with regs. 31-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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無約定則由著作權審議與調解委員會決定之合理權利金或其他給付。
第5項 若以有線系統轉播180著作是由著作著作權人授權，則第4項不適用。
第6項 於本條中，「限定服務」指以下任何服務，但第8項另有規定，仍須依其
規定：
(a) 區域或全國之第3頻道服務；
(b) 第4頻道、第5頻道與 S4C；
(c) 公共電視文字廣播服務181,；
(d) S4C 數位；及
(e) 英國廣播公司之電視廣播服務及電視文字廣播服務；
而本款之用語，均依2003年傳播法第3篇182.就該用語所做之定義解釋。
第7項 於本條中，“相關要求”指依據2003年傳播法第64條 (必要義務) 授權訂定
之一般條件 (依2003年傳播法第2篇第1章之定義解釋) 所設定之要求183。
第8項 國務院得以命令修訂第(6)項，增訂或刪除“限定服務”定義內之任何服務。
第9項 國務院亦得以命令：
(a) 規定在指定之案例中，第(3)款應適用於未於該款中提及之特定類廣播；
或
(b) 使該款不適用於已於該款中提及之特定類廣播。
第10項若國務院行使第(9)(b)款所賦予，而與任何類廣播有關之權力，則該命令
亦得為第(4)款提供該類廣播。
第11項本條之命令得包含國務院認為合適之過渡條款。
第12項條之命令應以法定文件之形式下達，但議會任何一院均得以決議之方式宣
告其無效。
第13項 於本條中，提及用有線系統轉播時，包括陸地上固定點之間的微波能量
之傳輸184。
第73A條185(依據第73條第4項應付之權利金或其他款項)
第1項 依據第73條第4項186應付之權利金或其他款項，若其給付有糾紛，其著作
權人或廣播製作人得向著作權審議與調解委員會申請裁決。
180

Words in s. 73(5) substituted (31.10.2003) by The Copyright and Related Rights Regulations 2003
(S.I.2003/2498), reg. 22(1)(g) (with regs. 31-40)
181
S. 73(6)(c)(d) substituted (29.12.2003) by Communications Act 2003 (c. 21), ss. 406, 411, Sch. 17
para.92(2)(a) (with Sch. 18); S.I. 2003/3142, art. 3, Sch. 1 (with art. 11)
182
Words in s. 73(6) substituted (29.12.2003) by Communications Act 2003 (c. 21), ss. 406, 411, Sch.
17para. 92(2)(b) (with Sch. 18); S.I. 2003/3142, art. 3, Sch. 1 (with art. 11)
183
S. 73(7) substituted (29.12.2003) by Communications Act 2003 (c. 21), ss. 406, 411, Sch. 17
para.92(3) (with Sch. 18); S.I. 2003/3142, art. 3, Sch. 1 (with art. 11)
184
S. 73(13) inserted (31.10.2003) by The Copyright and Related Rights Regulations 2003
(S.I.2003/2498), reg. 22(1)(h) (with regs. 31-40)
185
Ss. 73, 73A substituted for s. 73 (1.10.1996) by 1996 c. 55, s. 138, Sch. 9 para. 1 (with s. 43(6));
S.I.1996/2120, art. 4, Sch. 1
186
Words in s. 73A(1) substituted (31.10.2003) by The Copyright and Related Rights Regulations
2003(S.I. 2003/2498), reg. 22(2) (with regs. 31-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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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2項 審議與調解委員會應審理該問題並斟酌其狀況，做出其認為合理之裁判。
第3項 任何一方均得於之後向審議與調解委員會申請變更該裁判；審議與調解委
員會應審理該問題並斟酌其狀況，做出其認為合理之命令，確認或變更原
命令。
第4項 除有審議與調解委員會之特別允許外，在原命令或上一次依據第(3)項提
出申請後所做之命令，其裁判日期之後12個月內，不得再依據該款提出之
申請。
第5項 第3項之命令，其存續期間自該裁判日起或審議與調解委員會指定之稍後
日期起。
第74條（提供附有字幕之廣播187重製物）
第1項 基於提供耳聾或重聽者或其他殘障人士，附有字幕或其他應其特殊需要而
修改製成重製物之目的，並由經指定之團體將廣播188予以重製，而公開散
布或出借者189，不侵害各該廣播線節目或其內含著作之著作權。
第2項 本條所稱「指定之團體」，係指由國務院基於本條目的而以行政命令指定
之團體，除經國務院查證該團體係非以營利為目的而設置者外，不可指
定。
第3項 依本條所制定之命令，其訂定與廢止須依法律，經二院之一議決為之。
第4項 如為本條目的，依第143條規定擬定授權制度者，不適用本條規定。
第75條（基於保存資料而錄製）
第1項 經指定之團體基於列檔保存資料之目的，得錄製指定類別之廣播190或製作
該錄製物之重製物，不構成侵害該廣播或其內含著作之著作權。
第2項 本條所稱「指定之團體」，係指由國務院基於本條目的而以行政命令指定
之團體，除經國務院查證該團體係非以營利為目的而設置者外，不可指
定。
第3項 依本條所制定之行政命令，其訂定與廢止須依法律，經二院之一議決為
之。

改作
第76條
187

Words in s. 74 heading repealed (31.10.2003) by The Copyright and Related Rights Regulations
2003(S.I. 2003/2498), reg. 2(2), Sch. 2 (with regs. 31-40)
188
Words in s. 74(1) repealed (31.10.2003) by The Copyright and Related Rights Regulations 2003
(S.I.2003/2498), reg. 2(2), Sch. 2 (with regs. 31-40)
189
Words in s. 74(1) inserted (31.10.2003) by The Copyright and Related Rights Regulations 2003
(S.I.2003/2498), reg. 23(1) (with regs. 31-40)
190
Words in s. 75(1) repealed (31.10.2003) by The Copyright and Related Rights Regulations 2003
(S.I.2003/2498), reg. 2(2), Sch. 2 (with regs. 31-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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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本章規定對語文、戲劇或音樂著作進行改作而產生衍生著作之行為，不構成侵
害原著作之著作權。

第四章：人格權
著作人或導演身份表示權
第77條（著作人或導演身分表示權）
第1項 有著作權之語文、戲劇、音樂或美術著作之著作人，及有著作權之視聽著
作之導演，依本條所定之情形，有權要求表示為各該著作之著作人或導演，
但如有第78條規定之情形者，則構成侵害。
第2項 有下列情形之一者，語文著作(附於音樂供唱或朗誦之文字除外)或戲劇著
作之著作人，有表示其身份之權：
(a) 該著作經商業性發行、公開表演或公開傳播191；或
(b) 含有該著作之視聽或錄音著作重製物經公開散布；
且前揭權利包括前揭情形發生於該著作之衍生著作時，得表示為原著作著
作人之權。
第3項 有下列情形之一者，音樂著作或包含供說或唱之歌詞之語文著作之著作人，
有表示其身份之權：
(a) 該著作經商業性發行；
(b) 該著作之錄音著作重製物經公開散布；或
(c) 電影原聲帶中含有該著作之影片經公開上映，或該視聽著作重製物經
公開散布。
且前揭權利並包括前揭情形發生於該著作之衍生著作時，得表示為原著作
著作人之權
第4項 有下列情形之一者，美術著作之著作人，有表示其身份之權：
(a) 著作經商業性發行或公開展示，或將該著作之影像予以公開傳播192；
(b) 含有該著作影像之影片，經公開上映或該視聽著作重製物經公開散
布。
(c) 就建築著作之建築物或建築模型、雕塑或美術工藝品而言，表現該等
著作之圖形著作或攝影著作之重製物經公開散布者。
第5項 建築著作中之建築物著作人，有權於建築物上表示其為著作人，如多棟建
築物為同一設計之情形，則其有於首座完成之建築物上，表示為著作人之
權。
第6項 視聽著作之導演有權於該影片公開上映或公開傳播時，或該視聽著作之重
191

Words in s. 77(2)(a)(6) substituted (31.10.2003) by The Copyright and Related Rights Regulations
2003(S.I. 2003/2498), reg. 2(1), Sch. 1 para. 8(1)(a)(b) (with regs. 31-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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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ords in s. 77(4)(a) substituted (31.10.2003) by The Copyright and Related Rights Regulations
2003(S.I. 2003/2498), reg. 2(1), Sch. 1 para. 8(2)(a) (with regs. 31-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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製物經公開散布時，有表示其身份之權。
第7項 著作人或導演依本條規定享有之權利，係指：
(a) 於視聽或錄音著作經商業性發行或其重製物經公開散布情形，得在重
製物上或其內容中表示其身分，或得以其他足以使重製物持有人明顯
注意其身份之合理方式表示之，
(b) 於建築物表示身分之情形，以使進入或接近該建築物之人得辨識之合
理方式表示其身分，及
(c) 於其他情形，以得使觀賞或聆聽該公開表演、展示、上映、公開傳播193
之觀眾或聽眾，能注意其身份之方式表示之。
且任何表示身份之方式，必須清晰及相當明顯。
第8項 如著作人或導演主張以筆名、姓名首字大寫或其他特殊方式以表示其身份
者，應以該方式表示；若著作人或導演未主張，則得以任何合理方式表示
之。
第9項 本條除第79條規定（不適用本條權利之情形）外，均有效力。
第78條（主張人格權之要件）
第1項 第77條所賦予之權利(著作人或導演身份表示權 )，除依下列各項規定主
張而拘束其行為者外，任何人進行該條所定之任何行為，不構成權利之侵
害。
第2項 該權利得以概括方式主張之或以下列特定行為或特定種類行為主張之；
(a) 於著作權讓與時之讓與文件條款中聲明，著作人或導演就該著作主張
其身份表示之權；或
(b) 藉由著作人或導演簽署之書面文件。
第3項 於美術著作公開展示時，得以下列方式主張其權利：
(a) 於著作人或最先取得著作權之人放棄擁有其製作或在其導演或監督下
製作之原件或重製物時，確定於該原件或重製物上或附著其上之架框
或其他物品上表示其著作人身份，或
(b) 於著作人或最先取得著作權之人授權他人製作著作之重製物之授權書
中由授權人簽署聲明，聲明於依該授權所製作之重製物公開展示時，
著作人主張其表示著作人身份之權。
第4項 受本條第2項或第3項所主張權利拘束之人，係指：
(a) 於依第2項(a)款主張權利之情形，為受讓人及透過其提出請求之人，
不論其是否已注意到該權利主張；
(b) 於依第2項(b)款主張權利之情形，經提請注意該權利主張之人；
(c) 於依第3項(a)款主張權利之情形，取得該原件或其重製物之人，不論
身份表示是否仍存在或明顯；
193

Words in s. 77(7)(c) substituted (31.10.2003) by The Copyright and Related Rights Regulations
2003(S.I. 2003/2498), reg. 2(1), Sch. 1 para. 9(1)(b) (with regs. 31-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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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 於依第3項(b)款主張權利之情形，被授權人及取得依授權而製作之重
製物之人，不論其是否注意到該權利主張。
第5項 於權利侵害訴訟中，法院審酌損害救濟時，應將權利主張之遲延併予考
量。
第79條（不得主張人格權之情形）
第1項 第77條所賦予之權利(著作人或導演身份表示權 )，有下列例外。
第2項 該權利於下列各類著作，不適用之：
(a) 電腦程式著作；
(b) 印刷字體之設計；
(c) 以電腦創作之著作。
第3項 因第11條第2項（僱傭關係中所創作之著作）之規定194，著作之著作權原
始歸屬著作人之雇用人或導演之雇用人，該權利不適用由著作權人或經著
作權人授權所為之任何行為。
第4項 依下列條文規定不構成侵害著作權之行為，亦不致侵害該權利：
(a) 第30條條(特定目的之合理利用)，凡有關以錄音、影片、廣播195報導
時事者屬之；
(b) 第31條(附帶納入美術著作、視聽著作、廣播)；
(c) 第32條第3項(考題)；
(d) 第45條(立法或司法程序)；
(e) 第46條第1項或第2項（政府委員會及法定調查程序）
(f) 第51條（設計之文件及模型）
(g) 第52條（美術著作衍生之設計散布之法律效果）
(h) 第57條或第66A條196（推定著作權屆滿時允許之行為）
第5項 該權利對基於報導時事而創作之著作，不適用之。
第6項 凡文字、戲劇、音樂或美術著作，基於在下列文獻上刊登之目的而創作或
經著作人同意基於刊登目的而提供者，該權利不適用之：
(a) 報紙、雜誌或類似期刊，或
(b) 百科全書、字典、年鑑或其他參考用之編輯著作。
第7項 該權利不適用於下列著作，但該著作人或導演已於發行之著作重製物上已
表示著作人或導演身份者，不在此限：
(a) 享有皇家著作權或議會著作權之著作；或
(b) 依據第168條規定，著作權原本即歸屬國際組織之著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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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ords in s. 79(3) substituted (31.10.2003) by The Copyright and Related Rights Regulations 2003
(S.I.2003/2498), reg. 2(1), Sch. 1 para. 18(1) (with regs. 31-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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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3(S.I. 2003/2498), reg. 2(1), Sch. 1 para. 3(1)(g)(h) (with regs. 31-40)
196
Words in s. 79(4) substituted (1.1.1996) by S.I. 1995/3297, reg. 5(3) (with Pt. II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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禁止以損害名譽方式刪改著作之權
第80條（禁止以損害名譽方式刪改著作之權）
第1項 享有著作權之語文、戲劇、音樂或美術著作的著作人，及享有著作權之視
聽著作的導演，有依本條規定禁止他人以損害其名譽方式刪改其著作之
權。
第2項 就本條之意旨：
(a) 著作之 「刪改」係指該著作之任何增刪、修改、改作，但有下列情形
者，不在此限：
(i) 語文或戲劇著作之翻譯；或
(ii) 音樂著作之改編或改寫而不涉及變換音調或音域以外之情形；及
(b) 著作之刪改如係曲解或竄改或其他損害著作人或導演之名譽或聲譽者，
應視為損害名譽之刪改。
以下條文凡是提及「以損害名譽方式刪改」時，皆以前述解釋為準。
第3項 於語文、戲劇或音樂著作，如任何人為下列行為，即構成侵害該權利：
(a) 將經以損害名譽方式刪改之著作用於商業性發行、公開表演或公開傳
播197；或
(b) 將經以損害名譽方式刪改之錄音著作或視聽著作之重製物予以公開散
布。
第4項 於美術著作，如任何人為下列行為，即構成侵害該權利：
(a) 將經以損害名譽方式刪改之著作用於商業性發行、公開展示，或將該
刪改之著作的影像予以公開傳播198；
(b) 將含有經以損害名譽方式刪改之影像之視聽著作予以公開上映或公開
散布該視聽著作之重製物者；或
(c) 於下列著作之情形：
(i)以建築模型表現之建築著作；
(ii)雕塑；或
(iii) 美術工藝品，
將表現該經以損害名譽方式刪改之著作之圖形著作或其攝影著作之重
製物予以公開散布。
第5項 第4項規定於以建築物形式表現之建築著作，不適用之，但如該著作之著
作人身份已表示在該建築物上，而該建築物經以為不當刪改著作之標的物，
則該著作人有權要求移去其身份表示。
第6項 於視聽著作，如任何人為下列行為，即構成侵害該權利：
197

Words in s. 80(3)(a)(6)(a) substituted (31.10.2003) by The Copyright and Related Rights
Regulations 2003 (S.I. 2003/2498), reg. 2(1), Sch. 1 para. 10(1) (with regs. 31-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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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將經以損害名譽方式刪改之視聽著作公開上映、公開傳播，或
(b) 將經以損害名譽方式刪改視聽著作之重製物公開散布。
(刪除199)
第7項 由於著作人或導演以外之人過去之刪改而導致刪改著作之一部份，該著作
之部份係歸於或可視為該著作人或導演之著作時，本條所賦予之權利適用
於該刪改之行為。
第8項 本條於第81條及第82條之情形不適用之（正當修改之情形）。
第81條（前述權利之例外）
第1項 第80條所賦予之權利(禁止以損害名譽方式刪改之權 )，於下列情形不適
用之。
第2項 前述權利於電腦程式或以電腦製作之著作，不適用之。
第3項 前述權利於為報導時事所製作之著作，不適用之。
第4項 凡基於刊登於下列文獻上而創作的語文、戲劇、音樂或美術著作，或經著
作人同意為刊登目的而提供者，該權利不適用之:
(a) 報紙、雜誌或類似期刊，或
(b) 百科全書、字典、年鑑或其他參考用之編輯著作。
該權利亦不適用其後將未修改其已出版之版本而予以散布之情形。
第5項 凡依第57條或第66A條200規定(推定著作權屆滿時允許之行為)而不構成侵
害著作權之行為，亦不致侵害該權利。
第6項 基於下列目的而為之行為，不構成侵害該權利：
(a) 避免犯罪，
(b) 因履行法令所賦予之責任，或
(c) 於英國廣播公司之情形，為避免在其播送之節目中納入違反公序良俗
或鼓勵犯罪或民亂或激起大眾反感的節目，
但於該有關行為發生時，著作人或導演身份已表示或先前已在發行之著作
重製物上表示其身分者，則須著作或導演已有棄權聲明者，才能適用。
第82條（特定情形下權利之限制）
第1項 本條適用下列情形：
(a) 著作權基於第11條第2項之規定，由著作人或導演201之僱用人取得之著
作202。
(b) 享有皇家著作權或議會著作權之著作，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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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ords in s. 80(6) omitted (1.1.1996) by virtue of S.I. 1995/3297, reg. 9(2) (with Pt. III)
Words in s. 81(5) substituted (1.1.1996) by S.I. 1995/3297, reg. 5(3) (with Pt. II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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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ords in s. 82(1)(a) inserted (31.10.2003) by The Copyright and Related Rights Regulations 2003
(S.I.2003/2498), reg. 2(1), Sch. 1 para. 18(2) (with regs. 31-40)
202
Words in s. 82(1)(a) repealed (31.10.2003) by The Copyright and Related Rights Regulations 2003
(S.I.2003/2498), reg. 2, Sch. 1 para. 18(2), Sch. 2 (with regs. 31-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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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 依第168條之規定，著作權歸國際組織原始取得之著作。
第2項 第80條所賦予之權利(禁止以損害名譽方式刪改著作之權)，不適用於經著
作權人或其授權之人就著作所為之行為，但著作人或導演有下列情形者，
不在此限：
(a) 於該有關行為發生時已表示身份者，或
(b) 已在先前發行之著作重製物上或重製物內表示身份者。
倘有適用前述權利之情形，則仍若已有明確之棄權聲明者，不構成侵害。
第83條（持有或交易經以損害名譽方式刪改之著作或其重製物致生侵害權利）
第1項 明知或可得而知係違法重製物，有下列行為之人，侵害第八十條所賦予之
權利(禁止以損害名譽方式刪改之權)：
(a) 為營利而持有，或
(b) 銷售或出租，或為銷售或出租而提供或陳列，或
(c) 為營利而公開展示或散布，或
(d) 為營利以外之目的而散布，致生損害於著作人或導演之榮譽或名譽之
結果。
第2項 「違法重製物」係指：
(a) 依第80條所規定，業經以損害名譽方式刪改之著作或其重製物，及
(b) 業經或可能遭受該條所定情形之任何行為，致其權利受侵害之著作或
其重製物。

不實表示歸屬之著作
第84條（不實表示歸屬之著作）
第1項 依本條規定，其人有下列之權利：
(a) 阻止他人於語文、戲劇、音樂或美術著作，將其不實表示為著作人，
及
(b) 阻止他人於視聽著作，將其不實表示為導演；
本條所稱「表示」
，就該著作而言，係指聲明(明示或默示) 孰為著作人或
導演。
第2項 有下列行為之人侵害該權利：
(a) 公開散布著作歸屬為不實表示之任何上述類別著作之重製物，或
(b) 公開展示著作歸屬為不實之表示之美術著作或其重製物。
第3項 有下列行為之人明知或可得而知其表示為不實，則亦侵害該權利：
(a) 於語文、戲劇或音樂著作之情形，公開表演或公開傳播203著作時表示
其為著作人，或
203

Words in s. 84(3)(a)(b) substituted (31.10.2003) by The Copyright and Related Rights Regulations
2003(S.I. 2003/2498), reg. 2(1), Sch. 1 para. 10(2) (with regs. 31-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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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於視聽著作之情形，公開上映或公開傳播著作時表示其為導演。
第4項 由於第2項或第3項所指之任何行為，而將含有著作歸屬為不實表示之資料
予以公開散布或展示者，亦屬侵害該權利。
第5項 明知或可得而知其著作歸屬為不實表示，而於交易過程中為下列行為之人，
亦侵害該權利：
(a) 持有或交易第1項所指著作歸屬為不實表示之任何類別著作之重製物，
或
(b) 於美術著作之情形，持有或交易著作其本身歸屬有不實表示者。
第6項 於美術著作之情形，明知或可得而知其並非事實而在交易過程為下列行為
之人，亦侵害該權利：
(a) 著作人不再擁有其未修改之著作之後，將著作予以修改並為交易者，
或
(b) 將前款經修改之著作重製物之著作之重製物進行交易者。
第7項 本條所稱「交易」，係指銷售或出租、或為銷售或出租而提供或陳列、公
開展示或散布。
第8項 有下列情形之一者，視為將某人不實表示為著作人之情形，準用本條規
定：
(a) 將語文、戲劇或音樂著作，不實表示為他人著作之衍生著作，或
(b) 將美術著作之重製物，不實表示為美術著作著作人所製作之重製物。

特定攝影及視聽著作之隱私權
第85條
第1項 為個人及家庭目的出資聘人完成攝影或視聽著作，且完成之著作享有著作
權者，出資人有權禁止下列行為：
(a) 將該著作之重製物公開散布；
(b) 將該著作公開展示或上映；或
(c) 該著作予以公開傳播204。
且除第2項另有規定者外，從事或授權他人從事前項任一行為之人，視為
侵害該權利。
第2項 依下列規定不侵害著作權之行為，亦不侵害該權利：
(a) 第31條(附帶納入美術著作、視聽著作、廣播205)；
(b) 第45條(立法或司法程序)
(c) 第46條(皇家委員會及法定調查)
(d) 第50條(依法定職權所為之行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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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ords in s. 85(1)(c) substituted (31.10.2003) by The Copyright and Related Rights Regulation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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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ords in s. 85(2)(a) substituted (31.10.2003) by The Copyright and Related Rights Regulations
2003(S.I. 2003/2498), reg. 2(1), Sch. 1 para. 3(1)(i) (with regs. 31-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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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 第57條或第66A條206(推定著作權期間屆滿時允許之行為)。

附則
第86條（權利期間）
第1項 第77條(著作人或導演身份表示權)、第80條 (禁止以損害名譽方式刪改之
權)及第85條(特定攝影及視聽著作之隱私權)所賦予之權利，其存續期間與
該著作之著作權存續期間相同。
第2項 第84條(著作歸屬之不實表示) 賦予之權利，存續至該人死亡後二十年。
第87條（權利之同意與拋棄）
第1項 本章所賦予為任何行為之權，其經權利人同意者，即不構成侵害該項權
利。
第2項 任何該等權利得由棄權之人，以經簽字之書面文件拋棄之。
第3項 棄權：
(a) 得與特定著作、特定種類之著作或一般著作有關，並得與現存或未來
之著作有關，及
(b) 得附條件或無條件，並得表示得撤銷
如權利之拋棄係有利於該著作或有關之著作之著作權人或可能之著作權
人，除有相反之意思表示外，應推定其效力及於被授權人及其法定繼受
人。
第4項 與第1項規定有關之任何權利之非正式棄權或其他處理，仍應適用契約或
禁反言之一般法律， 不得以本章解釋排除之。
第88條（適用於共同著作之規定）
第1項 第77條所賦予之權利 (著作人或導演身份表示權)，於共同著作之情形，
係指每一共同著作人表示其為共同著作人身份之權利，並須由每一共同著
作人依第78條規定主張其本人之權利。
第2項 第80條所賦予之權利(禁止以損害名譽方式刪改之權 )，於共同著作之情
形，係各共同著作人之權利，若其同意系爭之刪改，則視為其已行使其權
利。
第3項 任一共同著作人依第87條規定棄權者，對其他共同著作人之權利不生影
響。
第4項 第84條所賦予之權利(著作歸屬之不實表示)，於該條所定情形，有下列行
為者，係侵害該權利：
(a) 將共同著作之著作人，作不實表示；及
(b) 將個人著作之著作人，不實表示為共同著作之著作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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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ords in s. 85(2) substituted (1.1.1996) by S.I. 1995/3297, reg. 6(3) (with Pt. II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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且該著作歸屬之不實表示侵害任何種類著作所歸屬之任一著作人之權利，
不論其是否係該等著作人中被不實表示者。
第5項 上述規定準用於聯合導演之視聽著作，如同適用於共同著作。
所謂「聯合導演」之視聽著作，係指該著作係由二人以上共同導演，且其
各導演之個別創作無法與其他導演分離者而言。
第6項 第85條所賦予之權利(特定攝影著作及視聽著作之隱私權 )，於共同委託
所創作之著作之情形，係指每一委託創作著作之人之權利，因此：
(a) 若其同意系爭之行為 ，則視為其已行使其權利，且
(b) 其中任一人依第87條規定棄權者，對其他人之權利不生影響。
第89條（將規定適用於著作之一部分）
第1項 第77條所賦予之權利(著作人或導演身份表示權)及第85條所賦予之權利
(特定攝影著作及視聽著作之隱私權)，得適用於著作之全部或任何主要部
分。
第2項 第80條所賦予之權利(禁止以損害名譽方式刪改之權 )，及第84條所賦予
之權利(著作歸屬之不實表示 )，得適用於著作之全部或其任何部分。

第五章：著作權之行使
著作權
第90條（讓與和授權）
第1項 著作權視為個人財產或動產，得以讓與、遺囑處分或法律規定等方式移
轉。
第2項 著作權之讓與，得為部分之讓與，亦即其讓與之範圍得限於：
(a) 著作權人專有權利之部分，而非全部；
(b) 著作權存續期間之部分，而非全部。
第3項 著作權之讓與， 非經讓與人或其代理人簽署書面文件不生效力。
第4項 著作權人之授權，拘束該著作權之任一法定繼受人。但對(事實的或推定
的)授權不知情之善意承購人（purchaser）
，或從該承購人取得所有權之人，
不適用之;而本篇所稱業經或未經著作權人授權所為之任何行為，應照此
解釋之。
第91條（未來的著作權人Prospective ownership of copyright）
第1項 就未來著作權所定之合約，經預期之著作權人或其代理人簽署，而將未來
著作權(全部或部分)讓與他人，則於著作權存在時，受讓人或其代表人得
向任何人主張其享有著作權，依本項規定該著作權應歸屬受讓人或其法定
繼受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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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2項 本篇所稱：
「未來著作權」係指就一未來著作或某類著作或基於一未來事件之發生或
可能發生之著作權而言；及
「預期之著作權人」應比照解釋並包括依據第1項所指之合約，而得預期
享有著作權之人。
第3項 預期之著作權人所為之授權，拘束該項權利之每一法定繼受人之利益(或
預期利益)，但對(事實的或推定的)授權不知情之善意承購人或從該承購人
取得權利之人，不適用之；而本篇所稱業經或未經著作權人授權所為之任
何行為，應照此解釋之。
第92條（專屬授權）
第1項 本篇所稱「專屬授權」係指經著作權人或其代理人簽署書面文件方式，授
權被授權人行使著作權人得行使之專屬權利。該授權排除其他人，包括授
權人行使同一權利。
第2項 專屬授權之被授權人，享有對抗受授權拘束之法定繼受人之權，如同其得
對抗授權人。
第93條（以遺囑移轉未發行著作之著作權）
依據遺贈(不論特定或概括)而有權享有下列項目之權益者，除遺贈人之遺囑或其
附款另有規定者外，該遺贈應解釋為包括該著作之著作權，但以遺贈人於其臨死
前係著作權人為限：
(a) 原創文件或錄有或含有遺贈人死亡前尚未發行語文、戲劇、音樂或美術著作
之其他載體，或
(b) 包括有遺贈人死亡前尚未發行之錄音製作或視聽著作之母帶。
第93A條207(視聽著作製作協議關於出租權讓與之推定)
第1項 若著作人與視聽著作製作人之間訂有視聽著作製作協議，則應推定內有著
作人著作之視聽著作，其任何出租權已由著作人讓與給視聽著作製作人，
除非協議中另有約定。
第2項 於本條中，「著作人」指語文、戲劇、音樂或美術著作之著作人或準著作
人。
第3項 第1項不適用於因視聽著作中包括有專為該視聽著作創作並用於該視聽著
作之劇本、對白或音樂，而產生之與該視聽著作有關之任何出租權。
第4項 若本條適用，則即使沒有著作人或其代表之簽字亦不排除第91條第1項之
施行效力 (未來之著作權，其讓與效力)。
第5項 於第1項中提及著作人與視聽著作製作人之間訂有協議時，均包括雙方之
間有效之任何協議，不論是由雙方直接簽訂或透過中間人簽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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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 93A inserted (1.12.1996) by S.I. 1996/2967, reg. 12 (with Pt. II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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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6項 若因本條而推定讓與，則比照實際讓與，適用第93B條 (出租權讓與時之
適當報酬權)之規定。

移轉出租權之適當報酬請求權208
第93B條209（移轉出租權之適當報酬請求權）
第1項 若本條所適用之著作人已將其錄音著作或視聽著作之出租權讓與給錄音
著作或視聽著作之製作人，則該著作人仍保有得收取出租之適當報酬之權
利。
本條所適用之著作人指：
(a) 語文、戲劇、音樂或美術著作之著作人；及
(b) 視聽著作之主要導演。
第2項 本條提供之適當報酬權，除代其強制執行該權利之著作權集體管理團體外，
著作人不得將之讓與。
但，該項權利仍得因為遺囑之處置或法律規定，做為個人財產或動產，予
以移轉；並得由獲得該項權利之移轉之任何人予以讓與或再移轉。
第3項 本條提供之適當報酬應由當時之出租權權利人支付，亦即由獲得該項權利
之移轉之任何人或其繼承人支付。
第4項 適當報酬之應付金額由應付一方與應收一方或其各自代表約定之，但第
93C條 (其金額交付著作權審議與調解委員會裁定)有規定時，仍須依其規
定.
第5項 旨在排除或禁止本條提供之適當報酬權之協議無效。
第6項 本條中提及出租權由某一人讓與給其他人時，包括享有該項效力之任何安
排，不論是直接由其安排或透過中間人安排。
第7項 於本條中，「著作權集體管理團體」指其主要宗旨或主要宗旨之一是代超
過一名著作人行使本條提供之適當報酬權之團體或其他組織。
第93C條210(適當報酬：金額交付著作權審議與調解委員會裁定)
第1項 若無第93B條之適當報酬應付金額之約定，則應付一方或應收一方均得向
著作權審議與調解委員會申請裁定。
第2項 該條之適當報酬應付一方或應收一方亦得向著作權審議與調解委員會申
請：
(a) 變更任何有關應付金額之約定；或
(b) 變更之前法庭就該問題所做之任何裁定；但除有法庭之特別允許外，
在該之前裁定日期之後12個月內，不得再提出該申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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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 93B and crossheading inserted (1.12.1996) by S.I. 1996/2967, reg. 14(1) (with Pt. III)
S. 93B inserted (1.12.1996) by S.I. 1996/2967, reg. 14(1) (with Pt. III)
S. 93C inserted (1.12.1996) by S.I. 1996/2967, reg. 14(1) (with Pt. II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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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據本項之申請所做之命令，其存續期間自該命令作成之日起或審議與調
解委員會指定之稍後日期起。
第3項 在受理本條之申請時，審議與調解委員會應審理其問題並斟酌著作人對視
聽著作或錄音著作之貢獻的重要性，做出其認為合理，而與適當報酬之計
算與支付方法有關之裁判。.
第4項 給付之酬勞不得只因為一次性給付或在出租權讓與時給付而被認為不公
平。
第5項 旨在防止有人質疑適當報酬金額或限制著作權審議與調解委員會於本條
之權力協議無效。

人格權
第94條（人格權不得讓與）
第四章所賦予之權利（人格權），不得讓與。
第95條（人格權由於死亡之繼受）
第1項 享有第77條(著作人或導演身份表示權)，第80條(禁止以損害名譽方式刪改
之權)及第85條(特定攝影著作及視聽著作之隱私權)所賦予權利之人死亡
時：
(a) 該權利得以遺囑處分指定繼受人，
(b) 如未指定繼受人，但該著作之著作權構成遺產之一部者，則此權利隨
同移轉於承受該著作權之人，及
(c) 如該權利無法依前兩款規定移轉時，代表人則由其個人行使該權利。
第2項 如著作權構成個人遺產之一部份，而其中部分由一人繼受，部分由他人繼
受，例如，遺贈限於：
(a) 著作權人專有權利之部分，而非全部，或
(b) 著作權存續期間之部分，而非全部；
則任何依第1項規定隨同著作權移轉之權利，亦應對應分割之。
第3項 依第1項(a)款或(b)款規定，權利須由一人以上行使時：
(a) 於依第77條規定賦予之權利 (著作人或導演身份表示權)之情形，則該
項權利得由其中任何一人主張之；
(b) 於依第80條規定賦予之權利(禁止以損害名譽方式刪改之權)或第八十
五條規定賦予之權利 (特定攝影著作及視聽著作之隱私權)之情形，該
項權利得由其每一人行使權利，且就該人而言，若其同意系爭行為，
則視為其已行使該權利；及
(c) 其中任一人依第87條規定之權利，拋棄該權利，對其他人之權利不生
影響。
第4項 依第1項規定繼受權利之人，受繼受前所為同意或棄權之拘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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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5項 第84條所賦予之權利(著作歸屬之不實表示)，於權利人死亡後，受侵害者
得由其個人代表代為提出訴訟。
第6項 侵害發生於死亡後，而由個人代表取得之任何損害賠償金，得作為遺產之
一部分移轉，如同其本人死亡時已有權訴訟者。

第六章：著作權侵害之救濟
著作權人之權利及救濟
第96條（著作權人得提起之著作權侵害訴訟）
第1項 著作權之侵害，得由著作權人提起訴訟。
第2項 於侵害著作權之訴訟，與侵害其他財產權相同請求損害，原告得賠償、禁
制令，利益或其他救濟方法。
第3項 本條之效力受本章後述條文之限制。
第97條（侵害訴訟之損害賠償）
第1項 侵害著作權訴訟中，如被告於侵害時並不知情，且無理由相信系爭著作為
有著作權者，則原告不得請求損害賠償，但不妨礙任何其他救濟。
第2項 侵害著作權訴訟中，法院得審酌一切情況，尤應注意下列事項：
(a) 侵害之犯意程度，及
(b) 被告因侵害所獲得之任何利益，
並應依個案情況the justice of the case酌增損害賠償額。
第97A條211(針對服務提供者之禁制令)
第1項 若有服務提供者實際知道使用其服務之其他人侵害著作權，則高等法院
(在蘇格蘭，為高等民事法庭) 有權對該服務提供者下達禁制令。
第2項 (於本條，法院在判定一服務提供者是否實際知道時，應斟酌所有相關之
特殊狀況，其中包括：
(a) 服務提供者是否已透過2002年電子商務 (EC指令)法 (SI 2002/2013)
第6條第(1)項(c)款規定提供之聯絡方式收到通知；及
(b) 通知中所包括之以下資料，其詳細程度：
(i) 通知函之發信人之全名與詳細地址；
(ii) 所涉侵權行為之詳細情形。
第3項 於本條中，「服務提供者」一詞均依2002年電子商務 (EC指令)法第2條就
該詞所做之定義解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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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 97A inserted (31.10.2003) by The Copyright and Related Rights Regulations 2003 (S.I.
2003/2498),reg. 27(1) (with regs. 31-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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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98條（侵害著作權訴訟程序中取得授權之承諾）
第1項 於侵害著作權訴訟程序中，依第144條有權取得授權 (係根據競爭委員會
212
之報告所行使之權利)，被告承諾依照協議之條件取得授權，或無此協
議時經著作權法庭依據該條決定之條件取得授權，則：
(a) 不得裁定不利於被告之禁制令；
(b) 不得依第99條規定命令交付違法重製物；及
(c) 向被告請求之損害賠償或利益之數額，不得超過若依上述條件之授權
於侵害最早發生之前被告基於被授權人身份應支付數額之兩倍。
第2項 承諾得於不承認有侵權行為之前提下，在訴訟程序終結前之任何時間內為
之。
第3項 取得授權前構成侵害而應得之損害賠償，不因本條之規定而受影響。
第99條（交附之命令）
第1項 凡有下列情形之一者，則著作權人得聲請法院命令被告，將違法重製物交
付予其本人或其他法院指定之人：
(a) 他人於商業過程中持有、保管或控制違法重製物者，或
(b) 他人明知或可得而知為製造或將供製造違法重製物而持有、保管或控
制經特殊設計或改作，用以製造特定有著作權著作之重製物之設備
者。
第2項 於第113條所定期間屆滿後 (交付請求之消滅時效 )，不得提出該條之聲
請；除法院亦作成或有理由作成依第114條規定(有關處置侵害物或其他物
品之命令 )之命令外，不得作成有關之命令。
第3項 依本條所作成命令，違法重製物或其他物品所交付之人，如第114條所定
命令並未作成時，在該命令作成或決定未作成前，應保留該違法重製物。
第4項 本條之任何規定均對法院之其他任何權力不生影響。
第100條（扣押違法重製物或其他物品之權）
第1項 得聲請第99條所定命令之著作權人，其本人或經其授權之任何人，得聲請
扣押或留置陳列或提供銷售或出租之違法重製物。
上述扣押及留置權利之行使，應符合下列條件，並應符合法院依第114條
規定所作任何裁定。
第2項 依本條規定進行扣押前，應將擬扣押之時間、地點通知當地警察局。
第3項 為行使本條所賦予之權利，任何人得進入公眾得出入之場所，但不得扣押
以該地為永久或正常營業場所之人所持有、保管或控制之任何物品，亦不
得使用武力。
第4項 依本條規定扣押任何物品時，應在扣押地點以規定格式留置一通告，敘明
從事該扣押或授權扣押之人，以及扣押之理由。
第5項 本條所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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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ords in s. 98(1) substituted (1.4.1999) by S.I. 1999/506, art. 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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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場所」包括土地、建築物、固定或可移動之結構物、車輛、船舶、航空
器及氣墊船。「規定prescribed」係指由國務院以命令所頒定者。
第6項 本條所定之命令，其擬訂與撤銷均須依據法律規定，由兩院之一議決為
之。
"

專屬授權被授權人之權利及救濟
第101條（專屬授權被授權人之權利及救濟）
第1項 專屬授權被授權人，除對抗著作權人外，其就被授權後所發生事物所享有
之權利與救濟，與讓與所享有之權利與救濟相同。
第2項 該被授權人所享有之權利與救濟，與著作權人所享有之權利與救濟相同，
因此本節所定與著作權人有關之條款，應依照此原則解釋之。
第3項 專屬授權被授權人依本條規定提起訴訟時，被告所得提出之抗辯，與著作
權人提起訴訟時，被告所得主張之抗辯相同。
第101A條213(非專屬授權被授權人得提起著作權侵權訴訟之特定情形)
第1項 若有以下情形，則非專屬授權被授權人得提起著作權侵權訴訟：
(a) 該侵權行為直接與被授權人之前獲得授權之行為有關；及
(b) 該授權：
(i) 是以書面為之並有著作權所有權人或其代表人之簽字；及
第2項

第3項
第4項
第5項

(ii) 明確授予非專屬授權被授權人本條之訴訟權。
在依據本條提起之訴訟中，非專屬授權被授權人得行使之權利及得訴諸之
救濟手段，均比照著作權所有權人若提起該訴訟時，其得行使之權利及得
訴諸之救濟手段。
本條授予之權利均比照著作權所有權人，因此在本篇相關條款中提及著作
權所有權人時，均據以解釋。
在非專屬授權被授權人依據本條提起之訴訟中，被告均得比照該訴訟是由
著作權所有權人提起時其得利用之任何辯護。
第102條第1項至第4項應比照專屬授權被授權人，適用於因本條而有訴訟
權之非專屬授權被授權人。

第6項 於本條中，「非專屬授權被授權人」係指得行使著作權權人仍可行使之權
利之被授權人。
第102條（相同權利之行使）
第1項 著作權人或與侵害有關(全部或部分)之專屬授權被授權人所提起之侵害
著作權訴訟，若兩者對侵害皆有權提起訴訟，未經法院許可，除其他方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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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 101A inserted (31.10.2003) by The Copyright and Related Rights Regulations 2003 (S.I.
2003/2498),reg. 28 (with regs. 31-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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入為共同原告或被告，不得單獨提起訴訟。
第2項 著作權人或專屬授權被授權人依第1項規定加入為共同被告者，除其參與
訴訟程序外，不必負擔訴訟費用。
第3項 上述條款規定不影響著作權人或專屬授權被授權人，單獨請求給予中間救
濟程序。
第4項 著作權侵害訴訟經提起後，如此訴訟與侵害(全部或部分)有關，而著作權
人與專屬授權被授權人有共同訴訟權者：
(a) 法院應審酌下列事項，酌定損害賠償額：
(i)授權條件，及
(ii) 就該侵害業已給予之任何財產救濟，及著作權人或被授權人得請
求之財產救濟。
(b) 就該侵害，如業已給予損害賠償，或已酌定給予其中一人利益者，即
不得再命給予利益；及
(c) 法院如擬判決給予一項利益，除著作權人及專屬授權被授權人另有約
定者外，則應將該利益比例分攤；
不論著作權人及專屬授權被授權人是否皆為訴訟之當事人，均適用本條規
定。
第5項 著作權人於聲請第99條所定之命令(交付之命令)或行使第100條所賦予之
權利(扣押權利)前，應通知具有同等權利之專屬授權被授權人；法庭菸審
酌授權條件後，依其認為妥適之情形，得因被授權人之聲請簽發第99條所
定之命令，或禁止或允許著作權人行使第100條所賦予之權利。

著作人格權侵害之救濟
第103條（著作人格權被侵害之救濟）
第1項 侵害第四章所賦與之權利(人格權)，係違反其對有權享有該權利之人應盡
之法定職責，因此得被起訴。
第2項 依第80條所定侵害權利之訴訟程序中(禁止以損害名譽方式刪改著作之
權)，除已作成經法院核可之棄權聲明，釐清著作刪改部分與著作人或導
演之人格權分離外，如法院審酌情節認為符合救濟要件者，得簽發禁制令，
禁止進行任何行為。

推定
第104條（有關語文、戲劇、音樂及美術著作之推定）
第1項 依本章規定提起關於語文、戲劇、音樂或美術著作之訴訟程序，適用下述
之推定。
第2項 於已發行著作之重製物上或於完成之著作上載有作者姓名者，該被記載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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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推定為著作人。但能提出下列反證者除外：
(a) 證明為該著作之著作人；
(b) 證明該著作之製作，不屬第11條第2項、第163條、第165條或第168條(僱
傭期間之著作、皇家著作權、議會著作權或國際組織享有之著作權)
所定之範圍。
第3項 於聲明為共同著作之情形，第2項規定對共同著作之各著作人適用之。
第4項 無第2項所稱載明姓名主張為著作人之情形，但有下列情形而無其他反證
者，該被記載性名之人，應被推定為發行時之著作權人：
(a) 符合第155條規定有關著作權保護要件之著作(指首次公開發行之要
件)，及
(b) 著作首次發行時，著作重製物載有出版人姓名者。
第5項 如該著作之著作人死亡或經合理調查仍無法確定著作人之身份者，則於無
反證之情形下，得推定：
(a) 該著作為原創之著作，及
(b) 原告聲稱該著作首次發行及首次發行國之主張，均屬正確無訛。
第105條（有關錄音著作及視聽著作之推定）
第1項 依本章規定提起關於錄音著作之訴訟程序，如公開散布之錄音著作重製物，
貼有標籤或其他記號敘明下列事項，則除有反證者外，應承認該標籤或記
號得作為證明事實之證據，並推定其為正確無訛：
(a) 於錄音著作重製物公開散布之日，被列名之人，為該錄音著作之著作
權人，或
(b) 該錄音著作係於指定之年份或國家進行首次發行。
第2項 依本章規定提起關於視聽著作之訴訟程序；如公開散布之視聽著作重製物，
載有下列聲明，則除有反證者外，應承認該聲明得作為證明事實之證據，
並推定其為正確無訛：
(a) 被列名之人為視聽著作之著作人或導演214，
(aa)被列名之人是視聽著作主要導演、專為該視聽著作創作並用於該視聽
著作之劇本、對白或音樂之著作人或作曲人215；
(b) 於視聽著作重製物公開散布之日，被列名之人，為該視聽著作之著作
權人，或
(c) 該視聽著作係於指定之年份或國家進行首次發行。
第3項 依本章規定提起關於電腦程式著作之訴訟程序；如以電子形式公開散布之
電腦程式重製物，載有下列聲明，則除有反證者外，應承認該聲明得作為
證明事實之證據，並推定其為正確無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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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ords in s. 105(2)(a)(5)(a) substituted (1.12.1996 with effect in relation to films made on or after
1.7.1994) by S.I. 1996/2967, regs. 18(4)(a), 36 (with Pt. II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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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 105(2)(aa) inserted (1.1.1996) by S.I. 1995/3297, Pt. II reg. 5(4) (with Pt. III)
80

(a) 於電腦程式著作重製物公開散布之日，被列名之人，為該電腦程式著
作之著作權人，或
(b) 該電腦程式著作係於指定之國家作首次發行，定之年份首度以電子形
式公開散布。
第4項 侵害之訴訟程序發生於著作重製物公開散布之日前， 亦有前揭推定之適
用。
第5項 依本章規定提起關於視聽著作之訴訟，如係公開上映、公開傳播216之視聽
著作，而載有下列聲明，則除有反證者外，應承認該聲明得作為證明事實
之證據，並推定其為正確無訛：
(a) 被列名之人為視聽著作之著作人或導演，或
(aa) 被列名之人是視聽著作主要導演、專為該視聽著作創作並用於該視聽
著作之劇本、對白或音樂之著作人或作曲人217，
(b) 被列名之人於著作製作完成後即為著作權人。
侵害之訴訟程序發生於視聽著作公開上映、廣播或納入有線節目日之前者，
亦適用前揭之推定。
第6項 於本條中，提到某人是視聽著作導演時，除非另有指定，否則均指視聽著
作之主要導演218。
第106條（有關皇家著作著作權之推定）
依本章提起之訴訟程序中，就享有皇家著作權之語文、戲劇或音樂著作，於其印
刷之著作重製物上刊有聲明，聲明該著作首次商業性發行之年份者，則除有反證
者外，應承認該聲明得作為證明事實之證據，得推定其為正確無訛。

罰則
第107條（製造或交易侵權物品之刑事責任）
第1項 明知或可得而知物品係侵害有著作權著作之物，仍未經著作權人之授權，
為下列各款之行為者，構成犯罪：
(a) 為銷售或出租而製造該物品，或
(b) 基於供個人或家庭使用以外之目的而將該物品輸入英國，或
(c) 意圖進行侵害著作權之任何行為，於營業上持有該物品，或
(d) 於營業上，係指：
(i) 銷售或出租該物品，或

216

Words in s. 105(5) substituted (31.10.2003) by The Copyright and Related Rights Regulations 2003
(S.I.2003/2498), reg. 2(1), Sch. 1 para. 8(1)(c) (with regs. 31-40)
217
S. 105(5)(aa) inserted (1.12.1996 with effect in relation to films made on or after 1.7.1994) by
S.I.1996/2967, reg. 18(4)(b) (with Pt. III)
218
S. 105(6) added (1.12.1996 with effect in relation to films made on or after 1.7.1994) by S.I.
1996/2967,reg. 18(4)(c) (with Pt. II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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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i) 為銷售或出租而提供或展示該物品，或
(iii)公開展示，或
(iv)
散布
(e) 以營業以外之方法散布該物品，致生損害於著作權人。
第2項 明知或可得而知物品係用作製造侵害有著作權著作之物，俾供銷售、出租
或營業上使用，仍為下列行為者，構成犯罪：
(a) 製造經特殊設計或改作之物品 ，供為製作特定有著作權著作之重製物，
或
(b) 持有此類物品。
第2A項219因在以下過程中，將著作向公眾傳播，而侵害著作著作權之人：
(a) 業務過程中；或
(b) 業務過程以外之其他過程，但對著作權人造成不利影響；
若明知或有理由相信其如此作為乃侵害該著作之著作權，即有犯罪之行
為。
第3項 進行下列行為者係侵害著作權 (接收公開傳播220者除外)：
(a) 公開表演語文、戲劇或音樂著作，或
(b) 公開播送或上映錄音著作或視聽著作，
明知或可得而知將著作物為上述之表演、播送或上映將侵害著作權，仍為
上述行為者，構成犯罪。
第4項 觸犯第1項(a)款、(b)款、(d)款(iv)目或(e)款之罪者，依下列情形處罰：
(a) 於簡易裁判之情形，處六個月以下有期徒刑，或科或得併科法定最高
額以下之罰金；
(b) 於公訴起訴而為裁判之情形，處十年221以下有期徒刑，或科或得併科
罰金。
222
第4A項 構成第2A項之罪者，其罰則如下：
(a) 經簡易判決後，處三個月以下監禁或科不超過法定最高之罰款或併
科；
(b) 經起訴定罪後，科處罰款或兩年以下有期徒刑或併科。
第5項 依本條規定犯其他各罪者，於簡易裁判之情形，應處六個月以下之有期徒
刑，或科或得併科罰金標準第五階以下之罰金。
第6項 第104條至第106條之規定(有關各項著作權之推定)事項，於本條刑事訴訟
程序申，不適用之；但不妨礙依第108條得聲請簽發命令之訴訟程序。

219

S. 107(2A) inserted (31.10.2003) by The Copyright and Related Rights Regulations 2003
(S.I.2003/2498), reg. 26(1)(a) (with regs. 31-40)
220
Words in s. 107(3) substituted (31.10.2003) by The Copyright and Related Rights Regulations 2003
(S.I.2003/2498), reg. 2(1), Sch. 1 para. 9(2) (with regs. 31-40)
221
Word in s. 107(4)(b) substituted (20.11.2002) by 2002 c. 25, s. 1(2)(5); S.I. 2002/2749, art. 2
222
S. 107(4A) inserted (31.10.2003) by The Copyright and Related Rights Regulations 2003
(S.I.2003/2498), reg. 26(1)(b) (with regs. 31-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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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07A條223（地方標準局之執行）
第1項 第107條規定事項，應由各地方標準局就其管轄範圍負責執行。
第2項 為執行1968年貿易標示法，各地方標準局應於執行第107條時，適用下列
有關該法之規定：
(a) 第27條(從事示範採購之權)；
(b) 第28條(進入場所並檢查被查扣貨物及文件之權)；
(c) 第29條(妨礙公務之規定)；及
(d) 第33條(對查扣物之損失等所為之賠償)。
第3項 於北愛爾蘭地區進行第107條之執行時，不適用本條第1項之規定。但經濟
發展部門應負責在北愛爾蘭地區執行該條規定。
為此，本條第2項所指1968年貿易標示法之規定，其適用如同指定該部門
及其所屬人員，以取代各地方標準局及其所屬人員之責。
第4項 凡為便利1968年貿易標示法之執行，而立法授權資料之公開者，應視第107
條為已列入該法及視執行該條之相關人員之功能為該法之功能而予以適
用。
第5項 本條之規定不得被解釋為 ，有授權地方標準局就違法行為在蘇格蘭地區
進行訴訟程序。
第108條（於刑事訴訟程序中交付違法重製物之命令）
第1項 被控觸犯第107條所定之罪者，法院如於其逮捕或被控之時認為該人有下
列情形者，得以命令將違法重製物或物品交付著作權人或由法院指定之
人：
(a) 於營業上，持有、保管或控制有著作權著作之違法重製物，或
(b) 明知或可得而知物品係用於製作違法重製物，仍持有、保管或控制經
特殊設計或改作之物品，供為製作該有著作權著作之重製物。
第2項 本於前項意旨，有下列情事之人應視為已被控以犯罪：
(a) 在英格蘭、威爾斯及北愛爾蘭地區 ，被口頭控告或受傳票或起訴書之
送達者。
(b) 在蘇格蘭地區 ，其受警告、控告或受訴狀或起訴書之送達者。
第3項 法庭得依職權逕行或因檢察官(或在蘇格蘭，稱Lord Advocate或
procurator-fiscal)之聲請簽發命令，且不論是否定罪， 得簽發命令。但有
下列情形之一者，不得為之：
(a) 於第113條規定期間屆滿後(即該期間屆滿後不得請求交付違法重製物
之救濟)，或
(b) 如法庭認為依第114條簽發命令係不可能時(有關處置違法重製物或其
他物品之命令)。
第4項 對地方法院依本條規定所為之命令有不服者，得向下列法院提起上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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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 107A inserted (6.4.2007) by 1994 c. 33, ss. 165(2), 172(2); S.I. 2007/621, art.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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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在英格蘭及威爾斯地區，向皇家法庭為之，及
(b) 在北愛爾蘭地區，向郡法院為之；
而在蘇格蘭地區，因本條作成之命令，使持有、保管或控制違法重製物或
物品之人釋出該重製物或物品者，該釋出之人得以針對判決為上訴之相同
方式，就該命令提出上訴，而不影響依任何法律原則得以其他方式提出之
上訴。
第5項 依本條規定作成之命令所指定接收違法重製物或其他物品之人，在依第
114條作成命令或決定不作成命令前，應留置該違法重製物或其他物品。
第6項 本條之任何條文並不影響2000年刑事法庭權力法第143條224，1995年刑事
程序法(蘇格蘭)第二篇225，或1994年刑事裁判法(北愛爾蘭)第11條(刑事程
序中有關沒收之一般條款)226中有關法庭權力之規定。
第109條（搜索票）
第1項 保安官(在蘇格蘭為執法官或保安官)經審核警官宣誓之資料(在蘇格蘭為
宣誓證據)，認有相當理由相信有下列情形者，得簽發搜索票，授權警官
進入並搜索該場所，於必要時並得使用合理之強制力：
(a) 第107條第1項、第2項或第2A項227所規定之犯罪，業已發生於任何場
所或將在該場所發生，及
(b) 證據足以證明前揭之犯罪，業已或即將在前述場所發生。
第2項 在英格蘭及威爾斯兩地區，第1項賦予之搜索權力，不及於1984年警察及
刑事證據法第9條第2項規定所授權對各類物品之搜索(若干類屬個人或隱
私物品)。
第3項 依本條規定簽發之搜索票：
(a) 得授權個人會同任何警官執行之，及
(b) 自簽發之日起三個月228之內有效。
第4項 警官於執行本條所定之搜索票時，如有理由相信某一物品可用作證明觸犯
或將觸犯第107條第1項、第2項或第2A項229所規定之罪者，得扣押該物
品。
第5項 本條所稱「場所」包括土地、建築物、固定230或可移動之結構物、車輛、
船舶、航空器及氣墊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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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10條（法人之違法：主管之責任）
第1項 法人觸犯第107條所定之罪，若證明係法人經其董事、經理、秘書或其他
類似之主管、或各該有執行代理權之人的同意或默許而觸犯者，則該自然
人與法人均為有罪，同負被訴及處罰之責。
第2項 法人之業務由成員共同管理者，則「董事」係指該法人成員之一。

禁止輸入違法重製物之規定
第111條（違法重製物得依禁制物品處理）
第1項 已發行之語文、戲劇或音樂著作之著作權人，得就下列事項以書面文件通
知關稅局（the Commissioners of Customs and Excise）：
(a) 聲明其為該著作之著作權人，及
(b) 請求關稅局，於通知中指定之期間內，將該著作之違法重製物依禁制
物品處理。
第2項 第1項書面通知中指定之期間，不得超過五年，且不得超過其著作權期間。
第3項 錄音著作或視聽著作之著作權人，得就下列事項以書面文件通知關稅局：
(a) 聲明其為該著作之著作權；
(b) 於書面文件通知中載明該著作之違法重製物將運抵英國之時間及地
點，及
(c) 請求關稅局將該重製物依禁制物品處理。
第3A項231委員會得只將從以下來源地進入英國之著作侵權重製物視為違法重製
物：
(a) 歐洲經濟區之外；或
(b) 該區之內但尚未自由流通。
第3B項232本條不適用於處在或預期會處在第 1383/2003 (EC) 號理事會規則第1
條第1項，有關海關針對疑有侵害智慧財產權之貨品提起訴訟以及針對
已判定有該侵權行為之貨品採取措施之規定提及之狀況之一，並得依據
規則第5條第1項提出申請之貨品。
第4項 於本條規定所提通知之存續期間間內，凡與該通知有關物品之輸入，除係
個人供自己或家庭使用者外，依據第3A項和第3B項233之規定應予禁止；
但輸入之人除因禁止原因而物品遭沒收外，不受其他處罰。
第112條（關稅局制定規章之職權）
第1項 關稅局得制定規章，明確規定依第111條所為之通知書格式，並得命令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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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書面通知之人為下列事項：
(a) 應於發通知時或物品輸入時，或兩者時間之同時，向關稅局提供合於
規章明定之證據；及
(b) 應按規章履行之其他條件。
第2項 規章得規定提出書面通知之人為下列各款事項：
(a) 依規章規定繳納通知所需規費；
(b) 依規定提供擔保，俾保證關稅局因執行通知之聲請，扣押任何物品或
對該被扣物品為任何行為所生之責任或費用；
(c) 不論是否業已提供擔保，應確保關稅局免於負擔任何責任或費用。
第3項 該規章得依各案件適用不同類別之情形而擬定不同規定，並得視需要納入
臨時及附則條文。
第4項 本條所稱之規章，其訂定與撤銷須依法律，由兩院之一議決為之。
第5項 (刪除234)

附則
第113條（請求交付違法重製物之存續期間間）
第1項 系爭之重製物或物品，自製造完成之日起滿六年後，不得依第99條規定，
在民事訴訟程序中聲請交付之命令，但有下列規定情形者，不在此限。
第2項 於前項之全部或一部期間內，如著作權人：
(a) 喪失行為能力，或
(b) 因受欺罔致未發覺其事實上有權聲請該命令，
得自喪失行為能力之原因消滅之日或依其情形，以通常合理之注意即可發
覺該事實之日起，六年期間屆滿前之任何時間，得提出該命令之聲請。
第3項 第2項所稱「喪失行為能力」係指：
(a) 在英格蘭及威爾斯地區，與1980年時效法所定之意義相同；
(b) 在蘇格蘭地區，與1973年權利與時效法（蘇格蘭）所稱法定喪失行為
能力之意義相同；
(c) 在北愛爾蘭地區，與1958年時效法（北愛爾蘭）所定之意義相同。
第4項 系爭之重製物或物品自製造完成之日起滿六年後，不得依第108條規定，
在刑事訴訟程序中聲請交付之命令。
第114條（處置違法重製物或其他物品之命令）
第1項 得向法院聲請之命令，包括依第99條或第108條所規定要求應交付違法重
製物或其他物品，或依第100條所賦予得扣押及留置違法重製物或其他物
品之權利，而應就該違法重製物或物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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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返還著作權人，或
(b) 銷毀或由法院裁定為其他適當處分，
或聲請不得為該命令之裁定。
第2項 於衡量應為何種命令時，法院於侵害著作權訴訟程序中，應斟酌是否有其
他適當之救濟，可用以賠償著作權人並保障其權益。
第3項 應由法庭規則制定對違法重製物或其他物品具有權益之人為送達通知之
規定，且該人有下列之權利：
(a) 不論是否受送達，其有權於本條所定命令之訴訟程序中出庭；及
(b) 不論是否出庭，其有權就任何作成之命令提出上訴；
而命令於期限屆滿前不得執行，於期間內得為上訴之通知，倘於期限屆滿
前為上訴之通知者，則其執行應待上訴程序終結或不為上訴確定後始得為
之。
第4項 如違法重製物或其他物品有一個以上之利害關係人時，法庭得以其認為公
平之方式作成命令，並得依物品之性質為出售或其他處分，而將所得予以
平均分配。
第5項 如法庭裁定不得依本條規定簽發命令時，於交付或扣押前曾持有、保管或
控制該違法重製物或其他物品之人，有權要求返還該違法重製物或其他物
品。
第6項 凡於本條中提及在重製物或其他產品中持有利益之人，包括依據以下之規
定，就該利益獲得有利裁定之任何人：
(a) 依據本條或依據本法第204條或第231條；
(b) 依據1949年註冊設計法第24D條；
(c) 依據1994年商標法第19條(包括2006年共同體商標法第4條規定適用之
該條 (SI 2006/1027))；或
(d) 依據2005年共同體設計法第1C條(SI 2005/2339)。
第114A條235(違法著作重製物之沒收，等等：英格蘭與威爾斯或北愛爾蘭)
第1項 在與相關犯罪之調查或起訴中，若有任何人在英格蘭與威爾斯或北愛爾蘭
持有以下物品：
(a) 違法著作重製物；或
(b) 為製作某一特殊著作而特別設計或改編之設備；
則該人士得依據本條申請一份命令，沒收該違法著作重製物或設備。
第2項 於本條中，「相關犯罪」，係指：
(a) 第107條第1項、第2項或第2A項236之犯罪；
(b) 1968年交易類別法之犯罪；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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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 涉及不實或欺詐之犯罪。
第3項 有以下情形時，得依據本條提出申請：
(a) 已就某些或全部違法著作重製物或設備有關之相關犯罪而向任何法院
提起訴訟，則向該法院申請；或
(b) 若尚未依據第(a)款申請沒收違法著作重製物或設備，則以訴願之方式
向治安法院申請。
第4項 法院於受理本條之申請後，若確信已有與任何違法著作重製物或設備有關
之相關犯罪，應即裁定沒收該違法著作重製物或設備。
第5項 於本條中，法院若確信已有與任何違法著作重製物或設備或其代表物有關
之相關犯罪，得推論已有與該違法著作重製物或設備有關之犯罪 (不論是
因為其有相同之設計或其為同一批之一部份)。
第6項 因治安法院依據本條所下之命令或因法院所做之不下達該命令之決定，致
其權利受損之任何人，若不服該命令或決定，均得向以下法院提出上訴：
(a) 於英格蘭與威爾斯，為皇家法院；或
(b) 於北愛爾蘭，則為郡法院。
第7項 本條之命令得包含法院認為合適，得在任何上訴之提起與裁定前，延遲該
命令之生效之規定 (包括依據1980年治安法院法第111條(c. 43)或1981年
治安法院 (北愛爾蘭) 令第146條 (S.I. 1981/1675 (N.I. 26) 提出之任何申
請) (案情之陳述))。
第8項 除第9項有規定，仍須依其規定外，因本條之規定而被沒收之任何違法著
作重製物或設備，應依據法院指示銷毀。
第9項 法院在做本條之命令時，得指示該命令所相關之違法著作重製物或設備應
交付該著作權人或以法院認為合適之其他方式處置(亦即，不用銷毀)。
第114B條237(違法著作重製物之沒收，等等：蘇格蘭)
第1項 於蘇格蘭，法院得下達本條之命令，沒收以下任何物事：
(a) 違法著作重製物；或
(b) 為製作某一特殊著作而特別設計或改編之設備。
第2項 有以下情形時，得下達本條之命令：
(a) 地方檢察官以1995年(蘇格蘭)刑事訴訟法 (c. 46) 第134條規定之方式
提出申請；或
(b) 若有人因相關犯罪判刑確定，則除法院得科處之任何其他罰則外，並
得下達本條之命令。
第3項 法院於受理第2項(a)款之申請後，若確信已有與任何違法著作重製物或設
備有關之相關犯罪，應即裁定沒收該侵權重製物或產品。
第4項 於本條中，法院若確信已有與任何違法著作重製物或設備或其代表物有關
之相關犯罪，得推論已有與該違法著作重製物或設備有關之犯罪 (不論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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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為其有相同之設計或其為同一批之一部份)。
第5項 依據第2項(a)款提出申請之地方檢察官應將申請書重製物一份連同通知
書送達其認為是該申請所相關之侵權重製物或產品之所有權人或其他利
益關係人之任何人，讓其有機會在聽證時說明侵權重製物或產品不應該沒
收之理由。
第6項 第5項之送達及送達證明應依據1995年(蘇格蘭)刑事訴訟法規定之簡易訴
訟傳票送達方式辦理。
第7項 受第5項之通知送達之任何人以及主張其為違法著作重製物或設備之所有
權人或其他利益關係人之任何其他人均有機會在聽證時說明違法著作重
製物或設備不應該沒收之理由。
第8項 若有以下情形，法院不得在依據第2項第(a)款提出申請之後，下達命令：
(a) 若受第5項之通知受送達之任何人，若未出庭，除非證明該通知已送達
該人；或
(b) 若第5項之通知並未送達，除非法院確信發生無法送達該通知之狀況。
第9項 若在依據第2項第(a)款提出申請之後，下達命令沒收任何違法著作重製物
或設備，則出庭或有權出庭說明違法著作重製物或設備不應該沒收之理由
之任何人，得在該命令下達之後21天，向高等法院申請暫停執行。
第10項1995年(蘇格蘭)刑事訴訟法第182條第5項第(a)款至第(e)款應比照該法第2
篇之案例，適用於依據(9項提起之上訴。
第11項依據第2項第(a)款提出申請之後所下之命令，在以下時間之前，不得生
效：
(a) 命令下達之日的次日算起21天期間結束時；或
(b) 若在該期間內，依據上述第9項提起上訴，則為至該上訴案裁定或放棄
時。
第12項第2項(b)款之命令，在以下時間之前，不得生效：
(a) 得依據1995年(蘇格蘭)刑事訴訟法，針對該命令提起上訴之期限結束
時，或
(b) 若在該期間內提起上訴，則為至該上訴案裁定或放棄時。
第13項除第14項有規定，仍須依其規定外，因本條之規定而被沒收之任何侵權重
製物或產品，應依據法院指示銷毀。
第14項法院在做本條之命令時，得指示該命令所相關之違法著作重製物或設備應
沒入該著作權人或以法院認為合適之其他方式處置(亦即，不用銷毀)。
第15項於本條中：
「相關犯罪」，係指第107條第1項、第2項或第2A項238或1968年交易類別
法之犯罪；或涉及不實或欺詐之任何犯罪；
“法院”指：
238

Words in s. 114B(15) substituted (31.10.2003) by The Copyright and Related Rights Regulations
2003 (S.I. 2003/2498), reg. 26(2)(iv) (with regs. 31-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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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若與根據第(2)項(a)款之申請所下之命令有關時，指警長；及
(b) 若與根據第(2)項(b)款之申請所下之命令有關時，指做成罰款判決之法
院。
第115條（郡法院及地方法院之管轄權）
第1項 在英格蘭、威爾斯及北愛爾蘭地區，郡法院得依下列各條款受理訴訟：
第九十九條(有關交付違法重製物或其他物品之命令)，
第102條第5項(有關著作權人行使權利而專屬被授權人行使同等權利之命
令)，
第114條(有關處分違法重製物或其他物品之命令)，
但於北愛爾蘭地區，郡法院得為上述程序239，僅限於違法重製物及其他物
品之價值不超過郡法院就侵權行為而生之訴訟所定限額之情形。
第2項 在蘇格蘭地區，依前述條款所定命令之訴訟得向地方法院提起。
第3項 本條之任何條款，均不得解釋為會影響高等法院或在蘇格蘭地區的高等法
院之管轄權。

第七章：著作權授權
授權制度及著作權集體管理團體
第116條(授權制度及著作權集體管理團體)
第1項 本篇所稱「授權制度」係指為下列事項而設定之制度：
(a) 按制度管理人或其代理人，願意給予著作權之授權而為事務分類，及
(b) 按事務分類所給予之授權而訂定條件；
依前揭意旨，則「制度」一詞包括任何性質之制度，不論其名稱為制度或
費率或其他名稱。
第2項 本章所稱「著作權集體管理團體」係指協會或其他組織，其主要目的或主
要目的之一，乃以著作權人或預期之著作權人或為其代理人之身份，而從
事協商或為著作權之授權，其目的且包括為共同著作之授權利用。
第3項 本條所稱「著作權之授權」，係指授權從事任何受著作權禁止之行為。
第4項 本章所稱有關共同著作之授權或其授權制度，不包括僅以下列著作而為之
授權或制度：
(a) 單一編輯著作或作者為同一人之編輯著作，或
(b) 由個人、公司、行號或集團公司或以出資聘僱方式，由其受僱人或其
委託之人所完成之著作。
本條所稱集團公司，意指2006年公司法第1159條240所定義之控股公司及其
239
240

Words in s. 115(1) inserted by S.I. 1991/724, art. 2(8), Schedule Pt. I
Words in s. 116(4) substituted (1.10.2009) by The Companies Act 2006 (Consequentia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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子公司。

授權制度之諮詢及申請程序
第117條241 (授權制度適用第118條至123條之規定)
與下列事項有關之授權，由著作權集體管理團體就有關著作及其共同著作等之著
作權，為授權制度之運作，適用第118至123條(有關授權制度之諮詢及申請程序)
之規定：
(a) 重製該著作；
(b) 出租或出借著作重製物於公眾；
(c) 公開表演、播送或上映該著作，或
(d) 公開傳播著作242；
且各該條文所稱「授權制度」係指任何各該規定之授權制度。
第118條
(向審議與調解委員會提出擬定授權制度之諮詢)
第1項 凡主張要求以概括或個案方式授權而適用授權制度之人，得以其代表機構
名義向著作權審議與調解委員會提出諮詢，由著作權集體管理團體擬定運
作乏授權制度條件。
第2項 該審議與調解委員會應先決定是否受理該項諮詢，並可以該項諮詢之提出
係不成熟為理由而拒絕受理之。
第3項 倘審議與調解委員會決定審酌提出之諮詢事項，其於合理之情形下，應斟
酌與該諮詢有關之一般或個案情節:作成確認或變更該擬定制度之命令。
第4項 前項之命令，其為無限期或在指定期間內有效，得由審議與調解委員會決
定之。
第119條 (向審議與調解委員會提出授權制度之諮詢)
第1項 於運作中之授權制度，如該制度之執行人與下列所指之人發生爭議，該所
指之人或團體得將與個案有關之制度向著作權審議與調解委員會提出：
(a) 主張在某一個案中取得授權而適用該制度之人，或
(b) 代表前述之人之機構。
第2項 依本條規定向審議與調解委員會提出之制度，於諮詢程序未終結前應繼續
運作。
第3項 若審議與調解委員會決定審酌諮詢事項，其應就個案有關情節為合理之判
斷，並作成確認或變更系爭制度之命令。

Amendments, Transitional Provisions and Savings) Order 2009 (S.I. 2009/1941), art. 2(1), Sch. 1 para.
98(a) (with art.10)
241
S. 117 substituted (1.12.1996) by S.I. 1996/2967, reg. 15(2) (with Pt. III)
242
S. 117(d) substituted (31.10.2003) by The Copyright and Related Rights Regulations 2003
(S.I.2003/2498), reg. 2(1), Sch. 1 para. 4(4) (with regs. 31-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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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4項 前項之命令，其為無限期或在指定期間內有效，得由審議與調解委員會決
定之。
第120條 (向審議與調解委員會再為制度之諮詢)
第1項 依第118條或第119條、或第128A條之規定243，曾將授權制度向著作權審
議與調解委員會提出諮詢，並曾就該制度作成命令而其效力仍在存續中者，
下列之人得就個案情形，將該制度再次向審議與調解委員會提出：
(a) 該制度之執行人，
(b) 主張在某一個案中取得授權而適用該命令之人，或
(c) 代表前述之人之機構。
第2項 第2項 同一個案而有下列情形，非經審議與調解委員會准許，不得將系爭
之授權制度，再向審議與調解委員會提出：
(a) 就前次諮詢所作成命令之日起十二個月內，或
(b) 倘作成命令之存續期間間為十五個月以內者，則至命令屆滿前三個
月。
第3項 依本條規定向審議與調解委員會提出之制度，於諮詢程序未終結前應繼續
運作。
第4項 審議與調解委員會應再審酌爭議事項，就個案有關情節為合理之判斷，並
作成確認或變更系爭制度之命令。
第5項 前項之命令，其為無限期或在指定期間內有效，得由審議與調解委員會決
定之。
第121條 (與授權制度有關之授權申請)
第1項 授權制度所包括之事項，而執行人拒絕依據該制度給予授權，或經要求授
權而未於合理之期間內給予授權，則要求授權之人，得向著作權審議與調
解委員會提出申請。
第2項 授權制度未包括之事項，而要求授權之人認為該執行人有下列情形之一者，
得向著作權審議與調解委員會提出申請：
(a) 拒絕給予授權，或經要求授權而未於合理之期間內給予授權，而依其
情節不予授權顯屬不合理者，或
(b) 提出之授權條件顯不合理。
第3項 依第2項之意旨，下列各款視為未包括於授權制度之事項：
(a) 制度中定有給予授權之條件，且將若干事項從授權中排除，而該事項
恰為該除外事項所涵蓋，或
(b) 與制度中授權事項類似而不以相同形式處理即屬不合理之事項。
第4項 如審議與調解委員會認請求事項為有理，應即視個案情形或有關之制度而
243

Words in s. 120(1) substituted (31.10.2003) by The Copyright and Related Rights Regulations 2003
(S.I.2003/2498), reg. 21(4) (with regs. 31-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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裁定申請人得適用之條件，並作成命令予以宣示。
第5項 前項之命令，其為無限期或於指定期間內有效，得由審議與調解委員會決
定之。
第122條 (就授權資格作成命令之再審申請申請)
第1項 凡審議與調解委員會依第121條作成命令，確定依授權制度應賦予授權者，
該制度之執行人或原申請人得就該命令向審議與調解委員會提出再審。
第2項 除獲審議與調解委員會特准外，下列情況不得提出申請：
(a) 自命令作成之日起或依本條所述申請作成決定之日起十二個月內，或
(b) 如作成之命令，其存續期間間為十五個月以下，或依本條所述申請作
成之決定，其於十五個月內屆滿者，至該到期日前三個月。
第3項 審議與調解委員會應就再審之申請依其情節或授權制度所適用之條件，為
合理之決定以確認或變更其先前之命令。
第123條（審議與調解委員會對授權制度所為命令之效力）
第1項 依下列規定，經著作權審議與調解委員會確認或變更之授權制度，就與該
命令有關之事項，應為有效存續，其存續期間間應與命令之期間相同：
(a) 依第118條，或
(b) 依第119條或第120條。
第2項 於命令存續期間間，如依某一事項得適用該命令之人，有下列情形者，則
就侵害著作權方面而言，其應被視為已依該制度，於存續期間間內其準用
被授權人取得著作權人授權之相關規定：
(a) 按該制度應給付制度執行人關於此項授權應付之款項，如金額無法確
定，向執行人為承諾，聲明於金額確定時，即予給付，及
(b) 符合該制度中適用該授權之其他條件。
第3項 如命令係為變更應付之費用者，審議與調解委員會得指示該項命令，自作
成前之日起生效，但不得早於向審議與調解委員會如審議與調解委員會提
出諮詢之日，或如為較晚之情形，應於該制度開始運作之日。
如審議與調解委員會為該項指示時：
(a) 除已付之費用外，並應另支付任何必要之款項或額外款項；及
(b) 第2項(a)款所指依該制度應付之費用，應解釋為依該命令所應支付之
費用。
有本條第2項之情形者，不得為前項指示。
第4項 審議與調解委員會依第119條或第220條規定，對經依第143條核定之制度，
所作成之命令，如其係為降低授權應付費用以變更該制度者，該項命令應
自向審議與調解委員會提出諮詢之日起發生效力。
第5項 審議與調解委員會依第121條作成命令(按授權制度命其授權之命令)並執
行中，如該命令之受益人有下列情形者，則就侵害著作權方面而言，其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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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視為已依該命令經取得著作權人授予系爭著作權：
(a) 依命令所定給付制度執行人費用，如金額為不確定，給予承諾於金額
確定時，即予給付：及
(b) 符合該命令中所指定之條款。

著作權集體管理團體所作授權之諮詢與申請
第124條244(適用第125條至第128條規定之授權)
下列事項之授權，除依授權制度所為之授權外，其由著作權集體管理團體所作之
下列各類著作授權，均適用第125條至第128條(著作權集體管理團體所作授權之
諮詢與申請)之規定：
(a) 重製該著作；或
(b) 出租或出借著作重製物於公眾；或
(c) 公開表演、播送或上映該著作；或
(d) 公開傳播著作245；
且各該條所稱之 「授權」係指任何各該類別之授權。
第125條(向審議與調解委員會提出擬定授權之諮詢)
第1項 可期待之被授權人得就著作權集體管理團體擬定授權之條件，向著作權審
議與調解委員會提出諮詢。
第2項 審議與調解委員會應先決定是否受理該項諮詢，並可以該項諮詢之提出係
不成熟為理由而拒絕受理之。
第3項 倘審議與調解委員會審酌提出諮詢之擬定授權條件，其於合理之情形下，
應作成確認或變更該條件之命令。
第4項 前項之命令，其為無限制或在指定期間內有效，得由審議與調解委員會決
定之。
第126條(就即將期限屆滿之授權向審議與調解委員會提出諮詢)
第1項 因時間經過或著作權集體管理團體發出通知而即將期限屆滿之授權，其被
授權人得以該授權失效之情形係不合理為由，而向審議與調解委員會提出
申請。
第2項 該項申請非於授權將屆滿前三個月內不得為之。
第3項 已向審議與調解委員會提出諮詢之授權事項，於該事項之諮詢程序未終結
前應繼續執行。
第4項 如審議與調解委員會認該申請理由足堪採信，其應以命令裁示，由被授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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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 124 substituted (1.12.1996) by S.I. 1996/2967, reg. 15(3) (with Pt. III)
S. 124(d) substituted (31.10.2003) by The Copyright and Related Rights Regulations 2003
(S.I.2003/2498), reg. 2(1), Sch. 1 para. 4(4) (with regs. 31-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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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依其裁定之合理條件繼續享有使用該授權。
第5項 依本條由審議與調解委員會所為之命令，其為無限期或在指定期限內有效，
得由審議與調解委員會決定之。
第127條(對授權條件所為命令之再審申請)
第1項 於審議與調解委員會已依第125條或第126條或第128B條之規定246作成命
令時，授權人或該命令之受益人得向審議與調解委員會申請覆核該命令。
第2項 未經審議與調解委員會特准，不得於下列情形中提出申請：
(a) 於該命令作成之日或裁定先前申請之日起十二個月內；或
(b) 如該作成之命令之存續期間間為十五個月以內，或依本條對先前申請
作成之裁定而定於該裁定之日起十五個月內屆滿者，則應於該屆滿之
日前三個月內之。
第3項 審議與調解委員會應就再審之申請，以其認為合理之情形確認或變更其命
令。
第128條（審議與調解委員會就授權所為命令之效力）
第1項 於審議與調解委員會已依第125條或第126條之規定作成命令，而該命令仍
生效中，該命令之受益人有下列情形者，則於侵害著作權方面，其應被視
為已依命令所定條件，於存續期間間內準用被授權人取得著作權人授權之
相關規定：
(a) 依命令給付著作權集體管理團體應付之費用；如金額無法確定，向著
作權集體管理團體承諾於金額確定時，即予給付，及
(b) 符合命令所定之其他條件。
第2項 該命令所致生之利益依下列情形得讓與之：
(a) 依第125條所為之命令，如審議與調解委員會命令所定條件未禁止該利
益之讓與者；及
(b) 依第126條所為之命令，如原授權之條件未禁止該利益之讓與者。
第3項 得指示依第125條或第126條所作成之命令，或依第127條所作成變更該命
令之命令，於涉及變更應付費用金額時，於命令作成前之日起生效，但不
得早於提出諮詢或申請之日，或如為較晚之情形，應於給予授權或期限屆
滿之日。
如審議與調解委員會為該項指示時：
(a) 除已付之費用外，並應另支付任何必要之款項或額外款項；及
(b) 第1項(a)款所指依該命令應付之費用，如該命令為後來之命令所變更
時，應解釋為依後來之命令所應支付之費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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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ords in s. 127(1) substituted (31.10.2003) by The Copyright and Related Rights Regulations 2003
(S.I.2003/2498), reg. 21(5) (with regs. 31-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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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28A條247(除外錄音著作之授權或其制度之通知)
第1項 本條只適用於在因為除外錄音著作已免適用第72條第(1)項，否則其公開
播送就會侵害該錄音著作之著作權之狀況下，授權包括在廣播內之除外錄
音著作之公開播送之預定提供之授權或其制度。
第2項 著作權集體管理團體必須在除外錄音著作之任何預定之授權或其制度生
效實施前，將其細節通報國務院。
第3項 已依據第2項通報之授權或其制度，在通報後未滿28天，著作權集體管理
團體不得實施。
第4項 除第5項有規定，仍須依其規定外，國務院應考慮第6項所列之問題，再做
以下任何處置：
(a) 將使用授權或其制度交付著作權審議與調解委員會裁定該授權或其制
度，在該狀況下是否合理；或
(b) 通知著作權集體管理團體其已不打算將該授權或其制度交付審議與調
解委員會。
第5項 若國務院知道：
(a) 著作權集體管理團體在生效實施前並未依據第2項通報該授權或其制
度；或
(b) 授權或其制度已在第2項規定之28天通報期期間內實施；
則第4項不適用，但國務院得在任何時候，將授權或其制度交付著作權審
議與調解委員會裁定該授權或其制度，在該狀況下是否合理；或通知著作
權集體管理團體其已不打算交付審議與調解委員會。
第6項 第4項中提及之問題，係指：
(a) 預定之授權或其制度之條款與條件是否已考慮到第7項所列之因素；
(b) 國務院已收到之任何書面陳述；
(c) 之前的審議與調解委員會決定；
(d) 在類似狀況下，是否有其他制度或其他授權提供給其他人，及該其他
制度或授權之條件；及
(e) 著作權集體管理團體已諮詢會因為預定之授權或其制度而受影響之任
何人或做為其代表之組織，並已因此採取步驟(若有)，其範圍與程度。
第7項 第6項中提及之因素，係指：
(a) 潛在被授權人在第1項中提及之狀況下所要上映或播送之廣播，其可能
附帶納入除外錄音著作之範圍；
(b) 使用授權或其制度允許其收聽除外錄音著作之聽眾之規模與性質；
(c) 潛在之被授權人從除外錄音著作之播送可能獲得之商業利益；及
(d) 除外錄音著作著作權人將因其錄製物被包括在擬由潛在之被授權人公
開上映或播送之廣播內而從預定之授權或其制度之外的其他來源收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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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s. 128A, 128B inserted (31.10.2003) by The Copyright and Related Rights Regulations 2003
(S.I.2003/2498), reg. 21(3) (with regs. 31-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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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適當報酬之程度。
第8項 須依據第2項通報國務院之預定之授權或其制度只能在通報前依據第118
條或第125條交付審議與調解委員會。
第9項 已依據第2項通報國務院之預定之授權或其制度，必須在國務院已通知著
作權集體管理團體其已不打算將該授權或其制度交付審議與調解委員會
之後依據第119條交付法庭。
第10項若依據第118條或第125條交付審議與調解委員會，經第8項許可後：
(a) 該交付即不得只因為授權或其制度尚未依據第2項通報國務院，而被視
為過早交付；及
(b) 若審議與調解委員會決定受理該交付，則第2項至第5項不適用。
第11項本條不影響得依據第120條至第122條、第126條或第127條交付審議與調解
委員會或向審議與調解委員會申請之權利。
第12項本條適用於既有之授權或其制度之修訂，比照預定之授權或其制度。
第13項於本條中及於第128B條中，凡提及任何「授權」時，指著作權集體管理
團體除依據授權制度外提供，並含蓋不只一位著作人之著作之使用授權。
第128B條(國務院依據第128A條交付審議與調解委員會)
第1項 著作權審議與調解委員會得做適當之調查，以確定在當時的狀況下，國務
院依據第128A條第4項第(a)款或第5項交付審議與調解委員會之授權或其
制度是否合理。
第2項 審議與調解委員會在審理交付之問題時，及在完成任何該調查之後，應考
慮以下因素：
(a) 預定之授權或其制度之條款與條件是否已考慮第128A條第7項所列之
因素；及
(b) 其認為相關之任何其他因素；
再依據第3項作成命令。
第3項 審議與調解委員會應就以下情形，作成該命令：
(a) 若是授權制度，則作成確認或變更預定制度之命令，不論是通案適用
或只與任何特定類案例有關；或
(b) 若是授權，則作成審議與調解委員會依其狀況認為合理之確認或變更
預定制度之命令。
第4項 審議與調解委員會得指示，該命令若是涉及調降應付費用之金額，則應從
該命令作成日之前一天開始生效。
若有該指示，則應就已付之費用，給予被授權人任何必要之退費。
第5項 審議與調解委員會得裁定以單利方式計算退費之利息，其利率及計息期均
由審議與調解委員會認為適當者訂之，但該計息期之結束日不得在該命令
作成日之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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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定情況應予審酌之因素
第129條（一般審酌事項：不合理的差別待遇）
依本章規定，關於授權或授權制度之諮詢或申請，著作權審議與調解委員會於裁
定其合理與否時，應審酌下列情形：
(a) 於類似情形，給付他人其他授權或其他制度之可行性，及
(b) 各該制度或授權之條件，
並應行使其職權， 以確保同一人對依該制度或授權提出諮詢或申請之被授權人、
或未來被授權人與對其他授權人所為之制度或授權，手者間，並無不合理之差別
待遇情形。
第130條（授權影印重製）
依本章規定向著作權審議與調解委員會為諮詢或申請，如係關於授權影印重製已
發行之語文、戲劇、音樂或美術著作，或已發行版本之製版，該委員會應審酌下
列事項：
(a) 是否得以其他方法獲得該著作之已發行版本，
(b) 該著作被重製部份之比例， 及
(c) 其重製物可能作何種性質之使用。
第131條（教育機構取得使用廣播納入之著作之授權）
第1項 基於教育目的，教育機構或其代理者欲取得含有著作權著作之廣播錄製物
之授權，或為重製該錄製物，而依本章所為之諮詢或申請，適用本條規定。
第2項 著作權審議與調解委員會審酌給付授權費用時，應就該已納入廣播節日之
著作， 視其著作權人已取得或有權取得因其著作之納入所得之費用。
第132條(反映活動主辦人所列條件之授權)
第1項 為授權含有或將含有任何娛樂或其他類似活動之錄音著作、視聽著作或廣
播248，而依本章所為之諮詢或申請， 適用本條規定。
第2項 著作權審議與調解委員會應審酌娛樂或其他活動主辦人所附加之任何條
件；尤其，如不授予與附加條件一致即屬不合理時，該委員會即不得拒絕
或怠於授權。
第3項 下列情形不得依本條要求審議與調解委員會審酌該類條件：
(a) 旨在管制給予授權應付費用，或
(b) 為提供設備作為製作錄製物、視聽著作或廣播249，而給付活動主辦人
有關之款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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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ords in s. 132(1) substituted (31.10.2003) by The Copyright and Related Rights Regulations 2003
(S.I.2003/2498), reg. 2(1), Sch. 3 para. 3(2)(a) (with regs. 31-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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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ords in s. 132(3)(b) substituted (31.10.2003) by The Copyright and Related Rights Regulations
2003(S.I. 2003/2498), reg. 2(1), Sch. 1 para. 3(1)(j) (with regs. 31-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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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33條（反映基本權利付費之授權）
第1項250在考慮應付之使用授權權利金時：
(a) 若是依據本章交付或申請，而與著作重製物之出租或出借之授權有關
者；或
(b) 若是依據第142條提出申請；
則著作權審議與調解委員會應考慮著作著作權人因為提供授權或使用授
權所授權之行為，而須支付附帶納入在該著作之內的著作之著作權權人
之任何合理給付。
第2項 依本篇所為之諮詢或申請事項， 係有關錄音著作、視聽著作或廣播251著
作權之授權者，著作權審議與調解委員會於決定應付給何種授權費用時，
應審酌該授權或該授權所賦予之行為，致使著作權人就納入該錄音著作、
視聽著作或廣播節日252之表演應付之合理款項。
第134條（關於著作納入於轉播之授權）
第1項 依據第3A項之規定253，為下列著作納入廣播之授權，即將廣播(原播)以接
收及即時轉播方式，予以再廣播(重播)，而依本章提出諮詢或申請者，適
用本條規定254：
(a) 語文、戲劇、音樂或美術著作；或
(b) 錄音著作或視聽著作。
第2項 重播如係於原播相同區域，著作權審議與調解委員會於審酌授權應付原播
或重播費用時，應將著作權人在該區域為轉播時業已或有權將領受之款項
列入考慮。
第3項 重播如係於原播以外之地區者，審議與調解委員會就原播授權應付費用為
考慮時，應無須考慮該重播之情形。
第3A項255本條不適用於依據第73A條提出之任何申請。
第4項 (刪除256)
第135條（特殊事項不得排除其他相關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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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 133(1) substituted (1.12.1996) by S.I. 1996/2967, reg. 13(1) (with Pt. III)
Words in s. 133(2) substituted (31.10.2003) by The Copyright and Related Rights Regulations 2003
(S.I.2003/2498), reg. 2(1), Sch. 3 para. 3(2)(b) (with regs. 31-40)
252
Words in s. 133(2) substituted (31.10.2003) by The Copyright and Related Rights Regulations 2003
(S.I.2003/2498), reg. 2(1), Sch. 3 para. 3(1)(k) (with regs. 31-40)
253
Words in s. 134(1) inserted (1.10.1996) by 1996 c. 55, s. 138, Sch. 9 para. 2(2) (with s. 43(6));
S.I.1996/2120, art. 4(1), Sch. 1
254
Words in s. 134(1)(3) repealed (31.10.2003) by The Copyright and Related Rights Regulations
2003(S.I. 2003/2498), reg. 2(2), Sch. 2 (with regs. 31-40)
255
S. 134(3A) inserted (1.10.1996) by 1996 c. 55, s. 138, Sch. 9 para. 2(3) (with s. 43(6)); S.I.
1996/2120, art. 4(1), Sch. 1
256
S. 134(4) repealed by Broadcasting Act 1990 (c. 42, SIF 96), s. 203(3), Sch. 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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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29條至第134條所規定關於著作權審議與調解委員會依特定案件應行審酌之
特殊事項，不影響該審議與調解委員會於任何其他案件得審酌相關因素之一般職
權。

於廣播257使用錄音著作之權利258
第135A條（取得權利之情形）
第1項 有下列情形者，第135C條適用於任何錄音著作之廣播259：
(a) 由著作權集體管理團體就納入於廣播之錄音著作所為之授權或由該團
體取得授權後而為者，
(b) 有適用第2項或第3項之情形者，及
(c) 將錄音著作納入廣播而符合第135B條規定者。
第2項 若將錄音著作納入廣播之人並未獲授權而為之者，而依其情形，係因著作
權集體管理團體拒絕授權或取得該授權，則有下列情形者，視為授權：
(a) 其為將錄音著作納入廣播而接受所擬定之付費條件，或符合著作權審
議與調解委員會就第135D條所定有關授權或任何制度之授予而作成
之命令，及
(b) 給予無限制之播送時數或依其要求所定之播送時數。
第3項 其擁有一納入錄音著作於廣播之授權，依其情形，授權條件中限制播送時
數，而著作權集體管理團體拒絕更換或取得更換該條件，俾容許無限制之
播送時數或依其要求所定之播送時數，或拒絕依第2項(a)款所定條件為
之。
第4項 第2項所稱拒絕授權或取得授權，以及第3項所稱拒絕更換或取得更換該條
件，包括在要求後之一定期間內仍無法達成者。
第5項 本條至第135G條相關之定義如下：
「廣播260」，不包括第6條第1A項第(b)款或第(c)款所稱之任何情形。
「播送時數」係指任何時段( 無論定為在數小時之時間或依一定比例之時
間或其他方式) 內納入錄音著作於廣播而言
「錄音著作」不包括附隨於視聽著作中之視聽原聲帶
第6項 第135B條至第135G條所稱之「付費條件」
，係指將錄音著作納入廣播應付
費用之條件。
第135B條261（擬行使權利之通知）
257

Words in heading preceding s. 135A repealed (31.10.2003) by The Copyright and Related Rights
Regulations 2003 (S.I. 2003/2498), reg. 2(2), Sch. 2 (with regs. 31-40)
258
Ss. 135A–135G inserted by Broadcasting Act 1990 (c. 42, SIF 96), s. 175(1)
259
Words in s. 135A repealed (31.10.2003) by The Copyright and Related Rights Regulations 2003
(S.I.2003/2498), reg. 2(2), Sch. 2 (with regs. 31-40)
260
S. 135A(5): definition of "broadcast" inserted (31.10.2003) by The Copyright and Related Rights
Regulations 2003 (S.I. 2003/2498), reg. 2(1), Sch. 1 para. 15(1) (with regs. 31-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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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項 擬依第135C條規定行使其權利者，應依下列規定為之：
(a) 給予著作權集體管理團體有關其擬行使權利並要求該團體建議付費條
件之通知，及
(b) 經接獲該建議或經合理之期間屆滿後，於其建議開始行使該權利之日，
並就擬為該行為所須之付費條件，給予著作權集體管理團體合理之通
知。
第2項 除有第135A條第3項之情形，取得授權將錄音著作納入廣播262者，依第1
項(b)款所定於通知內之日期，應不得早於該授權之到期日。
第3項 於擬行使該權利前，應為下列行為：
(a) 給予著作權審議與調解委員會合理之通知，通知其擬行使權利及擬於
何日開始該行為，及
(b) 依第135D條規定向審議與調解委員會申請解決付費條件。
第135C條263（行使權利之條件）
第1項 依第135B條第1項(b)款所定之日期以後，將錄音著作納入廣播264者，而依
其情形適用本條，且有下列情形者，則於侵害著作權方面，其應被視為於
存續期間間內，準用被授權人取得系爭著作權人授權之相關規定。
(a) 其就有關納入該等錄音著作於廣播，符合任何合理之條件，且已符合
著作權集體管理團體之通知，
(b) 其就該團體合理之要求，提供其納入廣播之相關資料；及
(c) 其依本條所定給付著作權集體管理團體費用。
第2項 費用之給付最遲不得晚於每一季之期限。
第3項 若無下列情形作成之命令，費用之金額按著作權審議與調解委員會依第
135D條之規定作成之命令予以訂定：
(a) 依第135B條要求，由著作權集體管理團體所擬定之建議付費條件，或
(b) 無建議付費條件或建議所定金額為過高，依第135條第1項(b)款通知著
作權集體管理團體有關之付費條件。
第4項 凡納入錄音著作於廣播而適用本條規定者，其取代任何授權。
第135D條265（解決付款之申請）
第1項 於解決付款條件之申請中，著作權審議與調解委員會應依合理之情形，考
慮相關事項並作成命令。
第2項 依第1項所為之命令，其生效日期應自申請人依第135C條之規定開始行使
權利之日及任何所須返還之費用或續行付費應付之到期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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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s. 135A–135G inserted by Broadcasting Act 1990 (c. 42, SIF 96), s. 175(1)
Words in s. 135B(2) repealed (31.10.2003) by The Copyright and Related Rights Regulations 2003
(S.I.2003/2498), reg. 2(2), Sch. 2 (with regs. 31-40)
263
Ss. 135A–135G inserted by Broadcasting Act 1990 (c. 42, SIF 96), s. 175(1)
264
Words in s. 135C(1)(4) repealed (31.10.2003) by The Copyright and Related Rights Regulations
2003(S.I. 2003/2498), reg. 2(2), Sch. 2 (with regs. 31-40)
265
Ss. 135A–135G inserted by Broadcasting Act 1990 (c. 42, SIF 96), s. 17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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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35E條266（有關條件、資料及其他條件之諮詢）
第1項 依第135C條之規定行使權利者，或已給予著作權審議與調解委員會通知
其擬行使該權利者，得將下列情形向審議與調解委員會提出諮詢：
(a) 有關將錄音著作納入廣播267之條件是否為合理條件之問題，且已給予
相關之著作權集體管理團體通知，或
(b) 有關著作權集體管理團體要求其提供之資料是否為合理要求之資料之
問題。
第2項 依本條所為之諮詢，審議與調解委員會應依合理之情形考慮相關事項並作
成命令。
第135F條268（對命令為再審查之申請）
第1項 依第135C條行使權利之人或著作權集體管理團體，得對第135D條或第
135E條規定作成之命令，向著作權審議與調解委員會提出再審查。
第2項 下列情形除得審議與調解委員會特許外，不得提出申請：
(a) 自依本條規定對前次申請作成決定之日或自作成命令之日起十二個月
內，或
(b) 如作成之命令其存續期間為十五個月以內，或因前次申請而為之決定
致使其到期日為十五個月以內者，至該到期日之三個月前。
第3項 就該申請而言，審議與調解委員會應考慮相關事項，以其認為合理之情形，
作成命令俾確認或變更原命令。
第4項 依本條作成之命令，其應自命令作成之日或經審議與調解委員會特定較晚
之日起生效。
第135G條269（應考慮之因素）
第1項 決定依第135D條或第135E條所提出之申請或諮詢是否合理，或對依第
135F條作成之命令為再審查者，著作權審議與調解委員會應為下列行為：
(a) 應考慮其對類似情形之人，依第135C條規定行使權利之案例所作成命
令之條件，及
(b) 應行使其職權，以確保其對同一著作權集體管理團體行使該權利之人
間，並無不合理之差別待遇。
第2項 依第135D條規定解決付費條件者，審議與調解委員會除依該規定外，不
受其他立法作成之命令所拘束。
第3項 第134條( 關於著作納入於轉播之授權) 適用於依第135D條至第135F條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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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s. 135A–135G inserted by Broadcasting Act 1990 (c. 42, SIF 96), s. 175(1)
Words in s. 135E(1)(a) repealed (31.10.2003) by The Copyright and Related Rights Regulations
2003(S.I. 2003/2498), reg. 2(2), Sch. 2 (with regs. 31-40)
268
Ss. 135A–135G inserted by Broadcasting Act 1990 (c. 42, SIF 96), s. 175(1)
269
Ss. 135A–135G inserted by Broadcasting Act 1990 (c. 42, SIF 96), s. 175(1)
2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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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之申請或諮詢，如同其適用於有關授權之申請或諮詢。
第135H條270(修訂第135A條至135G條之權力)
第1項 國務院得為以下目的，以命令修訂第135A條至135G條，但須適用其認為
適當之過渡條款：
(a) 於錄音著作時，包括命令中指定類別之任何著作；或
(b)於廣播時， 排除命令中指定類別之任何廣播。
第2項 命令應以法定文件形式作成；但除非其草案已交付兩院審查並通過決議核
准，否則該命令不得作成。

制度或授權影印重製之默示賠償
第136條（制度或授權影印重製之默示賠償）
第1項 於制度或授權未載明著作適用之範圍，使被授權人於查閱該制度或授權或
著作時，無法確定該著作是否應歸於該制度或授權時，本條應適用於下列
情形：
(a) 授權影印重製已發行語文、戲劇、音樂或美術著作之制度；
(b) 著作權集體管理團體就該影印所為之授權。
第2項 凡因制度執行人或著作權集體管理團體顯係在其授權範圍內製作或授權
製作著作影印重製物，致生侵害他人之著作權而負有責任者，其應負下列
之默示承諾：
(a) 適用本條之每一制度，凡依該制度獲得授權之人，該制度執行人對其
承諾免負任何損害賠償之責；及
(b) 適用本條之每一授權，著作權集體管理團體對被授權人承諾免負任何
損害賠償之責。
第3項 顯係在授權範圍內之情形如下：
(a) 非屬授權所適用之著作類別範圍內之著作，而從授權中無法明顯查知
者；及
(b) 該授權並無明示規定，其授權範圍不及於該被侵害之著作權。
第4項 本條所定「責任」一詞， 包括付費責任在內；被授權人於實際或可預期
之著作權侵害訴訟程序中，因侵害而必須負擔之合理費用，亦適用本條規
定。
第5項 適用本條之制度或授權，得就下列情形訂定合理之規定：
(a) 有關因本條所為默示承諾而生請求之方法及其時效；
(b) 賦予制度執行人或著作權集體管理團體，於必要時得接辦影響其擔保
責任應付金額之任何訴訟程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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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 135H inserted (1.11.1996) by 1996 c. 55, s. 139(1) (with s. 43(6)); S.I. 1996/2120, art. 5, Sch.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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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機構之影印重製
第137條（延長制度或授權範圍之權）
第1項 於該授權或給予之授權係賦予教育機構或其代理人，基於教學之目的，得
對已發行之語文、戲劇、音樂或美術著作，或已發行版本之排版整理，製
作影印重製物之情形，本條適用於下列情形：
(a) 第118條至第123條所適用由著作權集體管理團體執行之授權制度（詳
參第117條），或
(b) 第125條至第128條適用之授權（詳參第124條）。
第2項 凡關於適用本條之制度或授權，國務院如認為有下列情形，得以命令規定
該制度或授權應延伸其範圍至該等著作：
(a) 該制度或授權應包括之類似著作種類，無正當理由而予以排除者，及
(b) 將各該著作列為制度或授權客體，並不牴觸各該著作之正常利用，或
無不正當理由損害著作權人之合法利益者。
第3項 於擬具前項命令時，國務院應將命令建議事項通知下列之人：
(a) 著作權人；
(b) 有關之著作權集體管理團體，及
(c) 代表教育機構之人或機構，及由國務院決定之其他有關之人或機構。
第4項 通知書應述明被通知人於通知作成之日起六個月內就有關建議，有向國務
院以書面或口頭陳述意見之權，如被通知人欲以口頭陳述意見，國務院應
指派人員舉行聽證會並提出報告。
第5項 審酌是否作成命令時，國務院應考慮依第4項所提出之任何意見及其他有
關事項。
第138條（延長制度或授權命令之變更或撤銷）
第1項 依第137條規定作成之命令，著作權人得於命令生效期間內，檢具理由向
國務院申請變更或撤銷之。
第2項 原命令或依本條所為先前申請作成之命令未滿二年者，國務院不得接受申
請，但特殊情形不在此限。
第3項 國務院審酌申請理由時，得立即確認命令，如不予確認，應依該申請向下
列之人進行通知：
(a) 相關之著作權集體管理團體；及
(b) 代表教育機構之人或機構，以及認為有必要通知之其他人或機構。
第4項 通知書應述明被通知人於通知作成之日起二個月內就有關建議，有向國務
院以書面或口頭陳述意見之權；如被通知人欲以口頭陳述意見，國務院應
派人員舉行聽證會並提出報告。
第5項 國務院審酌該申請案時，應考慮申請之理由、任何依第4項提出之陳述意
見，以及其他有關事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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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6項 國務院得依其裁量作成命令，確認、撤銷或變更（再變更）先前作成之命
令（或依其情形為先前作成之變更命令），俾將該著作排除之。
第139條（對命令之上訴）
第1項 著作權人之著作係依第137條作成命令( 延長制度或授權範圍之命令) 之
客體者， 其著作權人得向著作權審議與調解委員會為上訴，而該審議與
調解委員會於審酌同條第2項所定事項後，得確認撤銷或變更原命令，俾
將該著作排除之。
第2項 於國務院已依第238條作成命令( 對延長制度或授權範圍之命令作成確認、
變更或撤銷之命令) 時，下列之人得向審議與調解委員會提起上訴，該審
議與調解委員會得確認或撤銷國務院之命令或作成國務院可能已作成之
其他命令：
(a) 向國務院申請命令之人，或
(b) 代表教育機構接受申請命令通知及依該條第4項為陳述意見之人或機
構。
第3項 依本條所為之上訴應於命令作成之日起六個月內或經審議與調解委員會
准許延長之期間內為之。
第4項 依第137條或第138條作成之命令，非自命令作成後六個星期之最後一日起
或如於該最後一日前提起上訴者，非自該上訴程序終結或撤回之日起，不
生效力。
第5項 如上訴係於該最後一日後提起者，凡因信賴該被上訴之命令而作之行為，
於審議與調解委員會對該上訴作成之決定生效前，該作成之命令，不影響
該行為之效力。
第140條（新制度或概括授權有無必要之調查）
第1項 國務院得指派人員調查是否有必要訂定新規定（以授權制度或概括授權方
式）授權教育機構或其代理，基於教學目的製作的下列著作之影印重製物，
其係國務院認為未包括於既存授權制度或概括授權內之類別，且亦不屬第
137條所賦予之權力範圍者：
(a) 已發行之語文、戲劇、音樂或美術著作，或
(b) 已發行版本之整理排版。
第2項 有關調查程序，由國務院擬具規章詳定之。
第3項 前項規章尤應明定，須給予下列之人通知：
(a) 國務院認為足以代表該類著作著作權人之人或機構，及
(b) 國務院認為足以代表教育機構之人或機構，
並得由該人擬具畫面或口頭陳述意見；但不得妨礙對其他人與團體所為之
通知及其得為陳述意見之權。
第4項 除符合下列情況外，受命調查之人不得建請擬訂新規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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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調查人認同授權製作有關著作之影印重製物，對教育機構有所裨益，
及
(b) 調查人認同將各該著作列入授權制度或概括授權，與各該著作之常態
利用，或不合理損害著作權人之法定利益，不構成衝突。
第5項 如必須建請擬訂新規定，除收費條件外，其應詳列就新規定中可取得授權
之任何條件。
第6項 依本條擬定之規章，其訂定與廢止須依法定程序，並經兩院之一議決為
之。
第7項 本條（及第141條）所稱「概括授權」係指由著作權集體管理團體賦予之
授權，包括授權範圍內之各種著作。
第141條（不履行推薦之法定授權）
第1項 國務院得於第140條所為之推薦作成後一年內，以命令規定如尚無依推薦
作成之規定，則教育機構或其代理人基於教學之目的，而製作該著作之影
印重製物而與該推薦有關者，視為業經該著作之著作權人授權。
第2項 如有下列情況時，前項所指之規定應視為係依推薦而作成：
(a) 已制定核定之授權制度，藉此賦予教育機構授權；或
(b) 概括授權，已：
(i)
賦予或有利於該教育機構；或
(ii)
由該教育機構或其代理人依第125條規定提交予著作權審議與
調解委員會（有關建議授權條件之諮詢）；或
(iii) 提供或有利於教育機構，而未經諮詢即遭拒絕者，且該制度或
授權之條件符合推薦書所載者。
第3項 該命令並得規定，任何授權製作此項重製物之既存授權（並非按核定授權
制度或概括授權為之者），如較命令中所定授權之限制為多或更嚴苛者，
應即停止其效力。
第4項 除推荐書特別指明之條件及資格，以及國務院認為合宜之其他條件資格外，
命令得規定免付權利金之授權。
第5項 該命令得規定，依命令授權非屬違法重製物而製作之重製物，因嗣後之交
易行為之目的係為侵害著作權者，則就該交易之目的而言，應視該重製物
為違法重製物。
本項所稱「交易」係指出售或出租，或為出售或出租而提供、陳列或公開
展示。
第6項 該命令發布未滿六個月不生效力。
第7項 該命令得隨時變更與廢止，但不得包括非與推薦書有關之著作，或排除推
薦書所指定之條件。
第8項 依本條發布之命令，其訂定與廢止須依法定程序，並經兩院之一議決為
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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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9項 本條所稱「核定授權制度」係指依第143條而基於本條意旨所核定之授權
制度。

租用特定著作時應給付之權利金或其他費用
第142條271（租用特定著作時應給付之權利金或其他費用）
第1項 著作權人或自稱經著作權人授權之人，得向著作權審議與調解委員會申請
依第66條之規定請求給付權利金或其他費用。
第2項 審議與調解委員會應審酌相關事項並作成其認為合理之命令。
第3項 任一方當事人嗣後得向審議與調解委員會申請變更該命令，而審議與調解
委員會得審酌此項申請後，作成其認為合理之命令，以確認或變更原命
令。
第4項 第3項所定之申請，未經審議與調解委員會特准，不得於該項之先前申請
命令作成之日起或原命令作成之日起十二個月內提出。
第5項 第3項所定之命令於其作成之日或審議與調解委員會指定較晚之日起生
效。

授權制度之核定
第143條
第1項 執行或擬執行授權制度之人，基於下列各款目的，得向國務院申請核定其
計劃：
(a) 第35條（基於教育目的而錄製廣播272）；
(b) 第60條（科學或技術論文之摘要）；
(c) 第66條（出租特定著作物於公眾273）；
(d) 第74條（為耳聾或重聽之人提供附有字幕之廣播）；或
(e) 第141條（教育機構影印重製已發行著作）
第2項 制度符合下列情形，經國務院接受者，國務院得依法定程序發布命令，核
定該制度：
(a) 其足以使有關之著作為欲取得授權之人所當然認同者，且
(b) 詳訂賦予授權應付之任何費用及其他條件。
第3項 基於第35條、第60條、第66條、第74條或第141條之意旨，該制度應視個
別情形，依命令及核定之下列日期開始運作：
(a) 於命令作成之日或命令內所定之日起，不少於八週之日，或
(b) 若該計劃係依第118條所為諮詢之客體，則以著作權審議與調解委員會
271

S. 142 substituted (1.12.1996) by S.I. 1996/2967, reg. 13(2) (with Pt. III)
Words in s. 143(1)(a)(d) repealed (31.10.2003) by The Copyright and Related Rights Regulations
2003(S.I. 2003/2498), reg. 2(2), Sch. 2 (with regs. 31-40)
273
S. 143(1)(c) substituted (1.12.1996) by S.I. 1996/2967, reg. 11(4) (with Pt. II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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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該條規定作成命令而生效或撤回諮詢，二者間較晚之日。
第4項 制度之變更，非經相對命令作成修正，不生效力；國務院應就著作權審議
與調解委員會依第118條、第119條或第120條之規定，因諮詢所為之變更
命令，作成修正，且於其認為必要之情形，得作類似之修正。
第5項 若制度停止運作，應撤銷該命令，若國務院認為其未依條件規定運作，亦
得撤銷該命令。

因競爭報告而得行使之權利
第144條274
第1項 國務院、公平交易局或 (視其適用) 公平競爭委員會依據1980年公平競爭
法第12條第5項或2002年企業法第41條第2項、第55條第2項、第66條第6
項、第75條第2、第83條第2項、第138條第2項、第147條第2項或第160條
第2項、或附錄7之第5條第2項或第10條第2項 (於涉及公權力機構及特定
之其他人、併購或市場調查之案件交付委員會之後採取救濟手段之權力)
採取補救、減輕或防止措施，而有任何必要時，應適用第1A項，內含或
包括：
(a) 著作著作權所有權人提供之授權得設定禁止被授權人使用之條件或著
作權所有權人得提供其他授權之權利；或
(b) 著作權所有權人拒絕以合理條件提供授權。
第1A項 2002年企業法附表8提及之權力，包括得撤銷或修訂該類條件以及改為
規定或額外規定著作權之使用授權應做為權利提供之權力。
第2項 適用2002年企業法附表8許可之任何事項，於1980年公平競爭法第12(5)條
及於2002年企業法第75條第4項第(a)款、第83條4項第(a)款、第84條第2項
第(a)款、第89條第1項、第160條第4項第(a)款、第161條第3項第(a)款與第
164(1)條，及其附表7之第5條、第10條與第11條中，均應據以解釋。
第2項 適用1980年競爭法第56條第2項及第73條第2項和第12條第5項275在該法該
篇附錄中之規定，須據此解釋。
第3項 國務院、公平交易局或競爭委員會276，他或它277認為行使本條賦予之權力，
並不牴觸任何與著作權有關之公約，且英國為該公約會員國之一者，得行
使之。
274

S. 144(1)(1A)(2) substituted (20.6.2003 for certain purposes and 29.12.2004 otherwise) for s.
144(1)(2) by 2002 c. 40, ss. 278(1), 279, Sch. 25 para. 18(2); S.I. 2003/1397, arts. 2, 3(1), Sch. (with
arts. 4-12); S.I. 2004/3233, art. 2, Sch. (with arts. 3-5)
275
Words in s. 144(2) substituted (1.3.2000) by S.I. 2000/311, art. 22(2)
276
Words in s. 144(3) substituted (20.6.2003 for certain purposes and 29.12.2004 otherwise) by 2002
c. 40, ss. 278(1), 279, Sch. 25 para. 18(3)(a); S.I. 2003/1397, arts. 2, 3(1), Sch. (with arts. 4-12);
S.I.2004/3233, art. 2, Sch. (with arts. 3-5)
277
Words in s. 144(3) inserted (20.6.2003 for certain purposes and 29.12.2004 otherwise) by 2002 c.
40, ss. 278(1), 279, Sch. 25 para. 18(3)(b); S.I. 2003/1397, arts. 2, 3(1), Sch. (with arts. 4-12); S.I.
2004/3233, art. 2, Sch. (with arts. 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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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4項 因本條規定得享有授權之條件者，若當是人間無協議時，應由審議與調解
委員會應要求授權之人申請而予以決定，而決定後之條件應授權被授權人
從事一切與授權有關之行為。
第5項 經審議與調解委員會決定授權條件後，該授權以向審議與調解委員會提出
申請之日起生效。

關於有線系統轉播之特定權利的集體行使278
第144A條279(關於有線系統轉播之特定權利的集體行使)
第1項 本條適用於著作權人於語文、戲劇、音樂或美術著作、錄音著作或視聽著
作中，得給予或拒絕授權將接自其他 EEA 締約國之附帶納入著作之無線
廣播，再以有線系統轉播之權利。該權利以下稱「有線轉播權」。
第2項 有線轉播權只能透過著作權集體管理團體，針對有線業者行使。
第3項 若有著作權所有權人尚未將其有線轉播權之管理移交著作權集體管理團
體，則管理同類權利之著作權集體管理團體應被視為已獲得該著作權所有
權人之委任，管理其有線轉播權。
第4項 第3項適用之著作權人，其在因有線業者與著作權集體管理團體之間簽訂
之任何相關合約產生之權利與義務方面，均比照已將其有線轉播權移轉給
著作權集體管理團體之著作權人。
第5項 著作權人得因第4項享有之任何權利必須在該有線轉播之日開始算起三年
內主張。
第6項 本條不影響廣播製作人得行使之任何權利，不論是與廣播或其附帶納入之
著作有關。
第7項 於本條中：
「有線業者」，係指為無線廣播之有線轉播負責之人；及
「有線轉播」，係指接收無線廣播，再立即以有線方式轉播，包括陸地之
定點間的微波傳輸。

第八章：著作權審議與調解委員會
審議與調解委員會
第145條（著作權審議與調解委員會）
第1項 依1956年著作權法第23條設置之審議與調解委員會，經更名為著作權審議
與調解委員會。
第2項 審議與調解委員會設主席一人及副主席二人，由上議院議長（the Lord
278
279

S. 144A and crossheading inserted (1.12.1996) by S.I. 1996/2967, reg. 7 (with Pt. III)
S. 144A inserted (1.12.1996) by S.I. 1996/2967, reg. 7 (with Pt. II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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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hancellor）會商首席顧問（the Lord Advocate）後任命，並置委員二至八人，

由國務院（the Secretary of State）任命。
第3項 除符合下列資格條件之一者外280，不得任命為主席或副主席：
(a) 依1990年法院及法律服務法第11條所稱具備司法指派適任條件之5年
資歷者281；
(b) 在蘇格蘭地區從事辯護人或律師業務5年282以上者；
(c) 擔任北愛爾蘭律師公會會員或北愛爾蘭最高法院事務律師2835年以上
者；
(d) 主持法律事務所。
第146條（審議與調解委員會委員）
第1項 著作權審議與調解委員會委員之到任及卸職，除以下另有規定外，依其任
命之期間。
第2項 審議與調解委員會委員得以書面向國務院辭職，若是擔任主席或副主席者
則向上議院議長提出辭職。
第3項 國務院遇有下列事項，得以書面通知相關委員，予以撤換，於主席或副主
席之情形，由上議院議長為之：
(a) 若其宣告破產或與債權人協議，或在蘇格蘭地區，其財產業經查封或
與債權人簽訂信託契約或共管契約，或
(b) 若其因身體或精神之疾病而喪失行為能力者；
若國務院或依其情形由上議院議長認為其不能或不適合執行職務者亦
同。
第3A項284審議與調解委員會主席或副主席之年齡達70歲之日應予卸任；但本項
應受1993年司法退職金及退休法第23條第4項至第6項之規範（授予繼續擔
任職務至75歲之權）
第4項 若審議與調解委員會委員因病缺席或有其他正當原因，暫時無法履行職務，
不論其為一般或特定程序，則得指派他人代理其職務，每次不得逾六個月，
或依其情形，視有關程序而定。
第5項 前項任命應由下列之人為之：
(a) 於主席或副主席之情形，由上議院議長指定符合資格之人擔任該職位，
及

280

Words substituted by Courts and Legal Services Act 1990 (c. 41, SIF 37), s. 71(2), Sch. 10 para.

73
281

S. 145(3)(a) substituted (21.7.2008) by Tribunals, Courts and Enforcement Act 2007 (c. 15), ss.
50(6), 148, Sch. 10 para. 20(2); S.I. 2008/1653, art. 2(b)(d) (with arts. 3, 4)
282
Words in s. 145(3)(b)(c) substituted (21.7.2008) by Tribunals, Courts and Enforcement Act 2007
(c.15), ss. 50(6), 148, Sch. 10 para. 20(3); S.I. 2008/1653, art. 2(b)(d) (with arts. 3, 4)
283
S. 145(3)(c): words wherever they occur in any enactment substituted (1.10.2009) by virtue of
Constitutional Reform Act 2005 (c. 4), ss. 59, 148, Sch. 11 para. 5; S.I. 2009/1604, art. 2
284
S. 146(3A) inserted (31.3.1995) by 1993 c. 8, s. 26, Sch. 6 para.49; S.I. 1995/631, art.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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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於一般委員之情形，由國務院任命；
且依此方式受任命之人，其於委任期間或就各該有關程序中，其職權與被
代理之人相同。
第6項 上議院議長行使本條所定職權前，應會商首席顧問。
第7項 上議院議長得行使第3項之撤銷權或第4項之任命權，但必須有適當之資深
法官之同意285。
第8項 適當之資深法官即英格蘭與威爾斯之首席大法官，除非：
(a) 被撤銷之人所行使之職權或被任命之人所要行使之職權，完全或主要
是在蘇格蘭；而若是在蘇格蘭，則適當之資深法官即為高等民事法庭
庭長；或286
(b) 被撤銷之人所行使之職權或被任命之人所要行使之職權，完全或主要
是在北愛爾蘭；而若是在北愛爾蘭，則適當之資深法官即為北愛爾蘭
首席大法官。
第9項 英格蘭與威爾斯首席大法官得指定一名司法官 (依2005年憲法改革法第
109(4)條之定義解釋) 代其依據第7項行使第4項之任命權。
第10項高等民事法庭庭長得指定一名高等民事法庭上訴法庭第一庭或第二庭之
法官代其依據第7項行使第4項之任命權。
第11項北愛爾蘭首席大法官得指定以下任何人，代其依據第7項行使第4項之任命
權：
(a) 2002年(北愛爾蘭)法官法附錄一 所列職位之在位者；
(b) 上訴法官 (依該法第88條之定義解釋)。
第147條（財務規定）
第1項 著作權審議與調解委員會委員得領取俸給( 不論以薪水或費用方式) 及
津貼， 其金額由國務院經財政部批准後定之。
第2項 國務院得任命審議與調解委員會職員，員額及俸給應由財政部核准。
第3項 審議與調解委員會委員、職員之俸給、津貼及審議與調解委員會其他經費，
由國務院經財政部批准後定之，並由議會撥款。
第148條（程序之組織）
第1項 任何程序，著作權審議與調解委員會應依下列配置組成：
(a) 主席一人，由審議與調解委員會之主席或副主席擔任，及
(b) 一般委員二人以上。
第2項 審議與調解委員會委員處理之任何事項，未能達一致決議時，應採多數票
表決方式為之；若票數相等時，主席有權再投一決定票。
285

S. 146(7)-(11) inserted (3.4.2006) by Constitutional Reform Act 2005 (c. 4), ss. 15(1), 148, Sch. 4
para. 199(2); S.I. 2006/1014, art. 2(a), Sch. 1 paras. 10, 11(r)
286
Words in s. 146(8) inserted (3.4.2006) by The Lord Chancellor (Transfer of Functions and
Supplementary Provisions) (No.2) Order 2006 (S.I. 2006/1016), art. 4, Sch.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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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3項 審議與調解委員會已進行部份聽證程序時， 如委員一人以上不能繼續執
行職務， 但委員人數仍不少於三人時，審議與調解委員會仍應存續，以
維程序之進行。
第4項 如主席不能繼續執行職務時， 審議與調解委員會主席應為下列行為：
(a) 指定其餘委員中之一人擔任主席，及
(b) 指派適當合格人選列席於程序中，俾向委員提供任何與法律問題有關
之諮詢。
第5項 第4項(b)款所稱「適當合格人選」，係指審議與調解委員會副主席或足夠
資格擔任審議與調解委員會副主席之人選。

管轄與程序
第149條（審議與調解委員會之管轄權）
著作權審議與調解委員會依據本篇之規定，主管下列程序事項之聽證與裁決287：
(za)第73條288(以有線系統接收與轉播無線廣播)
(zb)第93C條289 (適當報酬：金額交付著作權審議與調解委員會裁定)
(a) 第118條、第219條或第120條事項( 授權制度之諮詢) ;
(b) 第121條或122條事項( 有關依授權制度提出有權要求授與之申請) ;
(c) 第125條、第126條或第127條事項( 有關著作權集體管理團體賦予授權之申請
或諮詢) ;
(ca) 第128B條290

(cc)第135D條或第135E條事項291 ( 有關於廣播292使用錄音著作之權所提之申請
或諮詢) ;
(d) 第139條事項( 對授權制度或授權之範圍作成之命令不服而提起之上訴) ;
(e) 第142條事項( 就特定著作之出租293申請決定權利金或其他應付費用) ;
(f) 第144條第4項事項( 聲明決定依法當然享有著作權授權之條件) ;
(g)（刪除）294
(h)（刪除）
第150條（制定規則之一般權力）

287
288

Words in s. 149 substituted (1.12.1996) by S.I. 1996/2967, reg. 24(2)(a) (with Pt. III)
S. 149(za) inserted (1.10.1996) by 1996 c. 55, s. 138, Sch. 9 para. 3 (with s. 43(6)); S.I. 1996/2120,

art.
4(1), Sch. 1
289
S. 149(zb) inserted (1.12.1996) by S.I. 1996/2967, reg. 14(2) (with Pt. III)
290
S. 149(ca) inserted (31.10.2003) by The Copyright and Related Rights Regulations 2003
(S.I.2003/2498), reg. 21(6) (with regs. 31-40)
291
S. 149(cc) inserted by Broadcasting Act 1990 (c. 42, SIF 96), s. 175(2)
292
Words in s. 149(cc) repealed (31.10.2003) by The Copyright and Related Rights Regulations 2003
(S.I.2003/2498), reg. 2(2), Sch. 2 (with regs. 31-40)
293
Words in s. 149(e) substituted (1.12.1996) by S.I. 1996/2967, reg. 13(3) (with Pt. III)
294
S. 149(g)(h) omitted (1.12.1996) by virtue of S.I. 1996/2967, reg. 24(2)(b) (with Pt. II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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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項 上院議長於諮詢首席顧問後， 得制定適用於著作權審議與調解委員會程
序規則， 經財政部之核准後，並得規定有關程序應繳納之規費。
第2項 關於審議與調解委員會得適用之規則，於英格蘭及威爾斯地區、北愛爾蘭
地區之程序，適用1996年仲裁法第1篇之任何有關規定295。
第3項 規則得制定下列各款規定：
(a) 禁止審議與調解委員會受理代表性機構依第118條、第119條或第120
條規定所提出之諮詢，但審議與調解委員會若能確認機構對其主張代
表之團體具有合理之代表性者，不在此限；
(b) 明定任何程序之當事人， 且賦予審議與調解委員會有權使任何人或機
構成為一造， 若其足以令審議與調解委員會接受其就該事件有重大利
益者；及
(c) 要求審議與調解委員會應給予兩造依規則規定以書面或口頭陳述案情
之機會。
第4項 該規則得以規定明定任何依第152條( 就法律爭點向法院提起上訴) 所為
上訴而生之偶發或間接事項。
第5項 依本條制定之規則， 其訂定與廢止須依法律， 經兩院之一議決為之。
第151條（費用、命令之證實等）
第1項 著作權審議與調解委員會得諭知當事人一方之費用， 由他方負擔；並得
裁定或決定費用金額，或指定兩造各應繳納之金額。
第2項 凡文件聲稱係審議與調解委員會命令之影本，而經主席核定為真實者，於
任何程序中，除有反證外，應足以作為證明該命令之證據。
第3項 關於蘇格蘭地區之程序，審議與調解委員會有確保證人出庭及文件製作之
權，有關證人宣誓之應訊，則就提呈事項作為裁判者。
第151A條296(裁定利息之給付)
第1項 以下任何一項，亦即：
(a) 依據第123條第3項向公眾傳播著作之授權有關之指示；
(b) 依據第123條第3項所做並與之有關之指示；
(c) 依據第135D條第1項所下之命令；及
(d) 為確認或變更第135D條第1項之命令，而依據第135F條所下之命令；
得裁定以單利方式計算利息，其利率及計息期均由著作權審議與調解委員
會認為適當者訂之，但該計息期之開始日期不得在相關日期之前，而其結
束日則不得在該命令作成日之後。
第2項 於本條中，稱「相關日期」，係指：
295

S. 150(2) substituted (31.1.1997) by 1996 c. 23, s. 107(1), Sch. 3 para. 50 (with s. 81(2)); S.I.
1996/3146, art. 3 (with Sch. 2)
296
S. 151A inserted (1.11.1996 with effect as mentioned in s. 139(3)) by 1996 c. 55, s. 139(2) (with s.
43(6)); S.I. 1996/2120, art. 5, Sch.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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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若與第123條第3項之指示有關，係指該交付日期；
(b) 若與第128條第3項之指示有關，係指該交付或申請日期；
(c) 若與第135D條第1項之指示有關，係指第135C條第(2)項規定之首次付
款到期日；及
(d) 若與第135F條之命令有關，指該申請日期。

上訴
第152條（就法律爭點向法院為上訴）
第1項 就著作權審議與調解委員會之決定而生之法律爭點，得向高等法院提起上
訴，如屬蘇格蘭地區所為之程序，應向Court of Session 為之。
第2項 依第150條規定之規則， 應明定得提起上訴之期間。
第3項 該條所定之規則得規定下列各款事項：
(a) 於審議與調解委員會之決定經上訴後， 擱置、授權或要求審議與調解
委員會擱置其命令之執行；
(b) 於審議與調解委員會之命令經擱置後， 修改本法有關執行之規定，俾
該命令能生效；
(c) 為確保受審議與調解委員會擱置命令影響之人，就擱置事項獲得通知
而為通知之公告或採取其他措施。

第九章：著作權的資格與延伸
著作權保護之資格
第153條（著作權保護）
第1項 除符合本章下列條款之資格要件外， 著作不得享有著作權：
(a) 著作人(詳參第154條) ；或
(b) 著作首次發行之國家(詳參第155條)；或
(c) 於廣播297之情形，廣播作成之國家(詳參第156條)。
第2項 第1項不適用於皇家著作權或議會著作權( 詳參第163條至第166D條298)
或依第168條享有之著作權( 若干國際組織享有之著作權) 。
第3項 符合本章或第163條、第165條或第168條所定資格要件之著作，不因任何
297

Words in s. 153(1)(c) repealed (31.10.2003) by The Copyright and Related Rights Regulations
2003(S.I. 2003/2498), reg. 2(2), Sch. 2 (with regs. 31-40)
298
Word in s. 153(2) substituted by Government of Wales Act 2006 (c. 32), s. 160(1), Sch. 10 para.
25 (with Sch. 11 para. 22), the amending provision coming into force immediately after "the 2007
election" (held on 3.5.2007) subject to s. 161(4)(5) of the amending Act, which provides for certain
provisions to come into force for specified purposes immediately after the end of "the initial period"
(which ended with the day of the first appointment of a First Minister on 25.5.2007) - see ss. 46,
161(1)(4)(5) of the amending Ac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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後來事由而喪失其著作權。
第154條（著作人）
第1項 如著作人於法定時點符合下列要件者， 其著作享有著作權之保護：
(a) 英國公民、英國屬土公民、英國國民( 海外) 、英國僑民、或依1981
年英國國籍法之英國臣民或受英國保護之人；或
(b) 居住於英國或本篇規定得延伸效力所及國家之人；或
(c) 依英國法律設立或本篇規定得延伸效力所及國家之法人團體。
第2項 依第159條所定命令之規定( 未受本篇延伸效力所及而仍適用本篇規定之
國家) ，若著作人於法定期間為該國之公民、臣民、居住民、或為依該國
法律設立之法人團體者，其著作依命令享有著作權保障。
第3項 共同著作人之一，若於法定期間符合第1項或第2項所定要件者，其共同著
作應享有著作權保護， 但著作僅符合本條規定而受著作權保護者，基於
下列目的，僅限於符合所定要件之著作人：
第11條第1項及第2項（原始著作權; 著作人或其雇主之權利）；
第12條第1項及第2項（著作權之期間）以及第9條第4項適用於第12條第2
項之情形（「著作人不詳」之定義）299；及
第57條（不具名或筆名著作：於著作權屆滿或著作人死亡而推定為准許之
行為）
第4項 關於語文、戲劇、音樂或美術著作之法定期間，係指：
(a) 於未發行著作之情形，係指該著作完成時，或若經一段期間始完成者，
係指該期間之主要部分；
(b) 於已發行著作之情形，係指該著作首次發行時，或若著作人於發行前
死亡，係指其死亡前之時刻。
第5項 其他類別著作之法定期間，規定如下：
(a) 於錄音著作或視聽著作之情形，係指製作完成時；
(b) 於廣播之情形，係指廣播作成時；
(c) （刪除300）
(d) 於已發行版本之排版整理之情形，係指該版本首次發行之時。
第155條（首次發行國家）
第1項 語文、戲劇、音樂或美術著作、錄音著作或視聽著作、或已發行版本之排
版整理， 若於下列地方首次發行者，享有著作權之保護：
(a) 英國，或
(b) 本篇相關條文效力延伸所及之其他國家。

299

Paragraph in s. 154(3) substituted (1.1.1996) by S.I. 1995/3297, reg. 5(3) (with Pt. III)
S. 154(5)(c) repealed (31.10.2003) by The Copyright and Related Rights Regulations 2003
(S.I.2003/2498), reg. 2(2), Sch. 2 (with regs. 31-40)
3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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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2項 依第159條所頒定命令之規定，若著作係首次發行於該命令所指之國家，
該著作亦享有著作權之保護。
第3項 為符合本條之意旨，同時於其他地方發行者，其於該國之發行應視為首次
發行，因此，三十天以內於其他地方發行者，視為同時發行。
第156條（播送地區）
第1項 在下列地區作成之廣播301，應享有著作權之保護：
(a) 英國，或
(b) 本篇相關條文效力延伸所及之其他國家。
第2項 依第159條所頒定命令之規定，若廣播，係播送或發送自該命令所指國家
之某一地區者，亦享有著作權之保護。

本篇之延伸與適用
第157條（本篇延伸適用之國家）
第1項 本篇適用範圍及於英格蘭及威爾斯、蘇格蘭及北愛爾蘭地區。
第2項 英女王得頒布樞密院命令，指示除命令中之例外與修正規定外， 延伸本
篇效力及於下列地區：
(a) 任何海峽群島；
(b) 曼島；或
(c) 任何殖民地。
第3項 除該命令定有例外及修正規定外，該權力包括有權延伸依本章後述規定而
發布之任何樞密院命令。
第4項 一國之立法機關因本篇延伸所及，得就下列事項，視其國家需要增加或修
改本篇規定，作為其國內法之一部而施行：
(a) 關於程序及救濟，或
(b) 關於享有著作權保護而與該國有關之著作。
第5項 本條不得解釋為限制附錄一第36條有關本篇不延伸於獨立國家法律之範
圍。
第158條（終止為殖民地之國家）
第1項 本篇延伸適用之國家，於終止為英國殖民地者，適用後述規定。
第2項 基於下列目的，終止為殖民地之日即應終止被視為本篇所延伸之國家：
(a) 依第160條第2項(a)款之規定，及
(b) 依第163條及第165條規定( 皇家及議會著作權)。
第3項 但依本篇第154條至第156條規定，除具備下列原因外，依據本篇規定而原
301

Words in s. 156(1)(2) repealed (31.10.2003) by The Copyright and Related Rights Regulations
2003(S.I. 2003/2498), reg. 2(2), Sch. 2 (with regs. 31-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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應延伸適用之國家，應繼續視為延伸適用之國家：
(a) 依第159條作成關於該國之樞密院命令( 適用本篇於未受延伸效力所
及之國家)，或
(b) 作成樞密院命令，宣布因該國與本篇規定有關之法律已廢止或修正，
因而應對其終止有關之待遇。
第4項 依據第3項(b)款作成之命令，擬訂與撤銷均須依據法律，由兩院之一議決
為之。
第159條（適用本篇於未受延伸效力所及之國家）
第1項 英女王得以樞密院命令制定條款，指定任何本篇之條款適用於本篇延伸不
及之國家，以確保該等條款適用於下列情形：
(a) 該國人民或臣民或其境內之居住民準用關於英國人民或居住於英國之
人的相關規定，或
(b) 依該國法律設立之法人團體準用依英國法律設立之法人團體的相關規
定，或
(c) 首次發行於該國之著作準用首次發行於英國之著作的相關規定，或
(d) 自該國作成或自該國播送之廣播302準用自英國作成或播送之廣播的相
關規定。
第2項 命令得就第一項所提及之全部或部份事項訂定條款，並得為下列事項：
(a) 除該命令另有特定例外及修正之規定外，適用本篇之任何條款，及
(b) 指示本篇任何條款得依命令規定概括或特別適用於某類別著作。
第3項 除締約國家或其他歐盟會員國之情形外，英女王不得依本條作成有關該國
之樞密院命令，但能確認該國法律業已或將就有關該命令之著作類別為規
定，而給予本篇所定著作權人以適當之保護者，不在此限。
第4項 第3項所稱「締約國家」， 係指與著作權有關之公約之會員國，而英國亦
為該公約之會員國。
第5項 依據本條作成之命令，擬訂與撤銷均須依據法律，由兩院之一議決為之。
第160條（不賦予英國人著作適當保護之國家，其國民之著作權不予保護）
第1項 英女王若認為某國法律未給予適用本條之英國人著作適當保護，或不保護
某種或某類著作者，其得依本條制定樞密院命令，限制該國著作人之著作
依本篇所賦予之權利。
第2項 本條之命令，應指定有關之國家並依命令之本旨，明定於命令中規定之日
期後始首次發行之著作，若著作人於該發行時有下列情形者，就該發行應
不得視為符合著作權之保護要件：
(a) 該國之國民或臣民，或
302

Words in s. 159(1)(d) repealed (31.10.2003) by The Copyright and Related Rights Regulations
2003(S.I. 2003/2498), reg. 2(2), Sch. 2 (with regs. 31-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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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依該國法律設立之法人團體；
且該命令得依本篇之意旨或依該命令訂定之目的，以及若該命令所訂定係
以概括或特定之方式就第1項所稱不予保護之性質及範圍，制定該條款。
第3項 本條適用於語文、戲劇、音樂及美術著作、錄音著作及視聽著作；而「英
國人著作」係指依第154條規定所稱符合法定期間規定之著作人之著作。
第4項 依據本條作成之命令，擬訂與撤銷均須依據法律，由兩院之一議決為之。

附則
第161條（領海與大陸礁層）
第1項 依據本篇之意旨，英國之領海，視為英國之一部分。
第2項 因直接與開採海床或其地層或開採其天然資源有關，而於英國大陸礁層之
構築上或停靠於該處之船舶上完成之事物，準用本篇關於英國境內完成之
事物之相關規定。
第3項 英國大陸礁層，係指依1974年大陸礁層法第1條第7項規定，以命令指定之
區域。
第162條（英國船舶、航空器及氣墊船）
第1項 在英國船舶、航空器或氣墊船上所完成之事物，準用本篇關於英國境內完
成之事物之相關規定。
第2項 本條之名詞定義如下：
「英國船舶」係指商用船舶法( 詳參1988年商用業船舶法第2條) 所定義
之英國船舶， 而非在英國以外國家註冊之船舶。
「英國航空器」及「英國氣墊船」係指在英國註冊之航空器或氣墊船。

第十章：雜項與一般注意事項
皇家及議會著作權
第163條（皇家著作權）
第1項 由英女王或皇家官員或公僕於其職務範圍內完成之著作，適用下列之規
定：
(a) 該著作應不受第153條第1項之限制而應享有著作權之保護，及
(b) 英女王為該著作之原始著作權人。
第1A項（刪除303）
303

S. 163(1A) repealed by Government of Wales Act 2006 (c. 32), ss. 160(1), 163, Sch. 10 para.
26(2), Sch. 12 (with Sch. 11 para. 22), the amending provision coming into force immediately after
"the 2007 election" (held on 3.5.2007) subject to s. 161(4)(5) of the amending Act, which provides for
certain provisions to come into force for specified purposes immediately after the end of "the initial
period" (which ended with the day of the first appointment of a First Minister on 25.5.2007) - see ss. 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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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2項 無論該著作係得讓與或已讓與他人，該著作之著作權依本篇所指為「皇家
著作權」。
第3項 語文、戲劇或音樂著作之皇家著作權，其著作權期間依下列規定：
(a) 自該著作完成之年年底起算至第125年年底止，或
(b) 若該著作自完成之年年底起算至第75年年底內業經商業性發行，則自
該著作首次發行之年年底起算至第50年年底止。
第4項 若係共同著作，著作人中一人以上但並非全部適用第1款之規定時，本條
規定僅適用於該等著作人及其在該著作所完成部份之著作權。
第5項 除前述規定及本篇另有其他明示排除規定外，本篇條文對皇家著作權之適
用與其他著作權相同。
第6項 本條不適用於享有議會著作權之著作（詳參第165條到304第166D條305）。
第164條（法令及規範之著作權）
第1項 女王陛下對蘇格蘭地區306、威爾斯307地區和北愛爾蘭308地區之議會以及英
國國教作成之任一法案享有著作權。
第2項 前項著作權之存續期間為自出具皇家御准當年年底起算至第50年年底
止。
第3項 本篇中提及皇家著作權者( 除第163條外) ，均包括本條中所述之著作權；
且除上述所定者外，本篇所定之條款適用於與本條有關之著作權者，準用
於其他皇家著作權。
第4項 以下情形，不存在其他著作權或著作權性質之權利，除非符合以下條件：
(a) 若是英格蘭教會之宗教大會決議，其條件為獲得皇室核准後滿50年；
及
(b) 若是威爾斯國民會議的決議，其條件則為獲得女王會同樞密院核准後
滿50年。
161(1)(4)(5) of the amending Act.
304
Words in s. 163(6) substituted (6.5.1999) by 1998 c. 46, s. 125(1), Sch. 8 para. 25(4); S.I.
1998/3178, art. 2(2), Sch. 3
305
Word in s. 163(6) substituted by Government of Wales Act 2006 (c. 32), s. 160(1), Sch. 10 para.
26(3) (with Sch. 11 para. 22), the amending provision coming into force immediately after "the 2007
election" (held on 3.5.2007) subject to s. 161(4)(5) of the amending Act, which provides for certain
provisions to come into force for specified purposes immediately after the end of "the initial period"
(which ended with the day of the first appointment of a First Minister on 25.5.2007) - see ss. 46,
161(1)(4)(5) of the amending Ac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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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ords in s. 164(1) inserted (6.5.1999) by 1998 c. 46, s. 125(1), Sch. 8 para. 25(5); S.I. 1998/3178,
art.2(2), Sch.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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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ords in s. 164(1) inserted (2.12.1999) by 1998 c. 47, s. 99, Sch. 13 para. 8(5) (with s. 95);
S.I.1999/3209, art. 2, Sc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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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ords in s. 164(1) inserted by Government of Wales Act 2006 (c. 32), s. 160(1), Sch. 10 para.27(2)
(with Sch. 11 para. 22), the amending provision coming into force immediately after "the 2007
election" (held on 3.5.2007) subject to s. 161(4)(5) of the amending Act, which provides for certain
provisions to come into force for specified purposes immediately after the end of "the initial period"
(which ended with the day of the first appointment of a First Minister on 25.5.2007) - see ss. 46,
161(1)(4)(5) of the amending Ac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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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65條（議會著作權）
第1項 由上議院或下議院所製作或在其督導下所製作之著作，適用下列規定：
(a) 該著作享有著作權之保護，不受第153條第1項之限制( 享有著作權保
護之一般資格要件) ，及
(b) 任一議院中創作該著作之人或該著作係在其督導下所創作之人，視為
該著作之原始著作權人，若著作係由兩院或在兩院共同督導下所完成
者，則兩院視為該著作權之原始共同著作權人。
第2項 前述著作之著作權縱使得讓與或已讓與他人，在本篇中仍稱為「議會著作
權」。
第3項 語文、戲劇、音樂或美術著作之議會著作權存續期間，自該著作完成之年
年底算起至第50年年底止。
第4項 依據本條之意旨，由上議院或下議院所創作或在其督導下所創作之著作係
指：
(a) 任一議院之官員或受僱人在其任職期間所完成之著作，及
(b) 任一議院議程之錄音著作、視聽著作或現場轉播節目309。
但僅由任一議院委託完成或代任一議院所完成之著作，不得視為係由該議
院所完成或在其督導下所完成之著作。
第5項 若係共同著作，而著作人中一人以上但並非全部著作人係代上議院或下議
院或在其督導下所完成者，本條規定僅適用於該等著作人及其在該著作中
所完成部份之著作權。
第6項 除前述規定及本篇另有其他明示排除規定外，本篇條文對議會著作權之適
用與其他著作權相同。
第7項 除樞密院命令所載之例外或修正情形外，本條條文亦適用於由本篇適用之
國家之立法機關所完成或在其督導下所完成之著作，且本篇提及「議會著
作權」時亦應據此解釋之。
第8項 法律含有前述第7項所頒定樞密院命令者，得經任一議院之決議而撤銷
之。
第166條（議會法案之著作權）
第1項 議會所制訂法案之著作權，依下列規定屬於任一議院或由兩者共有。
第2項 公共法案之著作權， 最初屬於制訂該法案之議院所有，嗣後提交於第二
個議院後即由兩議院共有，該法案之著作權於該法案全文提交議院時發
生。
第3項 民間法案之著作權由兩院共有，而該著作權於該法案首次提交於任一議院
時起發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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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ords in s. 165(4)(b) substituted (31.10.2003) by The Copyright and Related Rights Regulations
2003 (S.I. 2003/2498), reg. 2(1), Sch. 1 para. 11(b) (with regs. 31-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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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4項 個人法案之著作權，最初屬於上議院所有，嗣後提交於下議院後即由兩院
共有，而該著作權於其在上議院進入一讀程序時起發生。
第5項 本條所定義之著作權，因下列情形而終止：
(a) 獲得皇家御准時，或
(b) 若法案並未獲得皇家御准，於該法案撤回或遭拒絕或會期結束時。
但在任一會期遭上議院拒絕之法案，若根據1911年及1949年議會法之規定，
其仍有可能在該會期期間內提出請求皇家御准時，該法案之著作權仍存
續。
第6項 本篇中提及議會著作權者( 除第165條外)，均包括本條所述之著作權，且
除上述者外，本篇所定之條款適用於與本條有關之著作權者，適用於其他
議會著作權。
第7項 任何法案依本條規定享有著作權後，即不得再享有其他著作權或其著作權
性質之權利，但不影響本條條文對某一會期未通過而在下一會期再提出之
法案之適用。
第166A條310（蘇格蘭議會法案之著作權）
第1項 蘇格蘭議會審議之法案，其著作權屬於蘇格蘭議會法人機構。
第2項 本條規定之著作權，其存續期間從法案全文遞交議會審議開始，至：
(a) 法案獲得皇室核准時止；或
(b) 若法案沒有獲得皇室核准，則至其被撤回或駁回或議會不再就該法案
採取進一步之程序時止。
第3項 凡於本篇中提及議會著作權時 (第165條除外) 均包括本條提及之著作權；
並除上述外，本篇之規定應比照本條提及之著作權，適用於其他議會著作
權。
第4項 於著作權一旦依據本條存在之後，即不存在其他著作權或著作權性質之權
利；但不因此影響之後本條對於尚未獲得皇室核准但後來遞交議會之法案
之適用。
第166B條311（北愛爾蘭議會法案之著作權）
第1項 北愛爾蘭議會審議之法案，其著作權屬於北愛爾蘭議會委員會。
第2項 本條規定之著作權，其存續期間從法案全文遞交議會審議開始，至：
(a) 法案獲得皇室核准時止；或
(b) 若法案沒有獲得皇室核准，則至其被撤回或駁回或議會不再就該法案
採取進一步之程序時止。
第3項 凡於本篇中提及議會著作權時 (第165條除外) 均包括本條提及之著作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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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 166A inserted (6.5.1999) by 1998 c. 46, s. 125(1), Sch. 8 para. 25(6); S.I. 1998/3178, art. 2(2),
Sch. 3
311
S. 166B inserted (2.12.1999) by 1998 c. 47, s. 99, Sch. 13 para. 8(6) (with s. 95); S.I. 1999/3209,
art. 2, Sc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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並除上述外，本篇之規定應比照本條提及之著作權，適用於其他議會著作
權。
第4項 於著作權一旦依據本條存在之後，即不存在其他著作權或著作權性質之權
利；但不因此影響之後本條對於尚未獲得皇室核准但後來遞交議會之法案
之適用。
第166C條312（威爾斯議會提案之著作權）
第1項 威爾斯議會之每項提案，其著作權屬於威爾斯議會委員會。
第2項 本條規定之著作權，其存續期間從議會提案全文遞交議會審議開始，至：
(a) 議會提案獲得女王會同樞密院核准時止；
(b) 若議會提案沒有獲得女王會同樞密院核准，則至其被撤回或駁回或議
會不再就該提案採取進一步之程序時止。
第3項 凡於本篇中提及議會著作權時 (第165條除外) 均包括本條提及之著作權；
並除上述外，本篇之規定應比照本條提及之著作權，適用於其他議會著作
權。
第4項 於著作權一旦依據本條存在之後，即不存在其他著作權或著作權性質之權
利；但不因此影響之後本條對於尚未獲得女王會同樞密院核准但後來遞交
議會之提案之適用。
第166D條（威爾斯議會法案之著作權）
第1項 威爾斯議會審議之法案，其著作權屬於威爾斯議會委員會。
第2項 本條規定之著作權，其存續期間從法案全文遞交議會審議開始，至：
(a) 法案獲得皇室核准時止；或
(b) 若法案沒有獲得皇室核准，則至其被撤回或駁回或議會不再就該法案
採取進一步之程序時止。
第3項 凡於本篇中提及議會著作權時 (第165條除外) 均包括本條提及之著作權；
並除上述外，本篇之規定應比照本條提及之著作權，適用於其他議會著作
權。
第4項 於著作權一旦依據本條存在之後，即不存在其他著作權或著作權性質之權
利；但不因此影響之後本條對於尚未獲得皇室核准但後來遞交議會之提案
之適用。
第167條（議會：著作權附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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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s. 166C, 166D inserted by Government of Wales Act 2006 (c. 32), s. 160(1), Sch. 10 para. 28
(with Sch. 11 para. 22), the amending provision coming into force immediately after "the 2007
election" (held on 3.5.2007) subject to s. 161(4)(5) of the amending Act, which provides for certain
provisions to come into force for specified purposes immediately after the end of "the initial period"
(which ended with the day of the first appointment of a First Minister on 25.5.2007) - see ss. 46,
161(1)(4)(5) of the amending Ac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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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項 為確保著作權之持有、交易及執行以及有關著作權之訴訟程序進行，兩議
院中任一議院應視為具有法律能力之法人，並不受議會休會或解散之影
響。
第2項 下議院身為著作權人之職務，應由議長代為執行；於議長出缺或經議長授
權時，預算委員會主席或副主席得代為執行職務。
第3項 基於第2項之目的，議會解散時曾擔任下議院議長、預算委填會主席或副
主席職位之人，得繼續擔任該職位直至下屆會期另指派他人接任為止。
第4項 上議院身為著作權人之職務，應由議會事務長代為執行；於該事務長出缺
或經其授權時，得由助理事務長代為執行職務。
第5項 著作權之訴訟程序：
(a) 應由下議院以下議院議長之名義提起；若下議院係為被告，亦同。
(b) 應由上議院以議會事務長之名義提起；若上議院係為被告，亦同。

其他規定
第168條（特定國際組織享有之著作權）
第1項 原創之文字、戲劇、音樂或美術著作有下列情形者，該著作依本條規定享
有著作權， 且該組織為原始之著作權人：
(a) 係由適用本條之國際組織之官員或受僱人所創作，或由該組織所出版，
及
第2項
第3項

第4項
第5項

(b) 不符合第154條或第155條所規定之享有著作權保護之資格。
適用本條之國際組織，係指經英女王審酌後以樞密院命令宣告適用本條
者。
依本條規定，以國際組織為原始著作權人之著作權，其期間自著作完成之
年年底起算至50年年底止，或得由英女王遵照英國所負國際義務以樞密院
命令規定較長之期間。
適用本條規定之國際組織，於全部法定期間內，視為具有法定之法人能力，
得享有、處分及行使著作權，及進行與著作權有關之法律訴訟程序。
包括有本條所頒定之樞密院命令之法律之廢止須依兩院之一決議為之。

第169條（民俗等: 不具名未發行著作）
第1項 著作人身份不詳且為未發行之語文、戲劇。音樂或美術著作，而證據顯示
其著作人( 或於共同著作之情形， 其係著作人之一) 為英國以外國家之
資格自然人，除有反證或本篇另有規定外，應推定為資格自然人，該著作
為有著作權。
第2項 如依該國法律指定團體，保護並行使該著作之著作權者，英女王得基於本
條之目的，以樞密院命令指定該團體。
第3項 前項經指定之團體，於英國應承認其依該國法律，具有著作權人授予作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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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何事項之權，尤得以本身名義提起訴訟之權，但不包括著作權之讓與。
第4項 包括有本條所定之樞密院命令之法律之廢止須依據兩院之一決議為之。
第5項 第1項所稱「資格自然人」， 係指於法定期間( 依第154條規定之涵義) 其
人之著作享有該條之著作權保護。
第6項 若著作權業經著作人讓與，且其已通知被指定之團體者，不適用本條規定；
本條亦不對著作人或其合法代理人所為之著作權讓與或授權之效力致生
妨礙。

過渡條款與保留
第170條（過渡條款與保留）
著作之完成及行為或事件發生在本篇生效之前，以及其他與本篇施行條款有關之
過渡與保留條款，規定於附錄一。
第171條（依據其他制定法或習慣法之特權）
第1項 本篇之規定對於下列各款情形，不生效力：
(a) 依法所賦予任何人之任何權利或特權( 除該法為本法所明文予以廢止、
修正或變更者)；
(b) 法律以外由皇家持有之權利或特權；
(c) 議會之任一議院之權利或特權；

第2項
第3項
第4項
第5項

(d) 由皇家或經其授權之人銷售、使用或以其他方式處理依關稅法沒收之
物品之權利；
(e) 運用任何與違反誠信相關之衡平法理原則。
除保留之權利外， 非依本篇或其他若干法律相關之規定，不可享有著作
權或類似著作權之權利。
本篇之規定對於依據公眾利益或其他理由而禁止或限制行使著作權之法
規，不生影響。
本篇之規定對於任何因本篇第四章( 人格權)所賦予之權利受侵害，而得
適用本篇以外之任何民事或刑事訴訟程序或其他救濟之權利，不生影響。
第1項所述之保留，其效力不及於第164條第4項及第166條第7項之情形
( 法令及規範之著作權; 排除具有著作權性質之其他權利) 。

解釋
第172條（解釋之一般規定）
第1項 本篇補充及修定著作權法，係指修訂1956年著作權法。
第2項 本篇條款係先前舊法之對應條款者，不得僅因表達措詞之變更而解釋為與
舊條款之意義背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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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3項 依先前法律所為之判決，得作為本篇相關條款有無背離先前法律之參證，
或作為建立本篇條款解釋之真義。
第172A條313（EEA與其他相關意義）
第1項 於本篇中：
「EEA」，係指歐洲經濟區；及
「EEA 締約國」，係指會員國、冰島、列支敦士頓或挪威。
第2項 於本篇中，凡提及其為 EEA 締約國國民之人時，若與法人機構有關，均
指依據 EEA 締約國法律立案之法人機構。
第3項（刪除314）

第173條（關於著作權人之解釋）
第1項數人( 不論是否因部分之讓與或其他原因) 就同一著作分別享有著作權各
項權利者， 依本篇規定之著作權人，即係指享有各該項著作權之人。
第2項著作權（ 或著作權之各項權利) 為一人以上共有者， 則本篇所定之著作
權人，" 係指全部所有權人， 因此几規定著作權人授權之任何要求， 須經全體
之授權。
第174條（「教育機構」及其有關用詞之定義）
第1項 本篇條款所稱「教育機構」一詞， 係指:
(a) 任何學校；及
(b) 任何本篇條款、或國務院命令特定之其他類型教育機構。
第2項 國務院得以命令規定本篇關於教育機構之條款，依命令為必要之修改後，
應適用於地方教育主管機關為教導無法入學兒童而僱用之教師。
第3項 第1項(a)款所稱「學校」具有下列之意義：
(a) 於英格蘭及威爾斯地區，與1996年教育法315規定之意義相同；
(b) 於蘇格蘭地區，與1962年蘇格蘭教育法規定之意義相同，但其亦包括
1968年蘇格蘭社會工作法有關感化院之意義；及
(c) 於北愛爾蘭地區，與1969年北愛爾蘭教育與圖書館命令規定之意義相
同。
第175條（發行與商業性發行之意義）
第1項 本篇所指之「發行」就著作而言，其意義如下，且與其有關之用詞亦應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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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 172A inserted (1.1.1996) by S.I. 1995/3297, reg. 11(1) (with Pt. III)；S. 172A(1) and sidenote
substituted (1.12.1996) by S.I. 1996/2967, reg. 9(5) (with Pt. III)
314
S. 172A(3) repealed (29.4.2006) by The Intellectual Property (Enforcement, etc.) Regulations 2006
(S.I.2006/1028), reg. 2(4), Sch. 4
315
Words in s. 174(3) substituted (1.11.1996) by 1996 c. 56, ss. 582(1), 583(2), Sch. 37 Pt. I para. 83
(with Sch. 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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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為解釋：
(a) 係指散布重製物於公眾，及
(b) 於語文、戲劇、音樂或美術著作之情形，包括藉電子資訊檢索系統提
供予公眾。
第2項 本篇所稱「商業性發行」，就語文、戲劇、音樂或美術著作而言，其意義
如下，且與其有關之用詞亦應據此為解釋：
(a) 於接受訂單前，著作之重製物業已製造完成，可普遍供應公眾，而散
布該著作之重製物於公眾，或
(b) 藉電子資訊檢索系統，將該著作提供與公眾。
第3項 以建築物形式之建築著作，或以融合於建築物、建築物構築之美術著作，
應視同該著作之發行。
第4項 依據本篇之意旨，下列各款不構成發行，且所指之商業性發行應據此為解
釋：
(a) 於語文、戲劇或音樂著作之情形
(i)
該著作之表演，或
(ii)
公開傳播該著作；
(b) 於美術著作之情形
(i)
該著作之展示；
(ii)
散布表現建築物形式或建物模型之建築著作、雕塑或工藝美術
著作之攝影或形著作之重製物於公眾；
(iii) 散布含有該著作之視聽著作之重製物於公眾
(iv)
公開傳播該著作
(c) 於錄音或視聽著作之情形
(i)
公開播送或上映該著作；或
(ii)
公開傳播該著作
第5項 本篇所稱之發行或商業性發行，不包括不實及並非為滿足公眾合理需要之
發行。
第6項 任何非授權行為，均不符合本條規定。
第176條（適用於法人之簽署要件）
第1項 下列各條有關由本人或其代理人簽署文件之規定， 於法人以蓋章為之者，
亦適用之：
第78條第3項(b)款；
第90條第3項；
第91條第1項；
第92條第1項。
第2項 下列各條有關由本人簽署文件之規定， 於法人以蓋章或其代表人代為簽
名時亦適用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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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78條第2項(b)款；及
第87條第2項
第177條（蘇格蘭地區改採之用詞）
本篇適用於蘇格蘭地區之名詞， 其意義如下：
account of profits 與 accounting &payment of profits 同義；
accounts 與 count, reckoning & payment 同義；
assignment 與 assignation 同義；
costs 與 expenses同義；
defendant 與 defender同義；
delivery up 與 delivery同義；
estoppels與 personal bar同義；
interlocutory relief 與 interim remedy同義;及
plaintiff與 pursuer同義。
第178條（次要用詞定義）
本篇用詞如下：
「文章」指期刊內容中一篇文章， 包括任何描述事項；
「商業」包貿易或專業；
「集合著作」係指：
(a) 多名著作人共同完成之一項著作，或
(b) 不同著作人各創作不同部份所組成之一項著作，或不同著作人之著作或著作
部份所組成之多項著作；
「電腦產生」，與著作有關者，係指著作無自然人為著作人，著作由電腦所產生
之情形；
「國家」包括任何領土；
「皇家」包括英女王轄下、蘇格蘭、威爾斯、北愛爾蘭政府之皇家或本篇得延伸
適用而在英國以外之任何國家者;
「電子的」係指以電。磁、電磁、電化或電機作用者， 而「以電子形式」係指
僅使用電子方法；
「僱用」、「受僱人」、「僱用人」及「僱傭」係指依服務或學徒契約成立之僱
傭；
「原樣重製物」包括將原樣尺碼縮小或放大之重製物；
「國際組織」係指其會員包括一國以上之組織者；
「司法程序」係指法院、審議與調解委員會或有權作成影響他人權利義務決定之
人所為之程序；
「立法程序」包括北愛爾蘭316、蘇格蘭317、威爾斯318之議會或歐洲議會之程序；
316

Words in s. 178 inserted (6.5.1999) by 1998 c. 46, s. 125(1), Sch. 8 para. 25(7)(a); S.I. 1998/317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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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個人學習」不包括直接或間接為商業目的之任何學習319；
「製作人」，若與一錄音著作或一視聽著作有關，指負責該錄音著作或視聽著作
之製作所需之各項安排有關之人320；
「公共圖書館」，係指其管理符合以下條件之圖書館321：
(a) 若是在英格蘭與威爾斯，指1964年公共圖書館與博物館法定義範圍內之圖
書館；
(b) 若是在蘇格蘭，指1955年(蘇格蘭)公共圖書館法定義範圍內之法定圖書
館；
(c) 若是在北愛爾蘭，指1986年(北愛爾蘭)教育與公共圖書館定義範圍內之教
育與圖書館董事會；
（刪除322）
「出租權」，係指著作權人得授權或禁止著作重製物出租之權利 (詳參第18A
條)323；
「影印重製物」係指以影印方法而重製者；
「影印方法」係指下列各款方法：
(a) 製作臨摹副本 ; 或（for making facsimile copies, or）
(b) 涉及使用能製作多份重製之器具
關於以電子的方法貯存之著作，包括任何電子方法之重製，但不包括視聽著作或
錄音著作之製作；
「充分明示出處」係指註明有關著作之名稱或其他敘述，及著作人身份，但下列
情形除外：
(a) 於已發行著作之情形，將著作不具名出版；
(b) 於未發行著作之情形，經合理查詢仍無法確定著作人身份者。
「充分棄權聲明」， 就有關足以侵害第80條賦予權利之行為( 禁止以損害名譽
方式刪改著作之權) ，係指於下列情形， 以明確而合理顯著之標示，聲明著作
人或導演未同意該著作之刪改:
(a) 提出於該行為發生時; 且
art.2(2), Sch. 3
317
Words in s. 178 inserted (6.5.1999) by 1998 c. 46, s. 125(1), Sch. 8 para. 25(7)(b); S.I. 1998/3178,
art.2(2), Sch. 3
318
S. 178: words in definition of "parliamentary proceedings" inserted by Government of Wales Act
2006(c. 32), s. 160(1), Sch. 10 para. 29(3) (with Sch. 11 para. 22), the amending provision coming
into force immediately after "the 2007 election" (held on 3.5.2007) subject to s. 161(4)(5) of the
amending Act, which provides for certain provisions to come into force for specified purposes
immediately after the end of "the initial period" (which ended with the day of the first appointment of a
First Minister on 25.5.2007) - see ss. 46, 161(1)(4)(5) of the amending Act.
319
S. 178: definition of "private study" inserted (31.10.2003) by The Copyright and Related Rights
Regulations 2003 (S.I. 2003/2498), reg. 2(1), Sch. 1 para. 15(3) (with regs. 31-40)
320
Definition in s. 178 inserted (1.12.1996 with effect in relation to films made on or after 31.7.1994)
by S.I. 1996/2967, regs. 18(5), 36 (with Pt. III)
321
Definition in s. 178 inserted (1.12.1996) by S.I. 1996/2967, reg. 11(5) (with Pt. III)
322
Definition in s. 178 omitted (1.12.1996) by virtue of S.I. 1996/2967, reg. 10(3) (with Pt. III)
323
Definition in s. 178 inserted (1.12.1996) by S.I. 1996/2967, reg. 10(3) (with Pt. II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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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若有表示著作人或導演時，列於該表示旁。
「電信系統」係指以電子方法傳遞影像、聲音或其他訊息之系統；
「印刷字體」包括使用於印刷之裝飾性圖形;
「未授權」對關於著作之任何行為而言，
「字體」包括使用於印刷之裝飾性圖形;
「未授權」對關於著作之任何行為而言，係指下列各款以外之行為：
(a) 受著作權人授權而為者；或
(b) 如該著作為無著作權，受著作人或於適用第11條第2項之情形，受著作之僱
用人或合法主張權利之人授權而為者；或
(c) 依據第48條之規定( 皇家就某些資料予以重製) ，
「無線廣播」，係指用無線電信廣播324；
「無線電信」，係指通過非以專為該目的建構或安排之物質提供之通路傳送電磁
能，但不包括陸地定點之間的微波能之傳輸325。
「文書」包括任何形態之符號或電碼，不論用手或其他方法，亦不管所使用之載
體或紀錄之方法，而「書寫」亦應據此為解釋。
第179條（用詞定義索引）
下列對照表係本篇各條款通用詞之定義或解釋( 特定條款所定專用於各該條款用詞定
義與解釋不包括在內) ：

用詞定義

條項

備份

第31F條第3項

利潤價值及帳目( 適用蘇格蘭地區)

第177條
第16條第1項
第21條第3項

著作權所限制之行為
改作
經核准之機構
檔案室管理員(適用第27條至第43條）
文章( 載於期刊）
美術著作
讓與( 適用蘇格蘭地區)
著作人
廣播(及相關用詞)
建築物

第31B條第12項

第37條第6項
第178條
第4條第1項
第177條
第9條及第10條第3項
第6條
第4條第2項

商業

第178條
326

有線節目、有線節目服務（刪除 ）

324

S. 178: definition of "wireless broadcast" inserted (31.10.2003) by The Copyright and Related
Rights Regulations 2003 (S.I. 2003/2498), reg. 2(1), Sch. 1 para. 15(3) (with regs. 31-40)
325
Words in s. 178 inserted (1.12.1996) by S.I. 1996/2967, reg. 8 (with Pt. III)
326
S. 179: entry for "cable programme, cable programme service (and related expressions)" repealed
(31.10.2003) by The Copyright and Related Rights Regulations 2003 (S.I. 2003/2498), reg. 2(2), Sch.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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集合著作

第178條

施行（附錄一）

附錄一第1條第2項

商業性發行

第175條

327

公開傳播

第20條

電腦產生

第178條

重製物及重製

第17條

著作權(概括)

第1條

著作權(附錄一)

附錄一第2條第2項

著作權人

第101條第2項及第173條

著作權審議與調解委員會

第145條

有著作權之著作

第1條第2項

費用(適用蘇格蘭地區)

第177條

國家

第178條
328

原籍國

第15A條]

皇家

第178條

皇家著作權

第163條第2項及第164條第3項

329

資料庫

第3A條第1項

被告( 適用蘇格蘭地區)

第177條

交付( 適用蘇格蘭地區)

第177條

戲劇著作

第3條第1項

教育機構

第174條第1項至第4項

電子及電子形式

第178條

僱用、受僱人、僱用人及僱傭

第178條

330

除外錄音著作

第72條第1A項

專屬授權

第92條第1項

the EEA,歐洲經濟區

第172A條332

EEA state and national of an EEA state331
歐洲經濟區締約國
既存著作(附錄一)

附錄一第1條第3項

原樣重製物

第178條

(with regs. 31-40)；Words in s. 179 repealed (31.10.2003) by The Copyright and Related Rights
Regulations 2003 (S.I.2003/2498), reg. 2(2), Sch. 2 (with regs. 32, 33)
327
Words in s. 179 inserted (31.10.2003) by The Copyright and Related Rights Regulations 2003
(S.I.2003/2498), reg. 2(1), Sch. 1 para. 15(4) (with regs. 31-40)
328
Words in s. 179 inserted (1.1.1996) by S.I. 1995/3297, reg. 8(2) (with Pt. III)
329
Words in s. 179 inserted (1.1.1998) by S.I. 1997/3032, reg. 11 (with Pt. IV)
330
Words in s. 179 inserted (31.10.2003) by The Copyright and Related Rights Regulations 2003
(S.I.2003/2498), reg. 21(7) (with regs. 31-40)
331
Words in s. 179 substituted (29.4.2006) by The Intellectual Property (Enforcement, etc.)
Regulations 2006 (S.I. 2006/1028), reg. 2(2), Sch. 2 para. 9
332
Words in s. 179 inserted (1.1.1996) by S.I. 1995/3297, reg. 11(2) (with Pt. II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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視聽著作

第5B條333

未來著作權

第91條第2項

一般授權( 第140條及第141條)

第140條第7項

平面圖形著作

第4條第2項

違法重製物

第27條

禁制令( 適用蘇格蘭地區)

第177條

中間救濟( 適用蘇格蘭地區)

第177條

國際組織

第178條

散布重製物於公眾

第18條334

共同著作

第10條第1項及第2項

司法程序

第178條

335

合法使用 （第50A條至第50C條）
336

第50A條第2項

出借

第18A條第2項至第6項

圖書館館員(第37條至第43條)

第37條第6項

授權( 第125條至第128條)

第177條

著作權人之授權

第90條第4項、第91條第3項及第173條

著作權集體管理團體(第7章)

第166條第2項

授權制度( 概括)

第116條第1項

授權制度( 第118條至第121條)

第117條

語文著作

第3條第1項

完成( 有關語文、戲劇或音樂著作)

第3條第2項

音樂著作

第3條第1項

337

播送時間

第135A條

新著作權規定

附錄一第1條第1項

1911年法令

附錄一第1條第1項

1956年法令

附錄一第1條第1項

代表( 關於教育機構)

第174條第5項

原創性 (與資料庫相關)

第3A條第2項

議會著作權

第165條第2項以及第7項、第166條
第6項、第166A條第3項、第166B條
第3項、第166A條第C項和第166D
條第3項

立法程序

第178條

表演

第19條第2項

333
334
335
336
337

Words in s. 179 substituted (1.1.1996) by S.I. 1995/3297, reg. 9(5)(a) (with Pt. III)
Words in s. 179 inserted (1.12.1996) by S.I. 1996/2967, reg. 9(6)(b) (with Pt. III)
Words in s. 179 inserted (1.1.1993) by S.I. 1992/3233, reg. 9
Words in s. 179 inserted (1.12.1996) by S.I. 1996/2967, reg. 10(4) (with Pt. III)
Words inserted by Broadcasting Act 1990 (c.42, SIF 96), s. 17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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攝影

第4條第2項

原告( 適用蘇格蘭地區)

第177條

規定條件( 第38條至第43條)

第37條第1項(b)款

規定圖書館或檔案室( 第38條至第43條)

第37條第1項(a)款

338

個人學習

第178條
339

製作人（關於視聽著作、錄音著作）

第178條

節目( 以播送而言)

第6條第3項

預期所有權人( 著作權)

第91條第2項

340

公共圖書館

第178條

發行及相關用詞

第175條

已發行版本( 排版整理之著作權)

第8條

學生

第174條第5項

出租

第18A條第2項至第6項341

出租權

第178條

影印重製物及影印重製

第178條

影印方法

第178條

雕塑

第4條第2項

簽署

第176條

錄音著作

第5A條及第135A條342

充分明示出處

第178條

充分棄權聲明

第178條

教師

第174條第5項

電信系統

第178條

付款條件

第135A條

印刷字體

第178條

未授權( 關於著作作成之物)

第178條

不詳( 關於著作之著作人)

第9條第5項

著作之著作人不詳

第9條第4項

視障人士

第31F條第9項
343

無線廣播t

第178條

無線電報

第178條

338

Words in s. 179 inserted (31.10.2003) by The Copyright and Related Rights Regulations 2003
(S.I.2003/2498), reg. 2(1), Sch. 1 para. 15(4) (with regs. 31-40)
339
Words in s. 179 inserted (1.12.1996 with effect in relation to films made on or after 1.7.1994) by
S.I.1996/2967, regs. 18(6), 36 (with Pt. III)
340
Words in s. 179 inserted (1.12.1996) by S.I. 1996/2967, reg. 11(6) (with Pt. III)
341
Words in s. 179 substituted (1.12.1996) by S.I. 1996/2967, reg. 10(4) (with Pt. III)
342
Words in s. 179 substituted (1.1.1996) by S.I. 1995/3297, reg. 9(5)(b) (with Pt. III)
343
Words in s. 179 inserted (31.10.2003) by The Copyright and Related Rights Regulations 2003
(S.I.2003/2498), reg. 2(1), Sch. 1 para. 15(4) (with regs. 31-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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著作(附錄一)

附錄一第2條第1項

一名以上著作人之著作

第116條第4項

文書及書寫

第178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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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篇：表演方面之著作權344
第一章 導引
第 180 條 （賦予表演人及有錄製權人之權力）
第1項 第1項 本篇第2章賦予權利予下列之人345：
(a) 表演人，為取得其同意利用其表演( 詳參第181條至第184條) ，及
(b) 對表演有錄製權之人，關於未經此人或表演人之同意而為之錄製(詳參
第185條至第188條)，而因交易或使用違法錄製物及為其他相關行為致
觸犯法律者(詳參第198條及第201條) 。
第 1A項 根據本編第三章下列條文賦予表演人權利346
(a) 第 205C 條(姓名表示權)；
(b) 第205F條(禁止以損害名譽之方式修改之權)
第2項 在本篇，「表演」係指一人或多人就下列各款為現場表演：
(a) 戲劇表演(包括舞蹈及話劇)，
(b) 音樂演奏，
(c) 文學著作之朗誦，或
(d) 各類動作或任何類似之表演;
而關於表演之「錄製」，係指以下列情形作成之電影著作或錄音著作：
(a) 直接自該現場表演製作而成，
(b) 自含有該表演之廣播製作而成347，或
(c) 直接或間接自該表演之其他錄製物製作而成。
第3項 本篇賦予之權利適用於本篇施行前之表演， 但於施行前籌備或完成之行
為，不視為係侵害該等權利。
第4項 本篇賦予之權利， 與下列各款獨立分離:
(a) 任何與該表演有關而演出之著作、或與該表演有關之電影著作或錄音
著作、或包括該表演之廣播之著作權或人格權348， 及
(b) 自本篇以外所生之任何其他權利或義務。
第 181 條 (符合資格之表演)
如表演由符合資格之人(依第 206 條之定義)或於符合資格國家(如其定義) 舉行，
344

Cross-headings before ss. 180, 181 omitted (1.2.2006) and ss. 180, 181 become Pt. 2 Ch. 1 by
virtue ofThe Performances (Moral Rights, etc.) Regulations 2006 (S.I. 2006/18), reg. 4(1)-(3) (with reg.
8)
345
Words in s. 180(1) substituted (1.2.2006) by The Performances (Moral Rights, etc.) Regulations
2006(S.I. 2006/18), reg. 5(1) (with reg. 8)
346
S. 180(1A) inserted 1.2.2006) by The Performances (Moral Rights, etc.) Regulations 2006
(S.I.2006/18), reg. 5(2) (with reg. 8)
347
Words in s. 180(1)(4)(a) repealed (31.10.2003) by The Copyright and Related Rights Regulations
2003 (S.I. 2003/2498), reg. 2(2), Sch. 2 (with regs. 31-40)
348
Words in s. 180(1)(4)(a) repealed (31.10.2003) by The Copyright and Related Rights Regulations
2003 (S.I. 2003/2498), reg. 2(2), Sch. 2 (with regs. 32, 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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則此項表演合於本篇所定表演人權利，為符合資格之表演。

第二章 經濟權利349
表演人權利350
第 182 條 (表演之錄製或轉播須經同意)
第1項 未經同意為下列各款者，係侵害表演人權利351:
(a) 直接將符合資格之現場表演的全部或任何主要部分製作成錄製物，
(b) 廣播現場表演352，符合資格之現場表演的全部或任何主要部分，
(c) 將符合資格之廣播現場表演的全部或任何主要部分製作成錄製物353。
第2項 (刪除354)
第3項 依本條規定提起侵害表演人權利之損害賠償訴訟，如被告能證明於侵害發
生時，其有充分理由相信業已獲得同意者，不負賠償之責。
第 182A 條 重製錄製物須經同意355
第1項 未經表演人同意，對符合資格之表演全部或任何部分之錄製物而為重製，
係侵害該表演人權利356。
第1A項 第1項中，重製錄製品包括原錄製品作為他用時附帶或暫時性的重製
357
。
第2項 無論直接或間接而錄製均屬重製。
第3項 表演人依本章358授權或禁止重製的權利在本章係為「重製權」。
第 182B 條 (公開發行重製物需經同意)359
第1項 未經表演人同意，公開發行符合資格表演之全部或任何部分的重製物，即
侵害該表演人的權利。
349

Ss. 182-205B become Pt. 2 Ch. 2 (1.2.2006) by virtue of The Performances (Moral Rights, etc.)
Regulations 2006 (S.I. 2006/18), reg. 4(4) (with reg. 8)
350
Pt. 2 Ch. 2: cross-heading inserted (1.2.2006) at beginning of Chapter by The Performances (Moral
Rights, etc.) Regulations 2006 (S.I. 2006/18), reg. 4(5) (with reg. 8)
351
S. 182 substituted (1.12.1996) by S.I. 1996/2967, reg. 20(1) (with Pt. III)
352
Words in s. 182(1)(b) repealed (31.10.2003) by The Copyright and Related Rights Regulations
2003 (S.I. 2003/2498), reg. 2(2), Sch. 2 (with regs. 31-40)
353
Words in s. 182(1)(b) repealed (31.10.2003) by The Copyright and Related Rights Regulations
2003 (S.I. 2003/2498), reg. 2(2), Sch. 2 (with regs. 31-40)
354
S. 182(2) repealed (31.10.2003) by The Copyright and Related Rights Regulations 2003
(S.I.2003/2498), reg. 2(2), Sch. 2 (with regs. 31-40)
355
S. 182A inserted (1.12.1996) by S.I. 1996/2967, reg. 20(2) (with Pt. III)
356
Words in s. 182A(1) repealed (31.10.2003) by The Copyright and Related Rights Regulations 2003
(S.I.2003/2498), reg. 2(2), Sch. 2 (with regs. 31-40)
357
S. 182A(1A) inserted (31.10.2003) by The Copyright and Related Rights Regulations 2003
(S.I.2003/2498), reg. 8(3) (with regs. 31-40)
358
Words in S. 182A(3) substituted (1.2.2006) by The Performances (Moral Rights, etc.) Regulations
2006 (S.I. 2006/18), reg. 2, Sch. para. 8 (with reg. 8)
359
S. 182B inserted (1.12.1996) by S.I. 1996/2967, reg. 20(2) (with Pt. III)
135

第2項 本條所指公開發行錄製物之重製物係指：
(a) 過去未曾在歐洲經濟區(EEA)內流通或經表演人同意的重製物，使之
在歐洲經濟區內流通，或
(b) 過去未曾在歐洲經濟區內或他處流通的重製物，使之在歐洲經濟區外
流通。
第3項 本條所指公開發行某錄製物之重製物不包括：
(a) 隨後之散布行為、販售、租用或出借過去曾流通的重製物(但詳參第
182C條：出租或出借需要同意)，或
(b) 隨後進口該重製物至英國或歐洲經濟區的另一國，
第2項第(a)款適用於過去未曾在歐洲經濟區內流通的重製物而使之在歐
洲經濟區內流通者。
第4項 本條所指發行某表演錄製物的重製物包括發行現場表演的原件。
第5項 表演人依本條授權或禁止對外發行重製物的權利在本章360指為「散布
權」。
第 182C 條 (對外出租或出借需要同意)361
第1項 未經表演人同意，對外出租或出借某符合資格表演的全部或任何部份錄製
品之重製物，即侵害表演人的權利。
第2項 本項下列各款係指在本章362適用之範圍內：
(a) 「出租」意指製作某錄製物之重製物供使用，且將會或可能會按期歸
還，並係為直接或間接的經濟或商業利益，
(b) 「出借」意指製作某錄製物之重製物供使用，且將會或可能會按期歸
還，但非為直接或間接的經濟或商業利益，透過某一機制提供公眾。
第3項 「出租」及「出借」的定義不包括：
(a) 公開演出、公開上映或播送、或公開傳播363；
(b) 公開展示；或
(c) 僅供當場參閱使用
第4項 「出借」，不包括透過某一機構提供公眾。
第5項 若透過某一機構提供公眾之出借要求付費，且金額不超過該體制營運成本
所需，便無本條所指直接或間接的經濟或商業利益。
第6項 本章所指出租或出借任一表演的錄製物之重製物包括出租或出借現場表
演的原件。
第7項 本章中：
360

Words in s. 182B(5) substituted (1.2.2006) by The Performances (Moral Rights, etc.) Regulations
2006 (S.I. 2006/18), reg. 2, Sch. para. 8 (with reg. 8)
361
S. 182C inserted (1.12.1996) by S.I. 1996/2967, reg. 20(2) (with Pt. III)
362
Words in s. 182C(2)(6)(7) substituted (1.2.2006) by The Performances (Moral Rights, etc.)
Regulations 2006 (S.I. 2006/18), reg. 2, Sch. para. 8 (with reg. 8)
363
Words in s. 182C(3)(a) substituted (31.10.2003) by The Copyright and Related Rights Regulations
2003 (S.I. 2003/2498), reg.2(1), Sch. 1 para. 6(2)(c) (with regs. 31-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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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租權」意指表演人依本條授權或禁止對外出租重製物的權利，且
「出借權」意指表演人依本條授權或禁止對外出借重製物的權利。
第 182CA 條 (對公眾提供需經同意)364
第1項 未經表演人同意，以數位傳輸的方式對公眾提供符合資格表演之全部或任
何部分之錄製物，使大眾可從各自選擇的時間及地點近用該錄製物，即侵
害表演人權利。
第2項 表演人依本條授權或禁止對公眾提供錄製物的權利在本章365指為「向公眾
提供著作之權利」(making available right)。
第 182D 條（利用錄音著作之適當報酬請求權366）
第1項 商業發行符合資格之表演全部或任何部分的錄音著作
(a) 公開播送，或
(b) 公開傳播的方式並非第182CA條367 第1項所規範對公眾提供之方式，
表演人有權向該錄音著作的著作權人請求適當報酬。
第1A項 在第1項中所指對錄音著作之發行包括以電子傳輸的方式對公眾提供，
讓大眾368可在各自選擇的時間與地點近用。
第2項 表演人不可讓與本條之適當報酬請求權，但可由著作權集體管理團體代為
執行表演人權利。
然而，此權利可當作個人財產或動產依照遺囑處分或依法予以移轉
（operation），且可由任何人讓與或進而移轉予讓與的對象。
第3項 適當報酬應付的金額，依照下列條文，由報酬收取權人及應付款人或其代
表達成協議。
第4項 對於適當報酬應付的金額若無協議，報酬收取權人及應付款人可請著作權
審議與調解委員會裁定應付金額。
第5項 適當報酬收取權人或應付款人也可請求著作權審議與調解委員會：
(a) 就應付金額的任何協議為變更，或
(b) 就著作權審議與調解委員會先前對該事項的任何裁定而為變更；
但除有委員會之特別許可，自先前裁定當日起十二個月內不得提出申請。
依本款申請所作成之命令則於做成命令當日或稍後委員會所指定的日期
起生效。

364

S. 182CA inserted (31.10.2003) by The Copyright and Related Rights Regulations 2003
(S.I.2003/2498), reg. 7(1) (with regs. 31-40)
365
Words in s. 182CA(2) substituted (1.2.2006) by The Performances (Moral Rights, etc.) Regulations
2006 (S.I. 2006/18), reg. 2, Sch. para. 8 (with reg. 8)
366
S. 182D inserted (1.12.1996) by S.I. 1996/2967, reg. 20(2) (with Pt. III)
367
S. 182D(1)(b) substituted (31.10.2003) by The Copyright and Related Rights Regulations 2003
(S.I.2003/2498), reg. 7(2) (with regs. 31-40)
368
S. 182D(1A) inserted (1.2.2006) by The Performances (Moral Rights, etc.) Regulations 2006
(S.I.2006/18), reg. 2, Sch. para. 3(2) (with reg.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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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6項 一旦依本條提出申請，委員會應斟酌表演人人對該錄音著作之貢獻，合理
考慮此事並就報酬之計算及其支付方法適當做出命令。
第7項 雙方之協議若有下列意圖即屬無效：
(a) 排除或限制本條所指的適當報酬請求權，或
(b) 排除某人質疑報酬之金額是否適當或限制著作權審議與調解委員會依
本條行使權力。
第8項 本條所稱之「著作權集體管理團體」係指某協會或其他組織，其宗旨或其
宗旨之一係代表一位以上的表演人行使適當報酬請求權369。
第 183 條 (使用未經同意之錄製物而侵害表演人權利)
未經同意為下列各款者，係侵害表演人權利:
(a) 公開上映或播送符合資格表演之全部或任何主要部分，或
(b) 公開傳播(communicates to the public) 370符合資格表演之全部或任何主要部
分，
就錄製物而言，係以行為人明知或可得而知該錄製物之製作，係未經表演人同意
者為限。
第 184 條 (輸入、持有或交易違法錄製物而侵害表演人權利)
第1項 明知或可得而知為違法錄製物，未經同意而為下列各款者，係侵害表演人
權利:
(a) 非供個人或家庭使用而將符合資格表演之錄製物輸入英國，或
(b) 於營業中持有、銷售或供為出租。或為銷售或出租而提供或展示、或
散布該符合資格表演之錄製物。
第2項 依本條提起侵害表演人權利之訴訟， 如被告能證明該違法錄製物係善意
取得或因繼受取得者，則就侵害部分，唯一得對抗被告之救濟為請求不超
過合理金額之損害賠償。
第3項 第2項所稱「善意取得」
，係指取得錄製物之人不知或非可得而知該物為違
法錄製物。

錄製權人之權利
第 185 條 (專屬錄製合約及有錄製權之人)
第1項 本篇371所稱「專屬錄製合約」
，係指表演人與另一人間之契約， 約定另一

369

S. 182D(8) inserted (1.2.2006) by The Performances (Moral Rights, etc.) Regulations 2006
(S.I.2006/18), reg. 2, Sch. para. 3(3) (with reg. 8)
370
Words in s. 183(b) substituted (31.10.2003) by The Copyright and Related Rights Regulations 2003
(S.I.2003/2498), reg. 2(1), Sch. 1 para. 13(1)(a) (with regs. 31-40)
371
Words in s. 185(1)-(3) substituted (1.2.2006) by The Performances (Moral Rights, etc.) Regulations
2006 (S.I. 2006/18), reg. 2, Sch. para. 8 (with reg.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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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有權排除任何他人(包括表演人在內)，為其商業利用之目的，製作表演
人一次或數次表演之錄製物。
第2項 關於表演，本篇所指「有錄製權之人」( 除第三項另有規定外) ，係指下
列之人：
(a) 以表演為目的訂定專屬錄製合約而享有契約利益之訂約當事人; 或
(b) 前款契約利益之受讓人;
且該人須為符合資格之人。
第3項 以表演為目的之專屬錄製合約， 如第二項所指之人並非符合資格之人，
則本篇關於表演所稱「有錄製權之人」，係指下列之任何人之一：
(a) 經該人之授權， 為商業利用之目的而製作該表演錄製物之人; 或
(b) 取得該授權利益之受讓人;
且該人須為符合資格之人。
第4項 本條所稱「為商業利用之目的」
， 係指其目的係為將錄製物用於公開銷售
或出租、上映或公開播送。
第 186 條 (有專屬合約之表演其錄製須經同意)
第1項 未經表演人或該表演有錄製權人之同意而擅自製作該表演的全部或其任
何主要部分之錄製物者，係侵害錄製權人之權利372。
第2項 依本條規定提起侵害各該權利之訴訟，如被告能證明於侵害發生時，有相
當理由相信業已獲得同意者，不負損害賠償之責。
第 187 條 (使用未經同意之錄製物侵害錄製權)
第1項 未經錄製權人或符合資格表演之表演人同意， 為下列各款者，係侵害錄
製權人之權利：
(a) 公開上映或播送該表演之全部或其任何主要部分，或
(b) 公開傳播(communicates to the public)373符合資格表演之全部或任何主
要部分，
就錄製物而言， 係以行為人明知或可得而知該錄製物之製作為未經適當
之同意者。
第2項 第1項所指之「適當之同意」係指經下列之人同意：
(a) 表演人，或
(b) 於出具同意當時就該表演有錄製權之人（或如有一人以上者，指其全
體）。
第 188 條 (輸入、持有或交易違法錄製務而侵害錄製權)
第1項 明知或可得而知係違法錄製物，未經錄製權人或符合資格表演之表演人同
372

Words in s. 186(1) repealed (31.10.2003) by The Copyright and Related Rights Regulations 2003
(S.I.2003/2498), reg. 2(2), Sch. 2 (with regs. 31-40)
373
Words in s. 187(1)(b) substituted (31.10.2003) by The Copyright and Related Rights Regulations
2003 (S.I. 2003/2498), reg. 2(1), Sch. 1 para. 13(1)(b) (with regs. 31-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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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為下列各款者，係侵害錄製權人之權利：
(a) 非供個人或家庭使用，將表演之錄製物輸入英國，或
(b) 於營業中持有、銷售或出租、或為銷售或出租而提供或展示、或散布
表演之錄製物。
第2項 依本條提起侵害各項權利之訴訟，如被告能證明該違法錄製物係善意取得
或因繼受取得者，則就侵害部分，唯一得對抗被告之救濟為請求不超過合
理金額之損害賠償。
第3項 第2項所稱「善意取得」
，係指取得錄製物之人不知或非可得而知該物為違
法錄製物。

賦予權利之例外規定
第 189 條 (不受本篇374所賦予權力限制之行為)
附錄二列明不受本篇375所賦予權利之限制而得行使之行為，該行為大致上符合第
一篇第三章所載之某些行為規定( 即不受著作權限制之行為) 。
第 190 條 (著作權審議與調解委員會給予授權之權)
第1項 若欲重製某表演之錄製物，於提出申請時，若經合理詢問仍無法查明其重
製權人之身分或行蹤，著作權審議與調解委員會可同意其重製376。
第2項 本條就審議與調解委員會所做出之同意之效力視同重製權人377依下列各
款得行使者：
(a) 本篇378中有關表演人權利之規定，及
(b) 第198條第3項(a)款(有關刑事責任;就符合資格之表演為充分之同
意) 。
第3項 非經審議與調解委員會按特殊情形裁定或依第150條(一般程序規則) 作
成之規則所要求為送達或公告通知後，審議與調解委員會不得依第1項(a)
款予以同意。
第4項 (刪除379)
第5項 於任何情況，審議與調解委員會應審酌下列因素：
(a) 原錄製物之製作是否經表演人同意且是否為意欲再行錄製之人合法擁
有或掌握;

374

Words in heading to s. 189 substituted (1.2.2006) by The Performances (Moral Rights, etc.)
Regulations 2006 (S.I. 2006/18), reg. 2, Sch. para. 8 (with reg. 8)
375
Words in s. 189 substituted (1.2.2006) by The Performances (Moral Rights, etc.) Regulations 2006
(S.I.2006/18), reg. 2, Sch. para. 8 (with reg. 8)
376
S. 190(1) substituted (1.12.1996) by S.I. 1996/2967, reg. 23(2) (with Pt. III)
377
Words in s. 190(2) substituted (1.12.1996) by S.I. 1996/2967, reg. 23(3) (with Pt. III)
378
Words in s. 190(2)(a) substituted (1.2.2006) by The Performances (Moral Rights, etc.) Regulations
2006 (S.I. 2006/18), reg. 2, Sch. para. 8 (with reg. 8)
379
S. 190(4) omitted (1.12.1996) by virtue of S.I. 1996/2967, reg. 23(4) (with Pt. II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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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再行錄製錄製物是否符合訂約當事人對原錄製物製作所安排之義務或
符合原錄製物製作之目的。
第6項 於申請人及重製權人380間無協議之情形，審議與調解委員會依本條給予同
意時，應斟酌該給予之同意，就有關該人381之給付作成合適之命令。

權利之存續期間382
第 191 條 (權利之存續期間)383
第1項 本篇384所賦予之各項權利於下列各款之期間而有效。
第2項 本篇所賦予表演之各項權利，依下列情況決定其期間：
(a) 自該表演發生之年底起算至第五十年年底止，或
(b) 若在該期間內將該表演作成錄製物，則以該錄製物發行之年年底起算
50年。
第3項 依據第2項之意旨，第一次出版、公開播送或公開上映、或公開傳播時385，
即為「發行」（release）某錄製品；但在裁定是否曾發表某錄製品時，任
何未經授權之行為皆不列入考慮。
第4項 表演人若非歐洲經濟區成員國之國民，本章關於其表演賦予權利的期限，
係此人在本國對於該表演擁有權利的期限，但不超過第2及第3款適用的期
限。
第5項 若第4項適用範圍異於英國在1993年10月29日以前應盡的國際義務，本章
賦予權利的期限應適用第2項及第3項規定。

表演人之財產權386
第 191A 條（表演人之財產權387）
第1項 本章388賦予表演人下列權利：
重製權(第182A條)，
散布權(第182B條)，
出租權及出借權(第182C條)，

380

Words in s. 190(6) substituted (1.12.1996) by S.I. 1996/2967, reg. 23(5)(a) (with Pt. III)
Words in s. 190(6) substituted (1.12.1996) by S.I. 1996/2967, reg. 23(5)(b) (with Pt. III)
382
Crossheading substituted (1.12.1996) by S.I. 1996/2967, reg. 21(5)(a) (with Pt. III)
383
S. 191 substituted (1.1.1996) by S.I. 1995/3297, reg. 10 (with Pt. III)
384
Words in s. 191(1)(2)(4)(5) substituted (1.2.2006) by The Performances (Moral Rights, etc.)
Regulations 2006 (S.I. 2006/18), reg. 2, Sch. para. 8 (with reg. 8)
385
Words in s. 191(3) substituted (31.10.2003) by The Copyright and Related Rights Regulations 2003
(S.I.2003/2498), reg. 2(1), Sch. 1 para. 8(2)(d) (with regs. 31-40)
386
Crossheading inserted (1.12.1996) by S.I. 1996/2967, reg. 21(1) (with Pt. III)
387
Ss. 191A-191M inserted (1.12.1996) by S.I. 1996/2967, reg. 21(1) (with Pt. III)
388
Words in s. 191A(1)-(4) substituted (1.2.2006) by The Performances (Moral Rights, etc.)
Regulations 2006 (S.I. 2006/18), reg. 2, Sch. para. 8 (with reg.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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向公眾提供著作之權(第182CA條) 389，
皆為財產權(「表演人之財產權390」)。
第2項 本章所指經表演人同意，在解釋上與表演人之財產權相關者，視同經所有
權人同意。
第3項 關於表演，若有不同人(不管是依序部份讓與或者其他)享有該表演人不同
類型之財產權，就本章所指之任何目的，所有權人係指針對該目的相關類
型享有權利之人。
第4項 若有一人以上共同擁有一表演人之財產權(或其中任何一種類型)，本章所
指所有權人係全體共有人，因此任何需要所有權人授權之規定均需要全體
之授權。
第 191B 條 (讓與及授權)391
第1項 表演人之財產權可當作個人財產或動產依照遺囑處分或依法予以讓與。
第2項 表演人之財產權可部份讓與或處分，亦即限定適用於：
(a) 一件以上，但非全部，需要所有權人同意者；
(b) 部分權利繼續存在下去的期限，但非整體之期限。
第3項 除非讓與人本人或其代表簽字，否則其表演人之財產權讓與無效。
第4項 表演人之財產權人之授權，將約束該權利中擁有其利益的每位繼承人，但
已支付對價(valuable consideration)且未經(實際或推定)授權通知的善意購
買人、或所有權來自該購買人者，不在此限；且本章392所指，無論有無所
有權人授權為任何行為，均應類推適用(shall be construed accordingly)。
第 191C 條 表演人之財產權的預期之所有人393
第1項 就一表演未來將製成之錄製物立下協議，且經表演人或其代表簽名，表明
表演人打算將其財產權(全部或部分)讓與他人，本條即應適用。
第2項 若該項權利存在，該權利之受讓人或宣稱權利歸其所屬的另一人有權對抗
其他要求授與權利之人，該他人應憑藉本款將所有權授與該受讓人或其繼
承人。
第3項 表演人之財產權的準所有人之授權，將約束該權利中擁有其利益(或準利
益)的每位繼承人，但已支付對價且未經(實際或推定)授權通知的善意購買
人、或所有權來自該購買人者，不在此限；且本章394所指，不管有或無所
389

Words in s. 191A(1) inserted (31.10.2003) by The Copyright and Related Rights Regulations 2003
(S.I.2003/2498), reg. 7(3) (with regs. 31-40)
390
Word in s. 191A(1) omitted by virtue of The Performances (Moral Rights, etc.) Regulations 2006
(S.I. 2006/18), reg. 2, Sch. para. 4 (with reg. 8)
391
Ss. 191A-191M inserted (1.12.1996) by S.I. 1996/2967, reg. 21(1) (with Pt. III)
392
Words in s. 191C(3) substituted (1.2.2006) by The Performances (Moral Rights, etc.) Regulations
2006(S.I. 2006/18), reg. 2, Sch. para. 8 (with reg. 8)
393
Ss. 191A-191M inserted (1.12.1996) by S.I. 1996/2967, reg. 21(1) (with Pt. III)
394
Words in s. 191C(3) substituted (1.2.2006) by The Performances (Moral Rights, etc.) Regulations
2006 (S.I. 2006/18), reg. 2, Sch. para. 8 (with reg.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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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權人授權其為任何行為，均應類推適用。
第4項 本條第3項關於表演人之財產權的「預期之所有人」(prospective owner)，
意指憑藉同條第1項提及之協定，應被授予該權利的人。
第 191D 項 （專屬授權395）
第1項 本章396所指之「專屬授權」意指由表演人之財產權人或其代表簽下的授權
書，認可被授權人得排除所有其他人，包括授權人，從事需要所有權人同
意的任何行為。
第2項 受專屬授權書約束的專屬授權之被授權人得對抗授權人之事由，對於表演
人之財產權繼承人亦同。
第 191E條 （以遺囑之方式讓與未發行之表演人之財產權原件397）
於遺贈之情形(不管是一般或特定)，對於立遺囑人死前未發行之表演錄製物之原
件，受益人有權享有包含該錄製物的任何實物之權利，但不得與立遺囑人的遺囑
或附加條款之目的相違背；該遺贈在解釋上應包括立遺囑人死前所有、與該錄製
物有關的任何表演人權利。
第 191F 條（若協議製片則推定移轉出租權398）
第1項 若表演人與製片人間針對製作視聽著作簽訂協議，除非該協議有相反之規
定，否則即推定該表演人已將影片中包括錄下其表演，從該視聽著作延伸
之任何相關出租權移轉予製片人。
第2項 若有本條之適用，於表演者或其代表未簽名之情形，不得排除第191C條
之規定。
第3項 本條第1項所指由表演人與製片人所締結之協議包含該人之間具有效力的
任何協議，無論是否直接或間接透過中間人簽訂。
第4項 若依本條推定有移轉，在實際移轉權利時應適用第191G條(移轉出租權之
適當報酬請求權)。
第 191G 條 移轉出租權之適當報酬請求399
第1項 若表演人移轉其錄音著作或視聽著作之出租權予該錄音著作或視聽著作
的製作人，針對該出租權保有適當報酬(equitable remuneration)請求權。
上述出租權由某人轉移給另一人包括直接或是間接透過中間人使之生效
的任何行為。
第2項 表演人不可讓與本條之適當報酬請求權，但可由著作權集體管理團體代為

395

Ss. 191A-191M inserted (1.12.1996) by S.I. 1996/2967, reg. 21(1) (with Pt. III)
Words in s. 191D(1) substituted (1.2.2006) by The Performances (Moral Rights, etc.) Regulations
2006 (S.I. 2006/18), reg. 2, Sch. para. 8 (with reg. 8)
397
Ss. 191A-191M inserted (1.12.1996) by S.I. 1996/2967, reg. 21(1) (with Pt. III)
398
Ss. 191A-191M inserted (1.12.1996) by S.I. 1996/2967, reg. 21(1) (with Pt. III)
399
Ss. 191A-191M inserted (1.12.1996) by S.I. 1996/2967, reg. 21(1) (with Pt. II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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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3項
第4項
第5項
第6項

執行表演人之權利。
然而，該項權利可當作個人財產或動產依照遺囑處分或依法予以讓與與他
人。
享有出租權之人，應依本條支付適當報酬；本條所稱享有出租權之人係指
權利受讓人或其出租權之繼承人。
適當報酬之應付數額由應付款人及收取權人或其代表依照第 191H條(著
作權審議與調解委員會酌定金額)達成協議。
意圖排除或限制本條適當報酬請求權之協議，無效。
本條「著作權集體管理團體」意指某協會或其他組織，其宗旨或宗旨之一
係代表一位以上的表演人行使其適當報酬請求權。

第 191H 條（適當報酬：數額由著作權審議與調解委員會酌定400）
第1項 對於第191G條適當報酬應付之數額若無協議，請求權人及應付款人可請
求著作權審議與調解委員會裁定應付金額。
第2項 適當報酬收取權人或應付款人也可請求著作權審議與調解委員會：
(a) 變更任何協議之應付數額，或
(b) 變更委員會先前對該事項的任何裁定；
但除經委員會法庭特別許可外，自先前裁定當日起十二個月內不得提出申
請。
依本款申請所下的命令自下令當日或委員會指定的稍後日期起生效。
第3項 一旦依本條提出申請，委員會應斟酌表演人對該視聽著作或錄音著作的貢
獻，合理考慮其情狀並就其數額之計算及支付適當報酬的方法做出命令。
第4項 不得純粹因其係單筆付款或在係於移轉出租權當時付款便主張報酬不
公。
第5項 協議排除任何一方質疑適當報酬的數額或限制著作權法庭依本條行使權
力者，無效。
第 191I 條 （所有權人可提出侵權訴訟401）
第1項 所有權人可對侵害其表演人之財產權者提出告訴。
第2項 在侵害表演人之財產權訴訟中，原告關於損害賠償額、禁制令、原因、或
其他救濟方式享有之權利與其他任何侵害財產權之救濟相同。
第3項 本條對本章402後續條文亦有拘束力。
第 191J 條 （侵權訴訟損害賠償之規定403）
400

Ss. 191A-191M inserted (1.12.1996) by S.I. 1996/2967, reg. 21(1) (with Pt. III)
Ss. 191A-191M inserted (1.12.1996) by S.I. 1996/2967, reg. 21(1) (with Pt. III)
402
Words in s. 191I(3) substituted (1.2.2006) by The Performances (Moral Rights, etc.) Regulations
2006 (S.I. 2006/18), reg. 2, Sch. para. 8 (with reg. 8)
403
Ss. 191A-191M inserted (1.12.1996) by S.I. 1996/2967, reg. 21(1) (with Pt. II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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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項 若被告能證明該與侵害表演人之財產權訴訟有關之違法錄製物係善意取
得或因繼受取得者，則不得請求損害賠償，但其他補償，不在此限。
第2項 法院在侵害表演人之財產權訴訟中，針對一切情況，特別是下列情形，法
官得視個案需要判處額外之損害賠償：
(a) 重大惡意之侵權，及
(b) 被告因侵權行為而滋生之任何利益。
第 191JA 條（對服務提供者之禁制令404）
第1項 若有服務提供者明知他人使用其服務侵害表演人之財產權，高等法院(在
蘇格蘭為地方法院)有權對該服務提供者發出禁制令。
第2項 於裁定某服務提供者是否如本條所謂的明知時，法院應考量相關的特殊情
況中出現的一切事項，並且在其他事項當中，應注意下列各款：
(a) 根據2002年電子商務(EC指令)法規第6條(1)項(c)款 (SI 2002/2013)，服
務提供者是否曾透過聯繫接獲通知；且
(b) 在任何通知中包括
(i) 發出通知者的全名及地址；
(ii) 係爭之侵權細節。
第3項 本條「服務提供者」係指依2002年電子商務(EC指令)法規第2條規定者。
第4項 關於本條就第 177條之適用，應同於本法第一篇之適用。
第 191K 條（侵權訴訟中允諾拿出授權書405）
第1項 侵害表演人之財產權的訴訟中，依附錄二A第17條有關授權之行使權利(競
爭報導可行使的權利)，若被告允諾按協議的條款拿出授權書，若無協議，
依該項由著作權審議與調解委員會解決：
(a) 不得對此人發出禁制令，
(b) 不得依第195條下令交付，且
(c) 藉由損害賠償或利益分配(account of profits)向此人索回的金額，不得
超過最早侵權以前若曾按條款授權，此人以被授權人身分應付金額之
雙倍。
第2項 可在判決確定以前任何時間允諾，但不承認任何賠償責任。
第3項 本條不影響授權以前關於侵權而應提供的補償。
第 191L 條 （專屬授權被授權人之權利及救濟406）
第1項 除表演人之財產權人外，專屬被授權人在授權以後所為，享有如同受讓人
之同等權利及救濟。
404

S. 191JA inserted (31.10.2003) by The Copyright and Related Rights Regulations 2003
(S.I.2003/2498), reg. 27(2) (with regs. 31-40)
405
Ss. 191A-191M inserted (1.12.1996) by S.I. 1996/2967, reg. 21(1) (with Pt. III)
406
Ss. 191A-191M inserted (1.12.1996) by S.I. 1996/2967, reg. 21(1) (with Pt. II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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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2項 其權利與救濟應與表演人之財產權人一致；且本章407相關條文所指的所有
權人皆應做同一解釋。
第3項 專屬被授權人依本條提出訴訟時，被告可提出有利於自己的任何抗辯，且
若所有權人曾提出告訴，被告亦得提出相同之抗辯。
第 191M 條 （得並行行使之權利408）
第1項 表演人之財產權人或專屬被授權人(全體或部分)對侵害表演人之財產權
者提出訴訟，其中若有並行之訴訟權，表演人之財產權人或專屬被授權人
(視情況而定)若無法院(court)許可不得繼續訴訟，除非另一方加入為原告
或加列為被告。
第2項 依照本條第1項加列為被告的表演人之財產權人或專屬被授權人，除非參
加訴訟程序，否則對於訴訟中的任何成本概不負責。
第3項 上述條文不影響表演人之財產權人或專屬被授權人單獨針對某項申請准
予訴訟程序中之救濟。
第4項 就某表演人之財產權提出之侵權訴訟時，其中(全體或部分)關係到表演人
之財產權人及專屬被授權人就任何侵權行為有或曾有並行訴訟權者：
(a) 法院在評估損害賠償時應考量下列情形：
(i) 授權條款，及
(ii) 就該侵權行為已經判決其中任一方之任何金錢補償；
(b) 若已經判決應支付損害賠償金或已指示利潤分配，則不應指示利潤分
配，除非係判侵權方勝訴；及
(c) 若已指示利潤分配，法院應以公正的比例分配利潤；且無論表演權之
財產權人或專屬授權被授權人是否為訴訟中的當事人，上述條文皆有
其適用。
第5項 表演人之財產權人依第195條命令(命令交付)或行使第196條賦予的權利
(扣押權)以前，應通知有並行權(concurrent rights)之任何專屬被授權人；
法院收到被授權人的申請後可依第195條作成命令，或視情況，當法院認
為本案與授權條款有關時，得禁止或准許表演人之財產權人行使第196條
賦予的權利。

非財產上之權利(Non-property rights)409
第 192A 條 （表演人之非財產權410）
第1項 依下列條文賦予表演人各項之權利：
407

Words in s. 191L(2) substituted (1.2.2006) by The Performances (Moral Rights, etc.) Regulations
2006 (S.I. 2006/18), reg. 2, Sch. para. 8 (with reg. 8)
408
Ss. 191A-191M inserted (1.12.1996) by S.I. 1996/2967, reg. 21(1) (with Pt. III)
409
Ss. 192A, 192B and crossheading substituted for s. 192 (1.12.1996) by S.I. 1996/2967, reg. 21(2)
(with Pt. III)
410
Ss. 192A, 192B and crossheading substituted for s. 192 (1.12.1996) by S.I. 1996/2967, reg. 21(2)
(with Pt. II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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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82條(錄製及重製現場表演需經同意)，
第183條(未經同意使用錄製物即侵害表演人之權利)，及
第184條(進口、占有、或交易非法錄製物即侵害表演人之權利)，
除符合後述例外規定外，皆不可讓與或移轉。
以上在本章411皆指「表演人之非財產權」412。
第2項 享有前項所述權利之人一旦死亡：
(a) 該權利得依其遺囑移轉予特別指定之人，
(b) 若無特別指定，可由其私人代表行使該權利。
第3項 本章所指表演人，就擁有上述權利之人而論，應解釋為當時有權行使該項
權利的人。
第4項 若根據第2項第(a)款可由一人以上行使權利，其中任一人皆可獨自行使該
項權利。
第5項 私人代表依本條在權利人死後針對侵權行為的任何損害賠償，應移交作為
其資產的一部分，視同訴訟權早已存在且在該權利人死前即已授與。
第 192B 條（錄製權人之權利移轉413）
第1項 本章414所稱錄製權人之權利不可讓與或移轉。
第2項 若契約或授權書將該項利益讓與予他人，本法第185條第2項(b)款或第3項
(b)款依本章所賦予此人之權利亦不受影響。
第 193 條 (同意權)
第1項 依本篇415之意旨，表演人之非財產權人或有錄製權416之人，就過去及將來
之表演及有關之特定表演、部份或全部之表演，得為同意之表示。
第2項 依據有關表演之專屬錄製契約或授權而獲得權利之人，其所為之同意，視
同表演之錄製權人之同意，拘束該錄製權人。
第3項 本篇所賦予之權利由他人繼受者，任何得對抗原權利人之事由均得對抗其
繼受人。

侵害之救濟(刪除)417
411

Words in s. 192A(1)(3) substituted (1.2.2006) by The Performances (Moral Rights, etc.)
Regulations 2006 (S.I. 2006/18), reg. 2, Sch. para. 8 (with reg. 8)
412
Word in s. 192A(1) omitted by virtue of The Performances (Moral Rights, etc.) Regulations 2006
(S.I.2006/18), reg. 2, Sch. para. 5 (with reg. 8)
413
Ss. 192A, 192B and crossheading substituted for s. 192 (1.12.1996) by S.I. 1996/2967, reg. 21(2)
(with Pt. III)
414
Words in s. 192B(1)(2) substituted (1.2.2006) by The Performances (Moral Rights, etc.)
Regulations 2006 (S.I. 2006/18), reg. 2, Sch. para. 8 (with reg. 8)
415
Words in s. 193(1) substituted (1.2.2006) by The Performances (Moral Rights, etc.) Regulations
2006 (S.I. 2006/18), reg. 2, Sch. para. 8 (with reg. 8)
416
Words in s. 193(1) inserted (1.12.1996) by S.I. 1996/2967, reg. 21(3)(a) (with Pt. III)
417
Crossheading before s. 194 omitted (1.12.1996) by virtue of S.I. 1996/2967, reg. 21(5)(b) (with Pt.
II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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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194 條 (對違反法定責任者提出侵權訴訟)
侵害下列權利者418：
(a) 表演人之非財產權，或
(b) 本章419賦予有錄製權的人的任何權利，
權利人可依違反法定責任對之提起訴訟。

違法錄製物之交付與扣押420
第 195 條 (交付之命令)
第1項 於營業中持有保管或掌握表演之違法錄製物者，依本篇421規定對該表演
享有表演人權利或錄製權之人，得向法院聲請為交付該錄製物或交予法院
指定之人。
第2項 於第203條所規定之期間屆滿後，不得提出前項請求；除法院依第204條
( 違法錄製物之處分命令) 作成命令或認有理由依第204條作成命令外，
不得作成任何命令。
第3項 如第204條規定之命令未作成者， 依本條所定接受命令錄製物交付之人，
應於該條之命令作成或決定不作成命令之前，留置該錄製物。
第4項 本條之規定不影響法院之任何其他權力。
第 196 條 (扣押違法錄製物之權利)
第1項 違法之表演錄製物，如經發現陳列或即將供出售或出租，則依第195條規
定，有權對此聲請命令之人或其授權人得扣押及留置該錄製物。
該扣押及留置權利之行使， 受第204條有關法庭裁定( 違法錄製物之處分
命令) 及下列條件之拘束。
第2項 依本條為扣押前，應將擬扣押之時間、地點通知當地警察局。
第3項 為執行本條所賦予之權利，任何人得進入公眾得出入之場所，但對以該地
為永久或正常營業場所之他人所持有保管或掌握之任何物品，不得扣押，
亦不得使用強制力。
第4項 依本條規定扣押任何物品時，應在扣押地點留置一規定格式之告示，其內
容須載明通知人及被通知人為誰或由誰授權從事該扣押，以及扣押之理
由。
第5項 本條中：
「場所」包括土地、建築物、固定或可移動之結構物、車輛。船舶、航空

418

Words in s. 194 substituted (1.12.1996) by S.I. 1996/2967, reg. 21(4) (with Pt. III)
Words in s. 194(b) substituted (1.2.2006) by The Performances (Moral Rights, etc.) Regulations
2006 (S.I. 2006/18), reg. 2, Sch. para. 8 (with reg. 8)
420
Heading before s. 195 inserted (1.12.1996) by S.I. 1996/2967, reg. 21(5)(c) (with Pt. III)
421
Words in s. 195(1) substituted (1.2.2006) by The Performances (Moral Rights, etc.) Regulations
2006 (S.I. 2006/18), reg. 2, Sch. para. 8 (with reg. 8)
4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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器及氣墊船；及
「規定」意指依國務院之命令所規定者。
第6項 國務院依本條作成的命令應以法令文件頒佈，如欲廢除該法令文件應由兩
院之ㄧ議決。
第 197 條 (違法錄製物之定義)
第1項 本篇422中有關表演之「違法錄製物」應依本條之規定解釋。
第2項 就表演人之權利而言，凡非為個人用途，未經表演人同意而錄製其表演之
全部或任何主要部分者，該錄製物即為違法錄製物。
第3項 就具有錄製權之人之權利而言，凡非為個人用途，未經有錄製權人或表演
人同意而錄製專屬錄製合約所定表演之全部或其任何主要部分者，該錄製
物即為違法錄製物。
第4項 就第198條及第199條而言(刑事訴訟程序中之違法及交付命令)，如錄製物
屬第2項及第3項所稱之違法錄製物之範圍，則為違法錄製物。
第5項 本篇中「違法錄製物」包括由下列附錄二之條文列為違法錄製物者：
第4條第3項(為教學或考試之目的而製作之錄製物)，
第6條第2項(由教育機構為教育目的而製作之錄製物)，
第12條第2項(於表演之原錄製物移轉時所留置之電子形式表演之錄製
物)423，
第16條第3項(為廣播而製作之錄製物424)，
第17A條第2項（基於時間移轉目的而錄製）
第17B條第2項（對廣播之攝錄）
但依該附錄任何條文規定而製作之錄製物，不在此限。
第6項 依本條意旨，錄製物製作之場所係非重要事項。
第 197A 條 （有關表演錄製物之推定事項425）
第1項 針對本篇關於表演的各項權利提出之訴訟程序，若該對公眾發行的表演錄
製物之重製物指名某人為表演人，除非有相反之證據，該聲明應被推定為
一事實證據。
第2項 本條第1項不適用於因違反第198條所提起的訴訟程序(製作違法錄製物的
刑事責任)；但不妨礙依第199條在訴訟程序中申請某項命令(刑事訴訟程
序中申請交付的命令)。

422

Words in s. 197(1)(5) substituted (1.2.2006) by The Performances (Moral Rights, etc.) Regulations
2006 (S.I. 2006/18), reg. 2, Sch. para. 8 (with reg. 8)
423
Words in s. 197(5) repealed (31.10.2003) by The Copyright and Related Rights Regulations 2003
(S.I.2003/2498), reg. 2(2), Sch. 2 (with regs. 31-40)
424
Words in s. 197(5) repealed (31.10.2003) by The Copyright and Related Rights Regulations 2003
(S.I. 2003/2498), reg. 2(2), Sch. 2 (with regs. 31-40)
425
S. 197A inserted (29.4.2006) by The Intellectual Property (Enforcement, etc.) Regulations 2006
(S.I.2006/1028), reg. 2(2), Sch. 2 para.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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罰則
第 198 條 (製作、交易或使用違法錄製物之刑事責任)
第1項 明知或可得而知為違法錄製物，未經充分同意而為下列各款行為者，構成
犯罪：
(a) 製作該錄製物供銷售或出租，或
(b) 非供個人或家庭使用而將該錄製物輸入英國，或
(c) 意圖侵害本篇所賦予之權利，於營業中持有該錄製物，或
(d) 於營業中：
(i) 銷售或出租該錄製物，或
(ii) 為銷售或出租而提供或展示該錄製物，或
(iii) 散布該錄製物。
第1A項 下列情況係屬侵害表演人之提供權426
(a) 在業務關係中，或
(b) 在業務關係以外其程度足以影響表演人的提供權者，
若行為人明知或可得而知該行為係屬侵害該錄製物之提供權即構成侵
害。
第2項 明知或可得而知係侵害本篇所賦予權利之行為，未經充分同意仍將表演之
錄製物為下列使用，因而侵害該等權利者，構成犯罪：
(a) 公開上映或播送，或
(b) 公開傳播(communicated to the public)427,
第3項 第1項及第2項所稱之「充分同意」，係指下列各款之人所為之同意：
(a) 於符合資格表演之情形，係指表演人所為之同意，及
(b) 除專屬錄製合約另有規定外，於非符合資格表演之情形：
(i) 就第1項第(a)款(製作錄製物) 而言，係指表演人或有錄製權之人之
同意，及
(ii) 就第1項第(b)款、第(c)款與第(d)款及第2項(交易或使用錄製物)而
言，係指有錄製權人之同意。
本項所稱有錄製權之人，係指給予同意之時有該等權利之人，如為一
人以上者，指其全部。
第4項 依附錄二所為之職務行為不侵害本篇賦予之權利者，構成第1項或第2項之
犯罪。
第5項 犯第1項第(a)款、第(b)款或第(d)款第(iii)目之罪者，受下列處罰：
(a) 依簡易裁判者，處六個月以下有期徒刑或科或併科法定最高額以下之
罰金，
426

S. 198(1A) inserted (31.10.2003) by The Copyright and Related Rights Regulations 2003
(S.I.2003/2498), reg. 26(3)(a) (with regs. 31-40)
427
S. 198(2)(b) substituted (31.10.2003) by The Copyright and Related Rights Regulations 2003
(S.I.2003/2498), reg. 2(1), Sch. 1 para. 4(5) (with regs. 31-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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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依公訴裁判者，處十年428以下有期徒刑或科或併科罰金。
第5A項 違反本條第1A項之人之責任429：
(a) 受簡易程序審判，處三個月以下有期徒刑，易科或併科不超過法定上
限的罰金；
(b) 若經公訴審判，處兩年以下有期徒刑，易科或併科罰金。
第6項 犯本條規定其他罪之人，應受簡易程序審判，處六個月以下有期徒刑或科
或併科第五階標準以下罰金。
第 198A 條 (地方標準局之執行430)
第1項 有關第198條之規定應由各地方標準局在其所在地範圍內負責執行。
第2項 下列有關1968年商業標示法(Trade Descriptions Act 1968)之規定，就有關
該法該條之執行予以適用：
第27條(買賣抽樣之權)，
第28條(進入現場並對扣押物品及文件予以檢驗之權)，
第29條(授權人員之干預)，及
第33條(扣押物受有損失等之損害賠償)。
第3項 於北愛爾蘭地區執行第198條之規定者，不適用上述第1項之規定，在北愛
爾蘭執行該條規定者，係屬經濟發展部(Department of Economic
Development)之責任。
為該目的，第2項所列有關1968年商業標示法之規定，其所指適用於地方
標準局及該局之人員亦應適用於該部門及其人員。
第4項 任何為便於執行1968年商業標示法而制訂准許公開資料之法律，應視同第
198條已納入該法及與該條執行有關之任何人員之功能如同該法所定之功
能而予以適用。
第5項 本條之規定不得解釋為授權地方標準局在蘇格蘭地區就犯罪行為進行訴
訟。
第 199 條 (刑事訴訟中之交付命令)
第1項 法院於審理觸犯第198條之罪者，如認於逮捕或起訴被告之時，被告係於
營業中持有、保管或掌握表演之違法錄製物，得命將該違法錄製物交付予
與該表演有關之有表演權或錄製權之人或由法院指定之人。
第2項 就本條而言，有下列情形之人，應視為犯罪之被告：
(a) 在英格蘭、威爾斯及北愛爾蘭地區，或經傳票或起訴書送達之人；
(b) 在蘇格蘭地區，受警告、控告或經訴狀或起訴書送達之人。
第3項 法院不論是否對被告定罪，得逕行或因檢查官(或在蘇格蘭，為檢察長
428

S. 198(5)(b) substituted (20.11.2002) by 2002 c. 25, s. 1(3)(5); S.I. 2002/2749, art. 2
S. 198(5A) inserted (31.10.2003) by The Copyright and Related Rights Regulations 2003
(S.I.2003/2498), reg. 26(3)(b) (with regs. 31-40)
430
S. 198A inserted (6.4.2007) by 1994 c. 33, ss. 165(3), 172(2); S.I. 2007/621, art. 2
4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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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ord Advocate)或地方檢察官(Procurator-fiscal) ) 之聲請而作成命令，但有
下列情形時，不得為之：
(a) 於第203條所定期間屆滿後(該期間過後即不得請求之救濟)，或
(b) 如法院認為不得依第204條( 處置違法錄製物之命令) 作成命令者。
第4項 對地方法院依本條作成之命令有不服者，得向下列法院上訴：
(a) 在英格蘭及威爾斯地區，向皇家法院(the Crown Court)為之，及
(b) 在北愛爾蘭地區，向郡法院(county court)為之。
而在蘇格蘭地區，依本條作成命令之情形，凡持有、保管或掌握違法錄製
物而受命令移交之人，除得依法為其他形式之上訴外，得依對判決為上訴
之同等方式對該命令提起上訴。
第5項 依本條規定之命令接受違法錄製物交付之人， 在第204條所定命令之決定
作成前，應留置該違法錄製物。
第6項 本條之任何條文並不影響法院依2000年刑事法庭權力法431第143條，1995
年(蘇格蘭)刑事程序法432 第二編，或1994年(愛爾蘭)刑事裁判法433第11條
(刑事程序有關沒收之ㄧ般條款) 規定應有之權力。
第 200 條 (搜索票)
第1項 保安官(在蘇格蘭地區，警長或保安官)依警官之宣誓文件（在蘇格蘭為宣
誓證據）任下列情況有相當理由足以採信者：
(a) 第198條第1項或第1A項434(製作、輸入、持有、出售435或散布違法錄
製物)之犯罪，業已或即將在任何場所內發生，及
(b) 有證據證明該犯罪業已發生或即將在該等場所發生，
得簽發搜索票，授權警官進入並搜索該場所，必要時並得使用適度之強制
力。
第2項 第1項所賦予之權力，在英格蘭及威爾斯地區，不得延伸適用於授權搜索
依1894年警察及刑事證據法(Police and Criminal Evidence Act 1984)第9條
第2項所訂之任何物品(屬於個人或隱私之物品)。
第3項 第1項所定之搜索票：
(a) 得授權任何人隨同警官執行搜索，及
(b) 自簽發之日起三個月436內有效。
第3A項
431

若警察合理相信某人已經或即將觸犯第198條第1項437或第1A項438，可

Words in s. 199(6) substituted (25.8.2000) by 2000 c. 6 ss. 165, 168, Sch. 9 para. 116
Words in s. 199(6) substituted (1.4.1996) by 1995 c. 20, ss. 5, 7(2), Sch. 4 para. 70(3)
433
Words in s. 199(6) substituted (9.1.1995) by S.I. 1994/2795 (N.I. 15), art. 26(1), Sch. 2 para. 14;
S.R.1994/446, art. 2
434
Words in s. 200(1)(a) substituted (31.10.2003) by The Copyright and Related Rights Regulations
2003 (S.I. 2003/2498), reg. 26(4)(a) (with regs. 31-40)
435
Words in s. 200(1)(a) inserted (20.11.2002) by 2002 c. 25, s. 2(3)(a)(ii); S.I. 2002/2749, art. 2
436
Words in s. 200(3)(b) substituted (1.1.2006) by Serious Organised Crime and Police Act 2005 (c.
15), ss.174(1), 178, Sch. 16 para. 6(3); S.I. 2005/3495, art. 2(1)(s) (subject to art. 2(2))
437
Words in s. 200(3A) substituted (31.10.2003) by The Copyright and Related Rights Regulation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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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第1項發出的搜索令予以扣押。
第4項 本條所稱「場所」包括土地、建築物、固定或可移動之結構物、車輛、船
舶、航空器及氣墊船。
第 201 條 (表示有權同意之虛偽意思表示)
第1項 虛偽表示曾獲得任何人之授權，就有關表演得行使本章439所定之同意權者，
係屬犯罪。但行為人有相當理由確信經此項授權者， 不在此限。
第2項 犯本條之罪依簡易裁判者，處六個月以下有期徒刑、科以第五階標準以下
之罰金或得併科。
第 202 條 (法人團體之違法：經理人之刑事責任)
第1項 法人團體犯本章440所定之罪，經證明其犯行係經其董事、經理、秘書或其
他類似之經理人、或代行職權之人之明示或默示同意者，應就該犯罪，負
連帶責任。
第2項 法人團體事務係由會員共同管理者，「董事」係指該法人團體之會員。

有關交付及扣押之附則
第 203 條 (請求交付之有效期間)
第1項 除下列之規定外，係爭違法錄製物製作完成之日起滿六年後，不得依第195
條之規定(聲請民事訴訟程序之交付命令)提出命令之聲請。
第2項 倘於前項期間之全部或任何部分時間內，有權聲請命令之人固有下列情形
之ㄧ，得於其不能之原因消滅後或依其情形盡合理之注意而發現該事實之
日起六年內，得提出該命令之聲請：
(a) 處於喪失行為能力狀態， 或
(b) 受欺罔致未發覺有權提起聲請命令之事實。
第3項 第2項所稱「喪失行為能力」係指：
(a) 在英格蘭及威爾斯地區，與1980年時效法(Limitation Act 1980)所定之
意義相同;
(b) 在蘇格蘭地區，與1973年權利與時效法( Prescriptionand Limitations
(Scotland) Act 1973)所稱法定喪失行為能力之意義相同;
(c) 在北愛爾蘭地區，與1958年時效法(Statute of Limitation(Northern
Ireland) 1958.)所定之意義相同。

2003 (S.I. 2003/2498), reg. 26(4)(b) (with reg. 31-40)
438
S. 200(3A) inserted (20.11.2002) by 2002 c. 25, s. 2(3)(b); S.I. 2002/2749, art. 2
439
Words in s. 201(1) substituted (1.2.2006) by The Performances (Moral Rights, etc.) Regulations
2006 (S.I. 2006/18), reg. 2, Sch. para. 8 (with reg. 8)
440
Words in s. 202(1) substituted (1.2.2006) by The Performances (Moral Rights, etc.) Regulations
2006 (S.I. 2006/18), reg. 2, Sch. para. 8 (with reg.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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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4項 自系爭違法錄製物製作完成之日起滿六年後，不得依第199條規定( 刑事
訴訟程序之交付命令) 作成命令。
第 204 條 ( 處置違法錄製物之命令)
第1項 表演之違法錄製物已依第195條或第199條所作成之命令予以交付，或依第
196條所賦予權利予以扣押並留置者，得向法院提出下列命令之聲請或不
為該命令之聲請：
(a) 由法院命令將該違法錄製物交該項表演有表演人權利或有錄製權之人
沒收，或
(b) 銷毀或由法院為其他妥適之處置。
第2項 於審酌是否應作成何種命令時，法院應考慮於侵害本篇441所賦予權利之訴
訟中，是否有其他妥適之救濟，可用以賠償該等權利人並保障其權益。
第3項 就有關對該錄製物有利益之人為送達通知之規定，應由法院規則(rules of
court)訂定，而該人有下列之權利：
(a) 不論是否受送達通知，其有權於本條所定命令之訴訟程序中出庭；及
(b) 不論是否出庭，其有權就任何作成之命令提出上訴。
且於上訴通知書期限屆滿前， 或如於該期限屆滿前已適時發出上訴通知，
則於終局判決或撤回上訴前， 該命令不生效力。
第4項 如錄製物有一個以上之利害關係人時，法院應以其認為公平之方式作成命
令，且得( 特別) 指示該錄製物予以出售或為其他處分，而所得予以平均
分配。
第5項 如法院裁定不得依本條規定作成命令時，於交付或扣押前曾持有、保管或
掌握該錄製物之人，有權要求返還該錄製物。
第6項 本條所稱之錄製物利害關係人，包括依下列之規定就有關錄製物作成命令
而受有利益之人：
(a) 依本條規定或本法第114條或第231條規定，或
(b) 依1949年專利法第24D 條，或
(c) 依1994年商標法第19條規定(包含2006年歐盟商標法第4條之適用規
定) ，或
(d) 依2005年歐盟專利法第1C條之規定442。
第 204A 條（英格蘭、威爾斯或北愛蘭地區443違法錄製物之沒收）
第1項 於英格蘭、威爾斯或北愛爾蘭地區，若於調查或起訴相關犯罪時查獲表演
的違法錄製物，可依本條申請命令沒收該違法錄製物。
第2項 本條所稱「相關犯罪」係指：
441

Words in s. 204(2) substituted (1.2.2006) by The Performances (Moral Rights, etc.) Regulations
2006 (S.I. 2006/18), reg. 2, Sch. para. 8 (with reg. 8)
442
Words in s. 204(6) substituted (29.4.2006) by The Intellectual Property (Enforcement, etc.)
Regulations 2006 (S.I. 2006/1028), reg. 2(2), Sch. 2 para. 11
443
S. 204A inserted (20.11.2002) by 2002 c. 25, s. 4; S.I. 2002/2749, art.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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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觸犯第198條第1項或第1A項 444 (製造或交易違法錄製物的刑事責
任)，
(b) 觸犯1968年貿易說明法，或
(c) 涉及不實或欺騙的犯罪。
第3項 下列情況可依本條提出申請：
(a) 針對部分或全部違法錄製物之相關犯罪，已在任何法院提起告訴，或
(b) 若未曾依前項申請沒收違法錄製物，可向治安法庭（magistrates’ court）
提出申請。
第4項 若依本條提出申請，法院應確信相關犯罪與違法錄製物有關，始得下令沒
收任何違法錄製物。
第5項 法院如確信相關犯罪與違法錄製物有關，且該違法錄製物足以代表系爭違
法錄製物(無論是否出於同一交易標的之其中一部分)，可依本條推定其已
犯下與任何違法錄製物有關的罪行。
第6項 任何人因治安法庭依本條作成命令，或因該法院判決不作成類似命令而不
服者，可對該命令或判決提出上訴：
(a) 若在英格蘭及威爾斯，得向皇家法院提起，
(b) 若在北愛爾蘭，得向郡法院提起。
第7項 本條所指命令包含出庭請求延後執行任何上訴待審或未決的命令(包括依
1980治安法庭法案第111條(c. 43)或1981治安法庭(北愛爾蘭)命令第146條
(S.I. 1987/1675 (N.I. 26))(個案陳述)的任何申請。
第8項 受第9項之限制，若依本條所沒收任何違法錄製物，應根據法院指示予以
銷毀。
第9項 一旦依本條作成命令，法院可指示交付(而非銷毀)該命令所指的違法錄製
物予擁有錄製權或表演人權利之人，或以法院認為適當的其他方式處理。
第 204B 條 （沒收：蘇格蘭445）
第1項 蘇格蘭的法院可依本條下令沒收任何違法錄製物。
第2項 下列情況下可依本條作成命令：
(a) 由地方檢察官以1995刑事程序法(蘇格蘭)第134條指定方式提出申請，
或
(b) 除了法院可判處之其他任何刑罰以外，彼等被告還因相關犯罪遭判
刑。
第3項 若依第2項第(a)款提出申請，法院必須確信相關犯罪與違法錄製物有關，
始得作成沒收任何違法錄製物之命令。
第4項 法院如確信相關犯罪與違法錄製物有關，且該違法錄製物足以代表系爭違

444

Words in s. 204A(2)(a) substituted (31.10.2003) by The Copyright and Related Rights Regulations
2003 (S.I. 2003/2498), reg. 26(4)(c) (with regs. 31-40)
445
S. 204B inserted (20.11.2002) by 2002 c. 25, s. 4; S.I. 2002/2749, art.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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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錄製物(無論是否出於同一交易標的之其中一部分)，可依本條推定其已
犯下與任何違法錄製物有關的罪行。
第5項 依第2項第(a)款提出申請之地方檢察官，應以通知書連同相關申請的影本
送達予違法錄製物之所有人或任何利害關係人，使其有機會出庭該申請的
聽證會，說明不應沒收違法錄製物的原因。
第6項 依第5項送達的方式，應依1995刑事程序法案(蘇格蘭)在簡易訴訟程序中
指定為引證被控訴者的方式進行並可據此證實送達。
第7項 依第5項獲送達通知書的任何人，以及宣稱為本條申請案有關之違法錄製
物所有人或其他任何利害關係人，有權出庭該申請之聽證會，說明不應沒
收違法錄製物的原因。
第8項 若有下列情況，法院在依照第2項第(a)款提出申請後不應作成命令：
(a) 依第5項送達通知書的任何人沒有出庭，除非證明通知書已送達此人，
或
(b) 未曾依第5項送達通知書，除非法院確信在合理的情況下未送達該通知
書。
第9項 若依第2項第(a)款提出申請後下令沒收任何違法錄製物，已出庭或有權出
庭說明為何不應該沒收違法錄製物之任何人，可在作成命令後21天內，以
暫停議案上訴高等法院。
第10項1995刑事程序法案(蘇格蘭)第182條第5項第(a)至(e)款適用第9項提出之上
訴，類推適用於該法第二篇所述之個案。
第11項依第2項第(a)款提出申請後作成之命令，在下列期日以前不生效：
(a) 自作成命令次日起直到21天的期間結束，或
(b) 若在上述期限內依第9項上訴，則在作成裁定或放棄上訴前。
第12項依第2項第(b)款所作成的命令，在下列期日以前不生效：
(a) 直到依1995年刑事程序法案(蘇格蘭)得對該命令提出上訴結束止，或
(b) 若在該期限內上訴，則至上訴作成裁定或放棄上訴為止。
第13項據本條第14項，依本條沒收之違法錄製物應根據法院指示予以銷毀。
第14項若依本條作成命令，法院可指示交付(而非銷毀)該命令所指的違法錄製物
予擁有錄製權或表演人權利之人，或以法院認為適當的其他方式處理。
第15項基於本條之目的：
「相關犯罪」係指違反第198條第1項或第1A項(製造或交易違法錄製物的
刑事責任)，或1968貿易說明法案或涉及不實或欺騙的任何犯罪；
「法院」意指：
(a) 針對第2項第(a)款申請作成相關命令的郡治安官（sheriff），
依第2項第(b)款作成相關命令判決的法院。
第 205 條 (郡法院及司法行政法院之管轄權)
第1項 在英格蘭、威爾斯及北愛爾蘭地區，郡法院得依下列各款受理訴訟：
第195條(有關交付違法錄製物之命令)，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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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204條(有關處置違法錄製物之命令)，
但在北愛爾蘭地區，郡法院僅得於系爭之違法錄製物之價值不超過郡法院
就侵權訴訟所定之限額時，受理訴訟446。
第2項 在蘇格蘭地區，依前述條文所定命令之訴訟得向司法行政法院提起。
第3項 本條之任何條款，均不得解釋為會影響高等法院或在蘇格蘭的高等法院之
管轄權。

表演人財產權之授權447
第 205A條（表演人財產權之授權448）
就對表演人財產權之授權應適用附錄二 A 之各項條文。

著作權審議與調解委員會之司法管轄權449
第 205B條 （著作權審議與調解委員會之司法管轄權）
第1項 著作權審議與調解委員會依本章450有司法管轄權，依照下列條款審訊並裁
定訴訟程序：
(a) 第182D條(就商業錄音著作之利用適當報酬數額)；
(b) 第190條(代表錄製權人同意);
(c) 第191H條(移轉出租權之適當報酬數額);
(cc) 附錄2第19條(關於再播送包括表演或錄製物之廣播裁定應付之權利
金或其他報酬)451;
(d) 附錄二A第3條、第4條或第5條(授權制度之適用);
(e) 該附錄第6條或第7條(依授權制度之授權)；
(f) 該附錄第10條、第11條或第12條(授權單位之授權)；
(g) 該附錄第15條(適用於出借之權利金)；
(h) 該附錄第17條(適用於權利人之授權條款)。
第2項 審議與調解委員會依本章行使任何司法管轄權之相關行為，適用第一篇第
八章(有關著作權審議與調解委員會之一般規定)之規定。
第3項 應依第150條之規定訂立條文禁止著作權審議與調解委員會依附錄二A第
3條、第4條或第5條而接受某代表性組織所提供的授權參考方案，除非委
員會確信該組織係合理代表該些宣稱其具代表權之人。
446

Words in s. 205(1) inserted by S.I. 1991/724, art. 2(8), Schedule PartI
S. 205A and crossheading inserted (1.12.1996) by S.I. 1996/2967, reg. 22(1) (with Pt. III)
448
S. 205A inserted (1.12.1996) by S.I. 1996/2967, reg. 22(1) (with Pt. III)
449
S. 205B and crossheading inserted (1.12.1996) by S.I. 1996/2967, reg. 24 (with Pt. III)
450
Words in s. 205B(1)(2) substituted (1.2.2006) by The Performances (Moral Rights, etc.)
Regulations 2006 (S.I. 2006/18), reg. 2, Sch. para. 8 (with reg. 8)
451
S. 205B(cc) inserted (1.10.1996) by 1996 c. 55, s. 138, Sch. 9 para. 4 (with s. 43(6)); S.I.
1996/2120, art. 4(1), Sch. 1
4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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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人格權452
表演人之姓名表示權
第 205C 條 （表演人之姓名表示權）
第1項 表演人無論何時均應有權享有其姓名表示權：
(a) 於製造（produce）或公開演出(put on)的符合資格表演，
(b) 符合資格表演之現場廣播，
(c) 公開傳播某符合資格表演之錄音著作，或
(d) 公開散佈錄音著作之重製物。
第2項 依本條表演人應有之權利係指下列各款：
(a) 若係公開表演，在伴隨該表演的任何節目中得表示其身分，或以其他
方式使視聽該表演之人可注意其身分，
(b) 若係該表演之廣播，則應以某種方式使視聽該表演之人可注意其身
分，
(c) 若係公開傳播錄音著作，則應以某種方式使視聽該表演之人可注意其
身分，
(d) 若係對公眾散佈其錄音著作，則應在每份重製物上予以姓名表示，如
有其不適當者，則應以其他方式使取得該重製物之人可注意其身分，
或(在上述任何情況中)以表演人與第1項提及之協議的其他方式表示其姓
名。
第3項 本條有關團體之表演(或相當於團體之表演)所賦予的權利在下列情況下
不構成侵權：
(a) 倘若在第2項第(a)款、第(b)款或第(c)款所指範圍內，或
(b) 若該團體本身如第2項之規定享有該權利，若於該項第(d)款所指之範
圍內無合理之方式使該團體之每位成員均得表示其姓名。
第4項 本條之「團體」意指兩位以上的表演人各有特定之名稱可被認知。
第5項 若依第205D條主張指定使用別名，姓名之首字母，或其他特殊的姓名表
示形式，應使用該形式；或可使用任何合理之姓名表示方法。
第6項 本條對第205E條之規定亦具有拘束力(權利之例外)。
第 205D 條 （主張權利之要件）
第1項 若係依第205C條不構成侵權(姓名表示權)之規定而為任何行為，除非權利
人已根據下列條文主張該權利，否則對該他人不生拘束力。
第2項 該項權利之主張得透過下列之方式或以任何特定之方式概括主張之：

452

Ss. 205C-205N and cross-headings inserted (1.2 2006) by The Performances (Moral Rights, etc.)
Regulations 2006 (S.I. 2006/18), art. 6 (with reg. 8) (which inserted provisions accordingly become Pt.
2 Ch. 3 (1.2.2006) by virtue of S.I. 2006/18, art. 4(6) (with reg.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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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由表演人或其代表訂立契約，或
(b) 若係讓與表演人之財產權，則於讓與書中應註明表演人對於相關的表
演得主張其姓名表示權。
第3項 應受第2項權利主張約束之人，係指：
(a) 若依第2項第(a)款提出主張，被通知該主張之任何人；
(b) 若依第2項第(b)款提出主張，權利之受讓人及任何欲主張該權利之人，
無論有無受有該主張之通知。
第4項 在侵權訴訟中，法院審酌其賠償時，應考量其權利之主張有無任何遲延。
第 205E條 （姓名表示權之例外）
第1項 第205C條賦予之各項權利(姓名表示權)於下列例外規定，不適用之。
第2項 若無合理可行之方式行使其表演人之姓名表示權(或第205C條第3項所允
許之團體姓名表示方式)，不適用該條規定。
第3項 若係為報導時事所做之任何表演，不適用該條規定。
第4項 若係為廣告貨品或服務所做之任何相關表演，不適用該條規定。
第5項 下列附錄二條文所列舉之行為若未侵害第2章所賦予之任何權利，不構成
侵權：
(a) 第2條第1A項(新聞報導)；
(b) 第3條(附帶納入表演或錄製物之情形)；
(c) 第4條第2項(為檢查所為之行為)；
(d) 第8條(立法或司法程序)；
(e) 第9條(皇家委員會及法定調查)。

禁止以損害名譽之方式刪改之權
第 205F 條 （禁止以損害名譽之方式刪改之權）
第1項 符合資格表演之表演人如有下列之情形，構成侵權：
(a) 現場表演之廣播，或
(b) 藉由錄音著作公開播送或公開傳播該表演，
而以任何扭曲、斷章取義，或其他修改之方式損害表演人的名譽。
第2項 本條對第 205G條(權利之例外)亦具有拘束力。
第 205G條 （禁止以損害名譽之方式刪改之權之例外規定）
第1項 第205F條所賦予之權利 (禁止以損害名譽之方式擅改之權) 於下列之例
外規定，不適用之。
第2項 若係為報導時事所做之任何表演，不適用該條規定。
第3項 對表演所做的改作若符合正常剪輯或實務之製作即不構成侵權。
第4項 受第5項之條件限制，基於下列目的所為之行為不構成侵權：
(a) 係為避免犯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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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係屬遵守法所強制執行之責任，或
(c) 若係英國廣播公司，為避免在廣播中因附帶納入某節目而違反善良風
俗或可能鼓勵或煽動犯罪、導致失序或冒犯大眾。
第5項 下列情形，須有充分的免責聲明，始得適用第4項之規定：
(a) 系爭修改表演之行為，使視聽該表演的人得注意表演人之姓名表示者；
或
(b) 過去曾在對公眾發行之錄音著作重製物中表示其姓名者。
第6項 第5項「充分的免責聲明」
，與侵權之行為有關者，係指可清楚且合理的明
白指出：
(a) 系爭修改表演之行為，使視聽該表演的人得注意表演人之姓名表示者；
或
(b) 若在行為當時表演人得表示其姓名者，
而未經表演人同意修改該表演。
第 205H條（持有或交易侵權物品而侵權）
第1項 行為人明知或可得而知該物品係屬侵權物品，於下列之情形亦屬侵害第
205F賦予之各項權利(禁止以損害名譽之方式擅改之權)：
(a) 係於業務關係中持有，或
(b) 出售或出租，或為出售或出租而提供或陳列
(c) 散布。
第2項 本條所稱「侵權物品」意指就載錄符合資格之表演之錄音著作以任何扭曲、
斷章取義，或其他方式擅改而損害表演人名譽者。

附則
第 205I 條 權利之存續期間
第1項 本章關於表演所賦予表演人之各項權利，只要該表演人依第二章有關該表
演之權利繼續存在，其權利即繼續存在。
第2項 第1項所稱「表演人之權利」，包括表演人授與其繼承人的權利。
第 205J 條（權利之同意及拋棄）
第1項 經著作權人或其代表同意所做的任何行為均不侵害本章所賦予之權利。
第2項 該人或其代表可簽下棄權書放棄任何權利。
第3項 本條之「拋棄」：
(a) 可能有關特定表演、指定表演或一般表演，並可能有關現有或未來之
表演，且
(b) 可能有條件或無條件可撤回，且表演人在有關表演之財產權訴訟中若
判其權利人或準權利人勝訴，除有相反之意思表示，應推定延伸至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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權利之被授權人及繼承人。
第4項 本章之任何條文均不得解釋為可排除非正式放棄本章賦予的權利或其他
有關一般交易之契約或禁反言。
第 205K 條 （表演之一部份之條文適用）
第1項 第205C條賦予的權利(姓名表示權)適用於相關表演的全部或任何部份。
第2項 第205條F賦予的權利(禁止以損害名譽之方式擅改之權)適用於相關表演
之全部或其一部。
第 205L條 （人格權不可讓與）
本章所賦予之權利不可讓與。
第 205M 條（權利人死亡後人格權之移轉）
第1項 本章賦予權利之人一旦死亡：
(a) 該權利得依其遺囑移轉予特別指定之人，
(b) 若無特別指定但該表演人系爭之財產權是其資產的一部分，該權利應
移轉予該財產權讓與的對象，
(c) 若該權利未依本條第1項(a)或(b)款讓與，可由其私人代表行使。
第2項 若表演人之財產權有部分移轉予某人且部分移轉給另一人，其適用應同於
限定遺贈：
(a) 一件或以上，但非全部，權利人有權同意者，或
(b) 部分，但非全部，依該權利繼續存在之期間，
第1項所指表演人財產權讓與的任何權利亦應比照分割。
第3項 若第1條第(a)款或(b)款所指權利可由一人以上行使：
(a) 若係第205F條賦予的權利(禁止以損害名譽之方式擅改之權)，其中每
一人皆可行使該權利，且係爭處理方式或行為應符合其同意，且
(b) 其中任一人根據第205J條放棄其權利者並不影響他人之權利。
第4項 先前同意或拋棄權利者將約束第1項讓與權利之對象。
第5項 本條關於權利人死後遭侵權得由其私人代表請求之任何損害賠償，若訴訟
權一直存在並在權利人死後即授與，應成為其資產的一部分而為移轉。
第 205N 條 （人格權遭侵害之救濟）
第1項 侵害本章所賦予之權利如同違反對享有該權利者應盡的法定責任，並得因
此提起訴訟。
第2項 若有下列之情形者：
(a) 侵害本章賦予之權利，
(b) 某人假稱代表表演人同意相關行為或意圖放棄該權利，且
(c) 其不作為即不構成侵權者，
行為人應就第1項之侵權，與應對該行為負責之任何人，負連帶責任，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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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其本人侵害該權利。
第3項 若對侵害本章賦予的權利提起訴訟，提出抗辯者須證明：
(a) 宣稱代表表演人之人同意被告的行為或意圖放棄該權利，且
(b) 被告合理相信此人係表演人之代表而為之。
第4項 就第 205F條賦予之權利提出訴訟時，法院若認為是適當補償，可發出禁
制令禁止任何行為，除有免責聲明得以法院所批准的條件與方式，使表演
人與該表演的廣播或錄音著作之關係脫離。

第四章：保障及延伸之資格及釋義453
保障及延伸之資格
第 206 條 (符合資格之國家、自然人及人)
第1項 本篇所稱：「符合資格國家」係指:
(a) 英國，
(b) 歐洲經濟共同體之其他會員國，或
(c) 依第208條所定命令範圍，係指該條所定享有互惠保障之國家
「符合資格自然人」係指符合資格國家之公民或臣民、或居民；及
「符合資格之人」係指符合資格自然人或法人或具有法律人格之團體，且
該法人團體符合下列規定：
(a) 係依英國或其他符合資格國家法律設立者，及
(b) 其營業所主要業務活動在任何符合資格國家領域內者。
第2項 「符合資格自然人」應解釋為：定義中所指符合資格國家之公民或臣民，
(a) 於英國，其人為英國公民，及
(b) 於英國殖民地，其人為英國屬土公民(British Dependent Territories
citizen)。
第3項 關於「符合資格之人」定義，於決定主要業務活動是否在任何國家之營業
所進行時，貨物縱係主要在外國交易，亦在所不問。
第 207 條 (本篇得延伸適用之國家)
本篇延伸適用於英格蘭及威爾斯、蘇格蘭及北愛爾蘭地區。
第 208 條 (享有互惠保障之國家)
第1項 英國女王得以樞密院命令，指定下列國家享有本篇所定權利之互惠保障:
(a) 締約國(Convention country)，或
(b) 英國女王認其法律已對或將對英國人之表演給予保障之國家。
第2項 「締約國」係指有關表演人權利協約之會員國，而英國亦為會員國之一
453

Ss. 206-212 become Pt. 2 Ch. 4 (1.2.2006) by virtue of The Performances (Moral Rights, etc.)
Regulations 2006 (S.I. 2006/18), reg. 4(7) (with reg.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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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3項

第4項
第5項
第6項

者。
本條所稱「英國人之表演」(British performance)係指下列各款之表演：
(a) 由英國公民或英國居民所為者，或
(b) 在英國境內發生者。
倘該國法律僅就某些表演項目給予保護，則第1項b 款指定該國之命令，
應就與該國有關之表演，依本篇提供其有限度之相對性保護。
本條第1項b 款賦予之各項權力，其行使於任何海峽群島、曼島或任何英
國殖民地，如同在外國行使。
依本條所定之樞密院命令，其廢止須由兩院之一決議為之。

第 209 條 (領海與大陸礁層)
第1項 依本篇之意旨， 英國之領海， 應視為英國之一部。
第2項 因直接與開採海床或其地層或開採其天然資源有關而於英國大陸礁層之
構築上或停靠於該處之船舶上完成之事物，適用本篇之規定，如同適用於
英國境內完成之事物。
第3項 英國之大陸礁層，係指依1964年大陸礁層法(Continental Shelf Act 1964)第1
條第7項規定，以命令指定之區域。
第 210 條 (英國船舶、航空器及氣墊船)
第1項 本篇適用於英國船舶、航空器或氣墊船上所為之事物，如同適用於英國境
內所為者。
第2項 本條中：
「英國船舶」意指1995年商用船舶法(Merchant Shipping Act 1995)454所定
之英國船舶而非在英國以外國家所登記之船舶。
「英國航空器」及「英國氟墊船」意指在英國登記之航空器或氣墊船。
第 210A 條（簽名之要件：關於法人團體之適用455）
第1項 下列條文要求權利人或其代表於契約上簽名，若是法人團體，其公司印鑑
亦可：
第191B條第3項 (讓與表演人之財產權)；
第191C條第1項(讓與表演人未來之財產權)；
第191D條第1項 (專屬授權)。
第2項 下列條文要求權利人或其代表於契約上簽名，若是法人團體，其公司印鑑
亦可：
第205D條第2項(a)款 (表演人之人格權)；
454

Words in s. 210(2) substituted (1.1.1996) by 1995 c. 21, ss. 314(2), 316(2), Sch. 13 para. 84(b)
(with s. 312(1))
455
S. 210A inserted (1.2.2006) by The Performances (Moral Rights, etc.) Regulations 2006 (S.I.
2006/18), reg. 7 (with reg.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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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205J條第2項(表演人之人格權之棄權)。

釋義
第 211 條 (著作權條文具有相同意義之用詞)
第 1 項 本篇下列用詞與第一篇( 著作權) 所用者同其意義：
讓與(於蘇格蘭地區)456，
廣播，
營業(business)，
(刪除)457，
(刪除)458，
公開傳播(communication to the public)459，
國家，
被告(在蘇格蘭地區)，
交付(在蘇格蘭地區)，
歐洲經濟區(the EEA)460，
歐洲經濟區之會員國(EEA state)，
視聽著作(film)，
禁制令(injunction)(在蘇格蘭地區)461，
語文著作，
已發行(published)462，
已登錄(signed)463，
錄音著作(sound recording)464，及
無線廣播 (wireless broadcast)465。
456

S. 211(1): entry inserted (1.2.2006) by The Performances (Moral Rights, etc.) Regulations 2006
(S.I.2006/18), reg. 2, Sch. para. 6(2) (with reg. 8)
457
S. 211(1): entry repealed (31.10.2003) by The Copyright and Related Rights Regulations 2003
(S.I.2003/2498), reg. 2(2), Sch. 2 (with regs. 31-40)
458
S. 211(1): entry repealed (31.10.2003) by The Copyright and Related Rights Regulations 2003
(S.I.2003/2498), reg. 2(2), Sch. 2 (with regs. 31-40)
459
S. 211(1): entry inserted (31.10.2003) by The Copyright and Related Rights Regulations 2003
(S.I.2003/2498), reg. 2(1), Sch. 1 para. 15(5)(a)(i) (with regs. 31-40)
460
S. 211(1): entries relating to "the EEA," and "EEA state," substituted (29.4.2006) for entry relating
to "EEA national," by The Intellectual Property (Enforcement, etc.) Regulations 2006 (S.I. 2006/1028),
reg. 2(2), Sch. 2 para. 12
461
S. 211(1): entry inserted (31.10.2003) by The Copyright and Related Rights Regulations 2003
(S.I.2003/2498), reg. 2(1), Sch. 1 para. 15(5)(a)(i) (with regs. 31-40)
462
Word in s. 211(1) repealed (31.10.2003) by The Copyright and Related Rights Regulations 2003
(S.I.2003/2498), reg. 2(2), Sch. 2 (with regs. 31-40)
463
S. 211(1): entry inserted (31.10.2003) by The Copyright and Related Rights Regulations 2003
(S.I.2003/2498), reg. 2(1), Sch. 1 para. 15(5)(a)(i) (with regs. 31-40)
464
Words in s. 211(2) substituted (1.2.2006) by The Performances (Moral Rights, etc.) Regulations
2006 (S.I. 2006/18), reg. 2, Sch. para. 6(3) (with reg. 8)
465
S. 211(1): entry inserted (31.10.2003) by The Copyright and Related Rights Regulations 20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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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2 項 適用於本篇規定事項及關於本篇所賦予權利之侵害，有下列之情形者
466
：
(a) 第 5B 條第 2 及第 3 項(有關電影之補充規定)，及
(b) 第 6 條第 3 項、第 5A 條、第 19 條第 4 項(有關廣播之補充規定)，
如同其適用於第一篇規定事項及關於著作權之侵害。
第 212 條 (用詞定義索引)
下列所表示者，係本篇各條款用詞定義或解釋之對照表(但專用於各該條款之用
詞定義與解釋，不包括在內)：
讓與(在蘇格蘭地區)467 第 211 條第 1 項 (及第 177 條);
廣播 (及相關用詞) 第 211 條 (及第 6 條)
營業 第 211 條第 1 項 (及第 178 條)
(刪除)468
公開傳播469第 211 條第 1 項 (及第 20 條)
表演人之同意(與表演人之相關權利)470 第 191A條第 2 項
國家 第 211 條第 1 項 (及第 178 條)
被告(在蘇格蘭地區) 第 211 條第 1 項 (及第 177 條)
交付(在蘇格蘭地區) 第 211 條第 1 項 (及第 177 條)
散布權471 第 182B條第 5 項472
歐洲經濟區及歐洲經濟區之會員國473 第 211 條第 1 項 (及第 172A條)474
專屬錄製契約(exclusive recording contract) 第 185 條第 1 項
視聽著作(film) 第 211 條第 1 項(及第 5B條)475
團體(group) 第 205C條第 4 項476
違法錄製物 第 197 條

(S.I.2003/2498), reg. 2(1), Sch. 1 para. 15(5)(a)(i) (with regs. 31-40)
466
Words in s. 211(2) substituted (1.2.2006) by The Performances (Moral Rights, etc.) Regulations
2006 (S.I. 2006/18), reg. 2, Sch. para. 6(3) (with reg. 8)
467
S. 212: entry inserted (1.2.2006) by The Performances (Moral Rights, etc.) Regulations 2006
(S.I.2006/18), reg. 2, Sch. para. 7 (with reg. 8)
468
S. 212: entry repealed (31.10.2003) by The Copyright and Related Rights Regulations 2003
(S.I.2003/2498), reg. 2(2), Sch. 2 (with regs. 31-40)
469
S. 212: entry inserted (31.10.2003) by The Copyright and Related Rights Regulations 2003
(S.I.2003/2498), reg. 2(1), Sch. 1 para. 15(6) (with regs. 31-40)
470
Words in s. 212 inserted (1.12.1996) by S.I. 1996/2967, reg. 21(6) (with Pt. III)
471
Words in s. 212 inserted (1.12.1996) by S.I. 1996/2967, reg. 20(4) (with Pt. III)
472
Words in s. 212 inserted (1.12.1996) by S.I. 1996/2967, reg. 20(4) (with Pt. III)
473
S. 212: words in entry substituted (29.4.2006) by The Intellectual Property (Enforcement,
etc.)Regulations 2006 (S.I. 2006/1028), reg. 2(2), Sch. 2 para. 13
474
Words in s. 212 inserted (1.1.1996) by S.I. 1995/3297, reg. 11(4) (with Pt. III)
475
Words in s. 212 substituted (1.1.1996) by S.I. 1995/3297, reg. 9(6)(a) (with Pt. III)
476
S. 212: entry inserted (1.2.2006) by The Performances (Moral Rights, etc.) Regulations 2006
(S.I.2006/18), reg. 2, Sch. para. 7 (with reg. 8)
165

禁制令(在蘇格蘭地區)477 第 211 條第 1 項(及第 177 條)
向公眾散布(issue to the public)478 第 182B條
文學著作 第 211 條第 1 項(及第 3 條第 1 項)
出借權 (lending right) 479 第 182C條第 7 項480
提供權(making available right)481 第 182CA條
表演performance 第 180 條第 2 項
表演人之非財產上權利482 第 192A條第 1 項483
表演人之財產權484第 191A條第 1 項485
已發行(published) 第 211 條第 1 項(及第 175 條)
符合資格國家 第 206 條第 1 項
符合資格自然人 第 206 條第 1)項及第 2 項
符合資格表演 第 181 條
符合資格之人 第 206 條第 1 項及第 3 項
表演之錄製物 第 180 條第 2 項
享有錄製權之人 第 185 條第 2 項及第 3 項
出租權486(rental right) 第 182C條第 7 項487
重製權488 第 182A條第 3 項489
權利人(與表演人之財產權相關權利)490 第 191A條第 3 項及第 4 項491
已登錄(signed)492 第 211 條第 1 項(及第 176 條)
錄音著作 第 211 條第 1 項(及第 5A條)493
無線廣播(wireless broadcast)

494

第 211 條第 1 項(及第 178 條)

477

S. 212: entry inserted (31.10.2003) by The Copyright and Related Rights Regulations 2003
(S.I.2003/2498), reg. 2(1), Sch. 1 para. 15(6) (with regs. 31-40)
478
S. 212: entry inserted (1.2.2006) by The Performances (Moral Rights, etc.) Regulations 2006
(S.I.2006/18), reg. 2, Sch. para. 7 (with reg. 8)
479
Words in s. 212 inserted (1.12.1996) by S.I. 1996/2967, reg. 20(4) (with Pt. III)
480
Words in s. 212 inserted (1.12.1996) by S.I. 1996/2967, reg. 20(4) (with Pt. III)
481
S. 212: entry inserted (31.10.2003) by The Copyright and Related Rights Regulations 2003
(S.I.2003/2498), reg. 2(1), Sch. 1 para. 15(6) (with regs. 31-40)
482
Words in s. 212 inserted (1.12.1996) by S.I. 1996/2967, reg. 21(6) (with Pt. III)
483
Words in s. 212 inserted (1.12.1996) by S.I. 1996/2967, reg. 21(6) (with Pt. III)
484
Words in s. 212 inserted (1.12.1996) by S.I. 1996/2967, reg. 21(6) (with Pt. III)
485
Words in s. 212 inserted (1.12.1996) by S.I. 1996/2967, reg. 21(6) (with Pt. III)
486
Words in s. 212 inserted (1.12.1996) by S.I. 1996/2967, reg. 20(4) (with Pt. III)
487
Words in s. 212 inserted (1.12.1996) by S.I. 1996/2967, reg. 20(4) (with Pt. III)
488
Words in s. 212 inserted (1.12.1996) by S.I. 1996/2967, reg. 20(4) (with Pt. III)
489
Words in s. 212 inserted (1.12.1996) by S.I. 1996/2967, reg. 20(4) (with Pt. III)
490
Words in s. 212 inserted (1.12.1996) by S.I. 1996/2967, reg. 21(6) (with Pt. III)
491
Words in s. 212 inserted (1.12.1996) by S.I. 1996/2967, reg. 21(6) (with Pt. III)
492
S. 212: entry inserted (1.2.2006) by The Performances (Moral Rights, etc.) Regulations 2006
(S.I.2006/18), reg. 2, Sch. para. 7 (with reg. 8)
493
Words in s. 212 substituted (1.1.1996) by S.I. 1995/3297, reg. 9(6)(b) (with Pt. III)
494
S. 212: entry inserted (1.2.2006) by The Performances (Moral Rights, etc.) Regulations 2006
(S.I.2006/18), reg. 2, Sch. para. 7 (with reg.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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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一：著作權過渡條款
前言
第1條
第1項 本附錄中各用語之定義如下:
「1911 年法」係指 1911 年著作權法。
「1956 年法」係指 1956 年著作權法。
「新著作權法規」係指本法中有關著作權之部分，即本法第一章( 含本附
錄) 及附錄三、附錄七及附錄八就該第一章所為之修訂及廢止之部分。
第2項 本附錄所稱「施行」係指前項「新著作權法規」施行之日。
第3項 本附錄所稱「既存著作」係指在新著作權法規施行之前已完成之著作。為
此， 一著作之創作涵蓋一段期間者，應視為其創作過程完成之時所創作。
第2條
第1項 就1956年法而言，本附錄所稱著作包含1956年法所定之著作或其他主要部
份。
第2項 就1911年法而言：
(a) 本附錄所稱著作權係包括該法第24條所賦予之權利，而此權利係取代
該法施行前存續之權利;
(b) 本附錄所稱錄音著作之著作權係指該法所定含有錄音之錄製物之著作
權; 及
(c) 本附錄所稱視聽著作之著作權係指視聽著作(其必須構成該法所稱之
戲劇著作) 或以攝影之形式(in photographs forming)構成視聽著作之ㄧ
部。

一般原則: 法律之連貫性
第3條
除另有其他規定外，新著作權法規適用於其施行時既存之事物，如該事物係施行
後所發生者，亦同。
第4條
第1項 凡於新著作權法就過去條文重新制訂(不論是否有增訂)之範圍，本條具有
確保法律連貫性之效力。
第2項 任何法規、法律文書或其他文件中所指著作權或著作或其他享有著作權之
標的，其在本法以外而視為1956年法所定之著作權者，為延續其效力所須，
應指或於情況需要時包括本法所定著作權或依本法享有著作權之著作。
第3項 依業經本法所廢止之條文或為該條文之目的所為之事項(包括附屬法)，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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效力應依新著作權法規之相對條文或為該條文之目的所為之規定事項。
第4項 本法或任何其他法、法律文書或文件所指(明示或默示)著作權法規中任何
條文，有關著作權法規施行前之時間、情況及目的，如文義允許時，應解
釋為包括過去之對應條文。
第5項 法、法律文書或其他文件所指(明示或默示)法所廢止之條文，凡為延續其
效力所須之情形，應解釋為係指本法中之對應條文。
第6項 本條條文之效力應受本法所為之任何特定暫行條款或保留條款及明示修
正條款之限制。

著作權之存續
第5條
第1項 既存著作除於新著作權法規施行前即享有著作權外，不得於新著作權法規
施行後享有著作權。
第2項 既存著作於新著作權法規施行後依下列規定合於著作權保護者，不受前述
第1項規定之影響：
(a) 依據本法第155條規定（資格於首次出版），或
(b) 依本法第159條規定所作命令(本法第一章之條款適用於其延伸不及之
國家) 。
第6條
第1項 於1957年6月1日以前所完成之美術著作，於其完成當時係符合於1949年註
冊外觀設計法(Registered Designs Act 1949)所定或依本法所廢止之法屬可
登記之設計，並使用或意欲使用工業方法予以大量生產之模型或式樣
(pattern)者，不得依本法享有著作權。
第2項 就第1項之目的而言，任何設計若有下列任一情形者，應視為以工業方法
予以大量生產之模型或式樣：
(a) 該設計經重製或意欲重製成50個以上單件物品，但如經重製所製造出
之全部物品構成1949年註冊外觀設計法第44條第1項所稱之單獨一套
物品者，不在此限；或
(b) 若該設計係應用於下列物品：
(i) 壁紙
(ii) 依長度或論件製造或出售之地毯、鋪地板之漆布或油布；
(iii) 依長度或論件製造或出售之布匹或紡織品；
(iv) 非手工所製造之飾邊。
第7條
第1項 1957年6月1日前所完成之視聽著作不得享有著作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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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2項 於前項目期前所完成之視聽著作合於1911年法所定之原創戲劇著作，如該
原創戲劇著作可視同本法第一章所定之視聽著作之情形，新著作權法規之
效力及於該視聽著作。
第3項 新著作權法規之效力及於1957年6月1日前所完成而構成視聽著作之一部
之攝影著作，非構成視聽著作之一部之攝影著作亦同。
第8條
第1項 除有後述第2項之規定外，於新著作權法規施行前適用1956年法第13條第9
項規定之視聽著作之原聲帶(film sound-track)(該視聽著作視為包含其所
附屬之原聲帶所含之聲音)，就新著作權法規之目的而言，非屬視聽著作
之一部，但應視為錄音著作。
第2項 若，
(a) 關於錄音著作，除含有該錄音著作之視聽著作於新著作權法規施行前
即享有著作權外，不得享有著作權，而其著作權效力延續至該視聽著
作之著作權屆滿為止；
(b) 該視聽著作之著作人及原始著作權人應視為該錄音著作之著作人及著
作權人；及
(c) 於新著作權法規施行前依該視聽著作之著作權所為或與之有關之任何
行為，其對該錄音著作之效力視同對該視聽著作一般，於新著作權法
規施行後繼續生效。
第9條
下列事項不得享有著作權495:
(a) 1957 年 6 月 1 日前所完成之無線廣播；或
(b)於 1985 年 1 月 1 日前完成之有線廣播；
且就本法第 14 條第 5 項而言(有關重播之著作權期間) 。

著作之著作人
第 10 條
既存著作之著作人應屬誰之問題，就本法第一章第四章所賦予之權利(人格權)
而言，應依新著作權法規予以決定，且就其他目的而言，應依該著作完成當時施
行之法律予以決定。

著作之原始著作權

495

Sch. 1 para. 9 substituted (31.10.2003) by The Copyright and Related Rights Regulations 2003
(S.I.2003/2498), reg, 2(1), {Sch. 1 para. 16(a)} (with regs. 31-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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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11 條
第1項 既存著作之原始著作權應歸誰之問題，應依該著作完成當時施行之法律予
以認定。
第2項 任何人於新著作權法施行前依下列情形委託他人創作著作者， 應適用下
列條款以決定依新著作權法規施行後之委託所創作之著作之原始著作
權：
(a) 依1956年法第4條第3項或1911年法第5條第1項之但書(a)款(關於攝影、
素描及鐫刻)，或
(b) 1956年法第12條第4項但書(錄音著作)。

既存著作之著作權之期間
第 12 條
第1項 既存著作之著作權期間，應依後述條文予以決定。
後述條文中何者應適用既存著作之問題，應以新著作權法規施行前所存在
之事實予以決定；而在本條中所使用而經1956年法所定義之用語，以該法
所賦予之意義為準。
第2項 下列著作之著作權仍然有效至其依1956年法屆滿之日止：
(a) 關於語文、戲劇或音樂著作，1956年法第2條第3項但書所定之五十年
期間(著作人死亡後向公眾提供(making available to the public)之著作
(b)
(c)
(d)
(e)

的著作權期間) 已開始施行者；
關於鐫刻，1956年法第3條第4項但書所定之五十年期間(著作人死亡後
向公眾提供著作之著作權期間)已開始施行者；
已發行(published)之攝影著作及1957年6月1日以前所拍攝之攝影著
作；
已發行(published)之錄音著作及1957年6月1日以前所完成之錄音著
作；
已發行之視聽著作及1956年法第13條第3項(a)款所定之視聽著作(依過
去有關視聽著作登記之法律所登記的視聽著作) 。

第3項 不具名或以別名所示之語文、戲劇、音樂或美術著作(攝影著作除外) 之
著作權期間各依下列情形決定之：
(a) 如為已發行之著作，至其依1956年法期滿之日止；及
(b) 如為未發行之著作，至新著作權法規施行之年底起至第五十年之年底
屆滿止，或如該期間該著作屬本法第12條第3項496(不具名著作之著作
權期間)所定之首次公開發表，則為依該款規定屆滿之日止。
496

Words in Sch. 1 para. 12(3)(b) substituted (31.10.2003) by The Copyright and Related Rights
Regulations 2003 (S.I. 2003/2498), reg. 2(1), Sch. 1 para. 18(3)(a) (with regs. 31-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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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如在該屆滿之日前已知著作人之身份，則適用本法第12條第2項497規定
(一般規定：著作人存活期間加上70年498) 。
第4項 下列著作之著作權期間，於新著作權法規施行之年底起至第五十年之年底
屆滿：
(a) 語文、戲劇及音樂著作其著作人已死亡且並無1956年法第2條第3項之
書(a)至(e)款所述之各情形者；
(b) 著作人已死亡而末發行之鐫刻;
(c) 於1957年6月1日或之後所拍攝但未發行之攝影著作。
第5項 下列著作之著作權期間，於新著作權法規施行之年底起至第五十年之年底
屆滿：
(a) 於1957年6月1日或之後所製作但未發行之錄音著作；
(b) 非屬前述第2項(e)款所定之視聽著作；
但如錄音或視聽著作係於前項日期之前發行，則其著作權期間應於其發行
之年底起至第五十年之年底屆滿。
第6項 其他類別之既存著作之著作權期間，仍持續至依本法第12條至第15條規定
該類別之著作權期間屆滿之日止。
第7項 前述規定，於應受皇家(crown)或議會著作權拘柬之著作(詳參後述第41條
至第43條) 不適用之。

1775 年著作權法所定之永久著作權
第 13 條
第1項 依1775年著作權法所賦予大學及學院之權利之有效期間，於新著作權法施
行之年底起至第五十年之年底屆滿。
第2項 下列所述本法第一章各章之規定適用第1項之權利，適用於本法所定之各
種著作權：
第三章(與著作權著作有關之可允許行為)，
第六章(著作權侵害之救濟)，
第七章(關於著作權授權之規定)，及
第八章(著作權審議與調解委員會)。

侵害著作權之行為
第 14 條
第1項 本法第一章第二章及第三章中有關構成侵害著作權之行為之規定僅適用
497

Words in Sch. 1para. 12(3) substituted (31.10.2003) by The Copyright and Related Rights
Regulations 2003 (S.I.2003/2498), reg. 2(1), Sch. 1 para. 18(3)(b) (with regs. 31-40)
498
Words in Sch. 1 para. 12(3) substituted (31.10.2003) by The Copyright and Related Rights
Regulations 2003 (S.I. 2003/2498), reg. 2(1), Sch. 1 para. 18(3)(c) (with regs. 31-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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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2項

第3項

第4項

第5項

第6項
第7項

於新著作權法規施行後所為之行為，而新著作權法規施行前所為之行為
應適用 1956 年法之規定。
本法第 18 條第 2 項將向公眾散布著作重製物之限制行為擴大至包括將錄
音著作、視聽著作或電腦程式著作之重製物出租予公眾之規定，於新著
作權法規施行前任何人所取得以供出租予公眾之錄音著作、視聽著作或
電腦程式之重製物不適用之。
就本法第 27 條(關於違法重製物之定義)言，物品之製造是否構成侵害著
作權或該物品如已在英國製造是否構成侵害著作權問題， 應以下列方式
決定之：
(a) 於 1957 年 6 月 1 日以後而於新著作權法規施行以前所製造之物品，
應依 1956 年法，及
(b) 於 1957 年 6 月 1 日以前所製造之物品，應以 1921 年法為準。
為本法第 31 條第 2 項、第 51 條第 2 項及第 62 條第 3 項(關於任何物品
之製造依該條之前述條文不構成侵害者，其後續之散布) 適用於新著作
權法規施行前所製造之物品之目的，應視為新著作權法規於本法所定之
所有法定期間均屬生效。
本法第 55 條規定(關於用以生產特定印刷字體之物品)之效力及於新著作
權法規施行前如該條第 1 項所述該為上市之物品，但第 3 項所定期間應
改成自新著作權法規施行之年底起 25 年。
於新著作權法規施行前所購買之重製物，不適用本法第 56 條規定(電子
形式之著作重製物之讓與及改編)。
關於新著作權法規施行以前所建造之建築物，本法第 65 條(建築物之重
建(reconstruction of buildings))中所稱建築設計圖之著作權人，亦指在該
建築建造期間係 1956 年法、1911 年法或經 1911 年法所廢止之任何法所
定之建築設計圖之著作權人。

第 15 條
第1項 除後述條文另有其他規定外，本法第 57 條規定適用於既存著作。
第2項 本法第 57 條第 1 項第(b)款(i)目(推定著作權期間已屆滿) 於下列情形不
適用之：

第3項

(a) 攝影著作，或
(b) 依據(1775 年著作權法)第 13 條所規定之權利。
(刪除)499

第 16 條
既存著作仍適用於 1956 年著作權法第 7 條之下述規定，且就該等規定之目的，
499

Sch. 1 para. 15(3) repealed (31.10.2003) by The Copyright and Related Rights Regulations 2003
(S.I.2003/2498), reg. 2, Sch. 1 para. 16(b), Sch. 2 (with regs. 31-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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仍適用於該條第 9 項(d)款 (圖解) :
(a) 第 6 項(自圖書館、博物館或其他機構未發行之著作手稿或複本為重製）；
(b) 第 7 項(出版含有符合前述第 6 項之素材(material)之著作)，但第 7 項(a)款(就
擬發行具通知之義務) 除外；
(c) 第 8 項(依第 7 項規定所發行素材所為之廣播、表演等)
第 17 條
有關 1912 年 7 月 1 日前所創作之戲劇或音樂著作，1911 年法所賦予之權利並不
包含以公開演出（perform the work in public）為該著作之唯一權利，下列所述亦
視為非為著作權所包含者：
(a)公開演出，
(b)公開傳播（communicating the work to the public）500，或
(c)就著作而為上述之任何行為;
而於 1911 年法係僅將該著作予以公開表演之權利做為所賦予之唯一權利者， 著
作權所禁止之行為應視為僅包含該等行為。
第 18 條
於 1912 年 7 月 1 日前所創作之著作包含評論、雜誌或其他期刊或類似性質之著
作所包含並在該等出版物上首次發行之論文、文章或係構成該等出版物之一部之
資料之情形。該著作之著作權受著作人於 1911 年法施行或如該法當時還未通過
時依 1842 年著作權法第 18 條有資格以個別獨立(separate)方式出版該論文、文章
或部份之權利所拘束。

設計
第 19 條
第1項 於新著作權法規施行以前設計文件或模型所或含有之設計在新著作權法
規施行以後十年期間，不適用本法第 51 條規定(經錄製或附著於設計文
件上之著作被排除於著作權保護) 。
第2項 在前述十年期間，本法第三章(設計權)中下列規定適用於有關著作之設

第3項

500

計權：
(a) 第 237 條至第 239 條(權利授予之可行性)，及
(b) 第 247 條至第 248 條(向審計官(comptroller)聲請決定權利授予之條
件)。
依本條規定適用本法第 237 條之情形，該條第 1 項所指之設計著作權期
間最後五年應改成本條第一項所指之十年期間，或最後五年著作權仍存

Sch. 1 para. 17(b) substituted (31.10.2003) by The Copyright and Related Rights Regulations 2003
(S.I.2003/2498), reg. 2(1), Sch. 1 para. 4(6) (with regs. 31-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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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8項

續之期間。
依本條規定適用本法第 239 條之情形，該條第 1 項(b)款所指本法第 230
條應改成第 99 條。
於依本條規定可取得授權之情形，在新著作權法規施行之前獲得授權之
人得向審計官聲請作成調整該授權條件之命令。
第 249 條及第 250 條之規定(上訴及裁定)適用於就本法第三章所定程序
而依本條規定所提起之程序。
如設計文件或模型係在新著作權法規施行以後所製成，則依本條規定所
給予之授權僅適用於本法第 51 條所允許之行為。
於本條第 1 項所定十年期間，如有系爭設計於新著作權法施行前已首次

第9項

納入，設計文件中，則本法第 100 條規定(關於扣押違法重製物之權利)，
不適用於不能適用該條規定之事物。
本款之任何規定均不影響為防止或限制設計之著作權相關施行法規。

第4項
第5項
第6項
第7項

第 20 條
第1項 於 1956 年法第 10 條(美術著作之設計應用於工業之效果)適用於新著作
權法施行以前之美術著作之情形，適用本法第 52 條第 2 項之規定，但該
項規定中所定之 25 年期間由 1956 年法第 10 條第 3 項所定之有關 15 年
期間予以取代。
第2項 除前述第 1 項另有規定外，本法第 25 條僅適用於新著作權法施行後依該
條第 1 項(b)款所述之上市之物品(articles)。

法定錄音授權之廢除
第 21 條
1956 年法第 8 條規定(以零售為目的之重製錄製物的法定授權)，於該條規定經本
法予以廢止之前依該條第 1 項(b)款所為之通知中有關下列事項適用之，但僅限
於錄製物之製作：
(a)於該廢止生效起一年內;
(b)錄製物最大數量為該通知上所述欲銷售之數量。

人格權
第 22 條
第1項 新著作權法施行以前所為之行為，不得依本法第一篇第四章（人格權）
而為起訴。
第2項 1956 年法第 43 條規定(著作權人歸屬不實表示(false attribution))，於新著
作權法施行以前所為之行為仍適用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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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23 條
第1項 本條後述條文之效力適用於下列條文所賦予之權利：
(a) 本法第 77 條規定(著作人或導演姓名表示權)，及
(b) 本法第 80 條規定(禁止以損害名譽方式刪改著作之權)
第2項 前述權利不適用於下列著作：
(a) 於新著作權法規施行前著作人已死亡之語文、戲劇、音樂及美術著作；
或
(b) 於新著作權法規施行前所製作之視聽著作。
第3項 有關既存之語文、戲劇、音樂或美術著作之權利，不適用於下列事項：
(a) 於著作權最初係歸屬著作人之情形，前述權利不適用於新著作權法施

第4項

行前依著作權讓與或授權賦予而得從事但不致侵害著作權之行為；
(b) 於著作權最初係歸屬著作人以外之人之情形，前述權利不適用該著作
權人所為之行為或經該著作權人授權所為之行為。
前述權利不適用於依 1956 年法第 8 條規定（法定授權製作之錄製物）製
作錄製物有關之行為。

第 24 條
本法第 85 條所賦予之權利(特定攝影及視聽著作之隱私權)不適用於新著作權法規
施行以前所完成之攝影著作或視聽著作。

讓與和授權
第 25 條
第1項 新著作權法規施行以前所完成之文件或發生之情事，如對下列著作仍生
效力，則對該著作之著作權具有本法所定之對應效力：
(a) 會影響既存著作之著作權歸屬；或
(b) 會發生、移轉或終止既存著作之著作權之任何權益或授權。
第2項 前述文件中所用之用語應依其在新著作權法規施行以前所具有之文義予
以解釋。
第 26 條
第1項
第2項

本法第 91 條第 1 項規定(將來著作權之讓與：於著作權存在時合法權益
之法定歸屬) 不適用於 1957 年 6 月 1 日以前所定之合約。
本法對 1956 年法第 37 條第 2 項(將來著作權之讓與：受讓人在著作權存
在之前已死亡時權利之移轉)之廢止並不影響該條對新著作權法規施行
以前所定合約之效力。

第 27 條
第1項 於語文、戲劇、音樂或美術著作之著作人係各該著作之原始著作權人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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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2項

第3項

第4項
第5項

情形，該原始著作權人於 1911 年法通過後而於 1957 年 6 月 1 日前就該
著作權所為之讓與及就該著作權所授予之權益(並非基於遺囑之讓與及
授予)，於該著作人死亡起 25 年期間屆滿後，對於將該著作之著作權有
關之任何權利賦予受讓人之情形，不生效力。
該著作權之期待占有人之期待權(reversionary interest in the copyright
expectant)於前述期間屆滿時，得在新著作權法規施行後由著作人於生前
予以讓與，但如無讓與時，應於其死亡時， 視為其遺產而由其法定私人
代表繼承之。
本條之任何規定均不影響下列事項：
(a) 期待權人所為之讓與，
(b) 著作人死亡後由其私人代表或享有該期待權之人所為之讓與；或
(c) 該期待權期滿後，就該著作權之讓與。
本條之任何規定並不適用於編輯著作權(collective work)之讓與，或就發
行編輯著作中一著作或一著作之一部所為之授權。
第 4 項所稱「編輯著作」(collective work)係指：
(a) 百科全書、字典、年鑑或其他類似之著作；
(b) 報紙、評論、雜誌或類似期刊；及
(c) 不同著作人所撰寫不同部份所組成之一項著作，或不同著作人之著作
或著作部份所組成之多項著作。

第 28 條
第1項 凡 1912 年 7 月 1 日前所完成之語文、戲劇、音樂或美術著作，其著作人
於 1911 年著作權法施行以前為該法第 24 條第 1 項但書(a)款所定之讓與
或授權(grant)(依舊有法律有關著作權或表演權於權利有效期間之讓與或
授權)，該等著作之著作權應適用本條規定。
第2項 新著作權法規施行以前所發生之任何事件或所出具之通知，如依 1956
年法附錄七第 38 條規定，就該法享有著作權之著作應產生之效力亦依本
法對著作權產生對應之效力，前述效力就該事件或通知亦同。
第3項 新著作權法規施行之前依前項附錄七第 38 條第 3 項規定得立即就著作或
著作之著作權執行之權利，同樣依本法得就著作或著作之著作權予以執
第4項

行。
若依前項附錄七第 38 條第 4 項規定，著作權於 1956 年法施行後之某一
日期復歸屬著作人或其私人代表，而該日期係在新著作權法規施行之後，
則：
(a) 該著作之著作權應恢復歸屬於該著作人或其私人代表；及
(b) 任何其他人依 1911 年法施行前所作成之任何文件就前述日期當時存
續之著作權所擁有之任何權益應予終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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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29 條
本法第 92 條第 2 項規定(專屬授權之被授權人對抗授權人之法定繼受人之權) 於
新著作權法規施行以前所為之專屬授權不適用之。

遺贈
第 30 條
第1項 本法第 93 條規定(以遺囑移轉含有未發行著作之原件或其他載體) ；
(a) 於遺囑人於 1957 年 6 月 1 日前死亡之情形，不適用之；及
(b) 於遺囑人於 1957 年 6 月 1 日該日或之後但在新著作權法施行前死亡
第2項

之情形，僅適用於含有該著作之原件。
於著作人在 1957 年 6 月 1 日前死亡之情形，其文稿之所有權如係依其所
作成之遺囑處分而取得且該文稿係屬未曾發行或未曾公開表演者，則著
作人死亡後，其文稿之所有權即為文稿所有人享有著作權之表面證據。

侵害之救濟
第 31 條
第1項 本法第 96 條及第 97 條(侵害之救濟) 僅適用於新著作權法規施行後所生
之著作權侵害情事；而 1956 年法第 17 條仍適用於新著作權法規施行前
第2項

第3項

第4項

所生之著作權侵害情事。
本法第 99 條及第 100 條(交付違法重製物等) 適用於新著作權法施行前
及施行後所製作之違法重製物及其他器物；而 1956 年法第 18 條及 1911
年法第 7 條(侵占之損害賠償)，不適用於新著作權施行後之情形，但為
新著作權法規施行前已開始進行之訴訟程序之目的者，不在此限。
本法第 101 條至第 102 條規定(專屬授權被授權人之權利及其救濟) 於適
用本法第 96 條至第 100 條之情形適用之；而於 1956 年法第 17 條或第
18 條適用之情形，該法第 19 條仍適用之。
本法第 104 條至第 106 條規定(推定適用) 僅適用於依本法所提起之訴訟
程序; 而依 1956 年法所提起之訴訟程序仍適用該法第 20 條規定。

第 32 條
本法第 101 條及第 102 條規定(專屬授權之被授權人的權利及其救濟) 不適用於
1957 年 6 月 1 日前所為之授權。
第 33 條
第1項 本法第 107 條規定( 製造或交易違法重製物之刑事責任) 僅適用於新著
作權法規施行後所為之行為; 而新著作權法規施行前所為之行為仍適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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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2項

1956 年法第 21 條規定( 關於侵害著作權之交易之罰則及簡易裁判。
本法第 109 條規定(搜索票)，於適用 1956 年法第 21 條之 1 或第 21 條之
2 之新著作權法施行前所犯罪行適用之；而新著作權法規施行前所簽發
之搜索票仍適用前述第 21A條及第 21B條之規定。

第2項

著作權審議與調解委員會：新著作權法規施行前繫屬中之程序
第 34 條
第1項
第2項

上議院議長得與首席顧問會商後就新著作權法規施行前依 1956 年法第
四篇繫屬中之程序以法規制定其認為必要或適宜之規定。
依本條制定之規則，其訂定須依法定程序，而其廢止須經兩院之一決議
為之。

著作權保護之資格
第 35 條
凡於新著作權法施行前依 1956 年法享有著作權之著作，應視為符合本法第一篇
有關著作權保護之資格要件。

屬地
第 36 條
第1項 凡在新著作權法規施行前適用 1911 年法之屬地，該 1911 年法仍有效而
為該屬地法律之一部，直至下列任一情事發生為止：
(a) 根據依本法第 157 條(延伸適用新著作權法規之權力) 所作成命令新
著作權法規在該屬地施行時;或
(b) 海峽群島之情形，本法經依下述第 3 項規定所作成命令予以廢止時。
第2項 凡在新著作權法規施行前 1956 年法延伸適用任何屬地所依據之樞密院
命令，仍屬有效成為該屬地法律之一部，直至下列任一情事發生為止：

第3項

第4項

(a) 根據依本法第 157 條(延伸適用新著作權法規之權力) 所作成命令新
著作權法規在該屬地施行時;或
(b) 於曼島之情形，本法經下述第 3 項規定所作成命令予以廢止時。
如女王認為海峽群島或曼島法律中已以延伸適用本法第一章以外之方式
納入有關著作權之法規時，得以樞密院命令廢止 1911 年法為該屬地法律
之一部之效力或撤銷將 1956 年法延伸適用該屬地之樞密院令。
1911 年法或 1956 年法仍生效適用之屬地，就本法第一篇延伸適用國家
之法律而言應視為該第一篇所延伸適用之國家，而就該屬地之法律而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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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5項

第6項

該等國家應視為適用 1911 年法或 1956 年(視情況而定)之國家。\
如 1911 年法或 1956 年法適之國家已不屬英國殖民地時，本法第 157 條(關
於任何國家已不屬英國殖民地之結果)之適用係以該條第 3 項(b)款所指
之本法第一章規定取代 1911 年法或 1956 年法之規定。
本條中「屬地」二詞意指海峽群島、曼島或任何英國殖民地。

第 37 條
第1項 於新著作權法規施行前並非第 36 條所稱之屬地但合於下列情形之國家
之情形，本條規定適用之：
(a) 1956 年法所延伸適用之國家; 或
(b) 依該法附錄七第 39 條第 2 項(關於 1911 年法延伸適用或視為延伸適
用之國家) 視為此等國家;
而女王得就本條適用之目的以樞密院命令確定宣佈任一國家是否為前述
國家或應視為此等國家。
第2項

第3項

就本法第 154 條至第 156 條(關於著作權保護之資格) 適用之目的言，適
用本條之國家應視為本法第一章延伸適用之國家直至有下列任一情形為
止：
(a) 依本法第 159 條( 關於適用本章於未受延伸效力所及之國家) 就該國
制定樞密院命令；或
(b) 基於延伸適用該國之 1956 年法或 1911 年法已予廢止或修訂之理由而
制定樞密院命令， 宣佈該國已非本法第一篇延伸適用之國家。
法律定有本條之樞密院命令者， 其廢止須依兩院之一決議為之。

領海與大陸礁層
第 38 條
本法第 161 條規定( 關於本法第一篇之規定適用於英國大陸礁層或領海所完成之
事物) 不適用於新著作權法規施行前所完成之事物。

英國船舶、航空器及氣墊船
第 39 條
本法第 162 條規定( 關於英國船舶、航空器及氣墊船) 不適用於新著作權法規施
行前所完成之事物。

皇家著作權
第 40 條
179

第1項

第2項

任何既存著作若符合下列情形者，適用本法第 163 條規定( 關於皇家著
作權之一般規定) ：
(a) 該著作於新著作權法規施行前係適用 1956 年法第 39 條；及
(b) 該著作不適用本法第 164 條、第 165 條或第 166 條規定(關於法及規
範、議會法及議會之著作權: 詳參下述第 42 條及第 43 條) 。
本法第 163 條第 1 項(b)款規定(關於原始著作權)效力應受新著作權法規
施行前所簽訂協議之規範。

第 41 條
第1項 下述規定對於適用本法第 163 條規定(關於皇家著作權) 之既存著作得生

第2項

效力。
何一著作應適用那一條款， 此問題應由新著作權法規施行前之事實予以
決定; 本條所用字詞與在 1956 年法所賦予之意義相同。
下類各著作之著作權期間持續有效至其依 1956 年法屆滿之日止：
(a)
(b)
(c)
(d)
(e)
(f)

第3項

第4項

第5項

語文、戲劇或音樂著作；
鐫刻或攝影著作以外之美術著作
已發行之鐫刻；
已發行之攝影著作及 1957 年 6 月 1 日前所完成之攝影著作；
已發行之錄音著作及 1957 年 6 月 1 日前所完成之錄音著作；
已發行之視聽著作及 1956 法令第 14 條第 4 項(a)款所稱之著作(依舊

有有關電影登記法所登記之視聽著作) 。
未發行之語文、戲劇或音樂著作之著作權期間持續有效直至下列日期為
止：
(a) 本法第 163 條第 3 項所定著作權期間屆滿之日止，或
(b) 新著作權法規施行之年底起至第五十年之年底止。
前述兩日期以時間在後者為準。
下類著作之著作權持續有效直至新著作權法規施行之年底起至第五十年
之年底止：
(a) 未發行之鐫刻；
(b) 於 1957 年 6 月 1 日後所完成但未發行之攝影著作。
非屬本條第 2 項所定之視聽或錄音著作之著作權期間持續有效直至新著
作權法規施行之年底起至第五十年之年底屆滿，但該視聽或錄音著作係
於前述期間終止前發行者，著作權期間應於其發行之年底起至第五十年
之年底屆滿。

第 42 條
第1項 本法第 164 條規定( 關於法令及規範之著作權) 適用於既存之議會法令
及英國國教教堂一般會議規範之著作權(the General Synod of the Churc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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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2項

of England)
該條所指英國國教教堂一般會議規範包括教堂制定法(Church Assembly
Measures)。

議會著作權
第 43 條
第1項 本法第 165 條規定( 關於議會著作權之一般條款) 適用於未發行之既存
語文、戲劇、音樂或美術著作， 但不適用於已發行之既存著作。
第2項 本法第 166 條規定(關於議會法案之著作權) 不適用於下列之情形：
(a) 提交議會並於新著作權法規施行前頒布之公共法案；
(b) 於新著作權法規施行前提交兩議院中任一議院並由該議院存檔一份
之私法案; 或
(c) 於新著作權法規施行前在上議院通過一讀之有關個人之法案。

特定國際組織享有之著作權
第 44 條
第1項 於新著作權法規施行前依 1956 法第 33 條享有著作權之著作，不得視為
符合本法第 168 條第 1 項之要件; 但本法第 168 條規定不適用於新著作
第2項

權法規施行前所完成或發行之著作。
前項著作之著作權持續有效直至依 1956 年法屆滿之日止或新著作權法
規施行之年底起至第五十年之年底屆滿之日止， 前述兩日期以時間在後
者為準。

發行之意義
第 45 條
本法第 175 條第 4 項規定適用於在新著作權法規施行後才開始進行建造之建築
物。

未授權之意義
第 46 條
就本法第 178 規定( 關於次要用詞之定義)「未授權」係適用於新著作權法規施
行前所完成之事物而言:
(a) 該「未授權」定義下第(a)款規定適用於 1957 年 6 月 1 日前所完成之事物，
視同著作權人所為之授權係指其所給予之同意或默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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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第(b)款之適用應刪除「或合法主張權利之人」。
(c) 第(c)款規定刪除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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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二
與表演權有關之可允許行為
前言
第1條
第1項 本附錄之規定係載明在不侵害本章501所賦予之權利之情形下關於表演
或錄製物所為之行為; 該等規定僅關於侵害該等權利之問題， 而不影響
限制任何前述行為之其他任何權利或義務。
第2項
第3項

不得自任何行為推論出其得依本附錄規定而不致侵害本章所賦予之權
利。
本附錄二之各規定均可個別予以解釋， 因此非合於某一規定之行為並非
表示就無法適用另一規定。

暫時性重製502
第 1A條
就瞬間或偶發表演（transient or incidental）之錄製物為暫時性重製，而該表演為
某科技過程基本且不可或缺之部分，且唯一之目的係為下列事項，即不構成本章
503

所賦予之權利之侵權：
(a)該錄製物於網際網路之傳輸係透過中介之第三方；或
(b)就該錄製物之利用係合法，且並無獨立之經濟利益。

批評、評論及時事報導
第2條
第1項 為下列目的就表演或錄製物所為合理使用，不侵害本章所賦予之權利
504
：
(a) 批評或評論一著作或其他著作或著作之表演; 或
(b) 為報導時事目的。

501

Words in Sch. 2 para. 1(1)(2) substituted (1.2.2006) by The Performances (Moral Rights, etc.)
Regulations 2006 (S.I. 2006/18), reg. 2, Sch. para. 9 (with reg. 8)
502
Sch. 2 para. 1A and cross-heading inserted (31.10.2003) by The Copyright and Related Rights
Regulations 2003 (S.I. 2003/2498), reg. 8(2) (with regs. 31-40)
503
Words in Sch. 2 para. 1A substituted (1.2.2006) by The Performances (Moral Rights, etc.)
Regulations 2006 (S.I. 2006/18), reg. 2, Sch. para. 9 (with reg. 8)
504
Sch. 2 para. 2(1)(1A) substituted (31.10.2003) for Sch. 2 para. 2(1) by The Copyright and Related
Rights Regulations 2003 (S.I. 2003/2498), reg. 10(2) (with regs. 31-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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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1A項505 為報導最近事件而就表演或錄製物之合理使用不違反本章所賦予之
權利。
第2項 本條所用字詞之意義與本法第 30 條所賦予之意義相同。

附帶納入表演或錄製物
第3條
第1項 表演或錄製物經附帶納入錄音著作、視聽著作、廣播者506， 不構成侵害
本章507所賦予之權利。
第2項 任何著作之重製物或其公開傳播508、播映、納入廣播，或依第 1 項規定，
第3項
第4項

不構成侵害該等權利者， 與其有關之行為亦不構成侵害該等權利。
含有音樂、歌詞或歌曲之表演或錄製物， 如其係故意納入錄音著作、或
廣播者， 不得視為附帶納入。
本條所用字詞之意義與本法第 31 條所賦予之意義相同。

為授課或考試目的之利用
第4條
第1項 授課或聽課之人，於授課或準備授課過程中，為製作視聽著作或視聽著
作之原聲帶而重製表演之錄製物，而該使用非商業之目的509，不構成侵
第2項

第3項

505

害本章510所規範之著作權。
下列事項不構成侵害本法本章511所賦予之權利：
(a) 為考試目的藉製作試題或解答試題而重製表演之錄製物; 或
(b) 為考試目的藉向應試者解釋試題而為之事物。
依本條規定所為之錄製物係屬違法重製物，倘嗣後經「交易」， 且該交
易就其後之任何目的而言，皆係侵害本法第二章所賦予之權利者， 則該
重製物就該交易之目的，視為違法重製物。
所謂「交易」係指下列情事512：

Words in Sch. 2 para. 2(1)(1A) substituted (1.2.2006) by The Performances (Moral Rights, etc.)
Regulations 2006 (S.I. 2006/18), reg. 2, Sch. para. 9 (with reg. 8)
506
Words in Sch. 2 para. 3(1)(3) substituted (31.10.2003) by The Copyright and Related Rights
Regulations 2003 (S.I. 2003/2498), reg. 2(1), Sch. 1 para. 3(1)(l)(m) (with regs. 31-40)
507
Words in Sch. 2 para. 3(1) substituted (1.2.2006) by The Performances (Moral Rights, etc.)
Regulations 2006 (S.I. 2006/18), reg. 2, Sch. para. 9 (with reg. 8)
508
Words in Sch. 2 para. 3(2) substituted (31.10.2003) by The Copyright and Related Rights
Regulations 2003 (S.I. 2003/2498), reg. 2(1), Sch. 1 para. 6(2)(e) (with regs. 31-40)
509
Words in Sch. 2 para. 4(1) inserted (31.10.2003) by The Copyright and Related Rights Regulations
2003 (S.I. 2003/2498), reg. 11(2)(a) (with regs. 31-40)
510
Words in Sch. 2 para. 4(1)(2)(3) substituted (1.2.2006) by The Performances (Moral Rights, etc.)
Regulations 2006 (S.I. 2006/18), reg. 2, Sch. para. 9 (with reg. 8)
511
Words in Sch. 2 para. 4(3) substituted (31.10.2003) by The Copyright and Related Rights
Regulations 2003 (S.I. 2003/24980, reg. 11(2)(b) (with regs. 31-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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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4項

(a) 為販售或出租，或為出租而為展示；或
(b) 公開傳播，或其它相類似之行為，但第 2 項第(b)款之行為不構成本
章之侵害。
本條所用字詞之意義與本法第 32 條所賦予之意義相同。

於教育機構內播送或上映錄音著作、視聽著作、廣播513
第5條
第1項 於教育機構內之師生或與該教育機構活動有直接關聯之其他人所組成之
觀眾面前為授課目的而播送或播映錄音著作、視聽著作、廣播514， 非屬
第2項
第3項

侵害本章515所賦予權利之公開表演之播送或播映。
為本條適用之目的。單純為該教育機構學生之父母， 並不當然視為與該
教育機構活動有直接關聯之人。
本條所用字詞之意義與本法第 34 條所賦予之意義相同， 而依本法第 174
條第 2 項就該項之適用所制定之任何規定亦適用於本條。

教育機構錄製廣播516
第6條
第1項 為教育機構之教育目的，教育機構得自行或委託他人將廣播517予以錄製
或重製其錄製物，且非為商業之使用518 不致侵害本章519所賦予有關表演
或其所包含之錄製物之權利。
520
第 1A項 廣播之錄製物或其錄製物之重製，若係依第 1 項製作而未侵權，於教
育事業場所內公開傳播，若在該場所以外的任何人無法接收該傳播，則不
侵害本章所賦予之權利。
，

512

Words in Sch. 2 para. 4(3) substituted (31.10.2003) by The Copyright and Related Rights
Regulations 2003 (S.I. 2003/24980, reg. 11(2)(b) (with regs. 31-40)
513
Words in heading preceding Sch. 2 para. 5 substituted (31.10.2003) by The Copyright and Related
Rights Regulations 2003 (S.I. 2003/2498), reg. 2(1), Sch. 1 para. 2(2) (with regs. 31-40)
514
Words in Sch. 2 para. 5(1) substituted (31.10.2003) by The Copyright and Related Rights
Regulations 2003 (S.I. 2003/2498), reg. 2(1), Sch. 1 para. 3(1)(n) (with regs. 31-40)
515
Words in Sch. 2 para. 5(1) substituted (1.2.2006) by The Performances (Moral Rights, etc.)
Regulations 2006 (S.I. 2006/18), reg. 2, Sch. para. 9 (with reg. 8)
516
Words in heading preceding Sch. 2 para. 6 repealed (31.10.2003) by The Copyright and Related
Rights Regulations 2003 (S.I. 2003/2498), reg. 2(2), Sch. 2 (with regs. 31-40)
517
Words in Sch. 2 para. 6(1) repealed (31.10.2003) by The Copyright and Related Rights Regulations
2003 (S.I. 2003/2498), reg. 2(2), Sch. 2 (with regs. 31-40)
518
Words in Sch. 2 para. 6(1) inserted (31.10.2003) by The Copyright and Related Rights Regulations
2003 (S.I. 2003/2498), reg. 12(2)(a) (with regs. 31-40)
519
Words in Sch. 2 para. 6(1)(1A)(2) substituted (1.2.2006) by The Performances (Moral Rights, etc.)
Regulations 2006 (S.I. 2006/18), reg. 2, Sch. para. 9 (with reg. 8)
520
Sch. 2 para. 6(1A)(1B) inserted (31.10.2003) by The Copyright and Related Rights Regulations
2003 (S.I.2003/2498), reg. 12(2)(b) (with regs. 31-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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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1B項 若能證實係依附錄二A第 16 條所指之目的之授權制度而為授權，則本
項不適用之。
第2項 依本條規定所為之錄製物係屬違法錄製物，倘嗣經交易，且該交易就其
後之任何目的如為販售或出租而提供、或為公開傳播521，皆係侵害本章
所賦予之任何權利， 則該違法錄製物就該交易之目的，視為本法所定之
違法錄製物。
第3項 本條所用字詞之意義與本法第 35 條所賦予之意義相同， 而依本法第 174
條第 2 項就該項之適用所制定之任何規定亦適用於本條。

教育機構出借著作重製物522
第 6A條523
第1項 教育事業出借表演錄製物之重製物並不侵害本章524所賦予之權利。
第2項 本條之用語意思同於第 36A條之意思；且依第 174 條第 2 項關於該條適
用之任何規定(教育事業以外所賦予之指令)亦適用本條所指涉之目的。

圖書館或檔案室出借著作重製物525
第 6B條526
第1項 出借非營利性質之圖書館或(公立圖書館以外)之檔案室所訂閱之表演錄
第2項

製物之重製物不侵害本章527所賦予的權利。
本條之用語意思同於第 40A條第 2 項之意思；且圖書館或檔案室依第 37
條所指涉關於訂閱之目的規定亦適用於本段所指之目的。

製作著作為輸出之必要條件
第7條
第1項 若具有文化或歷史重要性之文物， 除製作一份重製物送存於適當圖書館
或檔案室外，不得合法輸出英國者，則製作該重製物，不構成侵害本章528

521

Words in Sch. 2 para. 6(2) substituted (31.10.2003) by The Copyright and Related Rights
Regulations 2003 9s.i. 2003/2498), {reg. 12(2)(c)} (with regs. 31-40)
522
Sch. 2 para. 6A and crossheading inserted (1.12.1996) by S.I. 1996/2967, reg. 20(3) (with Pt. III)
523
Sch. 2 para. 6A inserted (1.12.1996) by S.I. 1996/2967, reg. 20(3) (with Pt. III)
524
Words in Sch. 2 para. 6A(1) substituted (1.2.2006) by The Performances (Moral Rights, etc.)
Regulations 2006 (S.I. 2006/18), reg. 2, Sch. para. 9 (with reg. 8)
525
Sch. 2 para. 6B and crossheading inserted (1.12.1996) by S.I. 1996/2967, reg. 20(3) (with Pt. III)
526
Sch. 2 para. 6B inserted (1.12.1996) by S.I. 1996/2967, reg. 20(3) (with Pt. III)
527
Words in Sch. 2 para. 6B(1) substituted (1.2.2006) by The Performances (Moral Rights, etc.)
Regulations 2006 (S.I. 2006/18), reg. 2, Sch. para. 9 (with reg. 8)
528
Words in Sch. 2 para. 7(1) substituted (1.2.2006) by The Performances (Moral Rights, etc.)
Regulations 2006 (S.I. 2006/18), reg. 2, Sch. para. 9 (with reg.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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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2項

所賦予之權利。
本條所用字詞之意義與本法第 44 條所賦予之意義相同。

立法或司法程序
第8條
第1項 為立法或司法程序之目的所為之行為，不構成侵害本章529所賦予之權
利。
第2項 本條所用字詞之意義與本法第 45 條所賦予之意義相同。

皇家委員會及法定調查程序
第9條
第1項 為皇家委員會或法定調查程序目的或為報導公開舉行之該程序之目的所
第2項

為之行為， 不構成侵害本章530所賦予之權利。
本條所用字詞之意義與本法第 46 條所賦予之意義相同。

公共紀錄
第 10 條
第1項

第2項

1958 年公共紀錄法案、1937 年蘇格蘭公共紀錄法案，或 1923 年北愛爾
蘭公共紀錄法案以及 2006 年威爾斯公共記錄法案531(由威爾斯政府所制
定532)所指公共紀錄之資料，依該等法案得公開查閱者，得由同法任命之
官員或經其授權予以重製， 並將其重製物供應任何人，而不致侵害本章
533
賦予之權利。
本條所用字詞之意義與本法第 49 條所賦予之意義相同。

依據法定授權所為之行為
529

Words in Sch. 2 para. 8(1) substituted (1.2.2006) by The Performances (Moral Rights, etc.)
Regulations 2006 (S.I. 2006/18), reg. 2, Sch. para. 9 (with reg. 8)
530
Words in Sch. 2 para. 9(1) substituted (1.2.2006) by The Performances (Moral Rights, etc.)
Regulations 2006 (S.I. 2006/18), reg. 2, Sch. para. 9 (with reg. 8)
531
Words in Sch. 2 para. 10(1) inserted (1.4.1999) by 1998 c. 38, s. 125, Sch. 12 para. 29 (with ss.
139(2), 143(2)); S.I. 1999/782, art. 2
532
Words in Sch. 2 para. 10(1) substituted by Government of Wales Act 2006 (c. 32), s. 160(1), Sch.
10 para. 32 (with Sch. 11 para. 22), the amending provision coming into force immediately after "the
2007 election" (held on 3.5.2007) subject to s. 161(4)(5) of the amending Act, which provides for
certain provisions to come into force for specified purposes immediately after the end of "the initial
period" (which ended with the day of the first appointment of a First Minister on 25.5.2007) - see ss. 46,
161(1)(4)(5) of the amending Act.
533
Words in Sch. 2 para. 10(1) substituted (1.2.2006) by The Performances (Moral Rights, etc.)
Regulations 2006 (S.I. 2006/18), reg. 2, Sch. para. 9 (with reg.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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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11 條
第1項 議會法案明定得作為之特定行為， 經於立法程序完成後，除該法案另有
規定外，不構成侵害本章534所賦予之權利。
第2項 第 1 項規定於北愛爾蘭制定之法準用之。
第3項 本條不得解釋為排除依據任何法得提出之法授權抗辯。
第4項 本條所用字詞之意義與本法第 50 條所賦予之意義相同。

電子形式之著作重製物之讓與
第 12 條
第1項
第2項

第3項
第4項
第5項
第6項

凡是已購得電子形式之表演錄製物， 而依據明示或默示之約定或法律規
定， 允許購買人因其使用得再重製該錄製物， 則有本條之適用。
若未明文約定，則：
(a) 禁止購買人讓與前項錄製物，規定讓與後仍存續之義務，禁止任何授
權之讓與或終止任何讓與之授權; 或
(b) 規定受讓人得據以從事該購買人得從事之事務之條款。
則購買人得從事之事務，受讓人亦得為之，而不侵害本章535所賦予之權
利; 但購買人所作錄製物並未一併讓與者， 於讓與生效後， 就任何目
的而言， 應視為違法重製物。
前項規定於原來購買之錄製物不再使用而所讓與者係取代前項錄製物之
另一錄製物之情形，準用之。
上述規定於嗣後再讓與而第二項之購買人已成為讓與人之情形， 亦準用
之。
本條規定於本章536施行前所購買之錄製物不適用之。
本條所用字詞之意義與本法第 56 條所賦予之意義相同。

在特定情況中語文著作之口述筆記或錄製物
第 13 條
第1項 為下列目的， 而在符合下述第 2 項所定要件而利用語文著作閱讀或朗誦
之錄製物( 或重製該錄製物且利用該錄製物)，不構成對本章537所賦予權
利之侵害：
534

Words in Sch. 2 para. 11(1) substituted (1.2.2006) by The Performances (Moral Rights, etc.)
Regulations 2006 (S.I. 2006/18), reg. 2, Sch. para. 9 (with reg. 8)
535
Words in Sch. 2 para. 12(2) substituted (1.2.2006) by The Performances (Moral Rights, etc.)
Regulations 2006 (S.I. 2006/18), reg. 2, Sch. para. 8 (with reg. 8)
536
Words in Sch. 2 para. 12(5) substituted (1.2.2006) by The Performances (Moral Rights, etc.)
Regulations 2006 (S.I. 2006/18), reg. 2, Sch. para. 9 (with reg. 8)
537
Words in Sch. 2 para. 13(1) substituted (1.2.2006) by The Performances (Moral Rights, etc.)
Regulations 2006 (S.I. 2006/18), reg. 2, Sch. para. 9 (with reg.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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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2項

第3項
第4項

(a) 報導時事; 或
(b) 公開傳播538納入著作之全部或一部。
應符合之要件：
(a) 該錄製物係該語文著作之閱讀或朗誦之直接錄製而非重製以前之錄
製物或取自廣播539；
(b) 錄製物之製作並未遭閱讀或朗誦之人或其代理人所禁止者；
(c) 於錄製物製作之前， 錄製物之取用並非閱讀或朗誦之人或其代理人
所禁止者；
其使用行為是經該錄製物之合法所有人本人或經其授權所允許者。
本條所用字詞之意義與本法第 58 條所賦予之意義相同。

民謠之錄音
第 14 條
第1項
第2項

第3項

第4項

歌曲演唱之錄音製作， 係為了某一指定團體納入其所保存之檔案之目的，
如符合下述第 2 項所定要件時， 不構成侵害本章540所賦予之權利。
應符合之要件：
(a) 該錄音著作製作時，該歌詞尚未發行且著作人不詳。
(b) 該錄音著作之製作未侵害任何其他著作權; 且
(c) 該錄音著作之製作未遭演唱者所禁止。
基於第 1 項且為了納入某一指定團體所保存之檔案中所製作錄音著作之
重製物， 如符合規定要件者， 該檔案管理員得予以製作且提供他人， 而
不致侵害本章所賦予之權利。
本條中：
「指定團體」意指本法第 61 條所稱之指定團體;
「規定要件」意指本法第 61 條第 3 項所稱之規定要件。
本條所用之其他字詞之意義與該第 61 條所賦予之意義相同。

出借特定錄製物541
第 14A條542
第1項 樞密院大臣可藉由命令，規定在該命令指定的個案中，應將視聽著作或
538

Words in Sch. 2 para. 12 substituted (31.10.2003) by The Copyright and Related Rights
Regulations 2003 (S.I. 2003/2498), reg. 2(1), Sch. 1 para. 12(b) (with regs. 31-40)
539
Words in Sch. 2 para. 13(2)(a) repealed (31.10.2003) by The Copyright and Related Rights
Regulations 2003 (S.I. 2003/2498), reg. 2(2), Sch. 2 (with regs. 31-40)
540
Words in Sch. 2 para. 14(1)(3) substituted (1.2.2006) by The Performances (Moral Rights, etc.)
Regulations 2006 (S.I. 2006/18), reg. 2, Sch. para. 9 (with reg. 8)
541
Sch. 2 para. 14A and crossheading inserted (1.12.1996) by S.I. 1996/2967, reg. 20(3) (with Pt. III)
542
Sch. 2 para. 14A inserted (1.12.1996) by S.I. 1996/2967, reg. 20(3) (with Pt. II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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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5項

錄音著作重製並出借予大眾視為經表演人授權，但須支付合理的權利金
或其他報酬，且其金額需經過協議，若無協議，則應由著作權審議與調
解委員會裁定。
若能證實某授權制度係依附錄二A第 16 條之授權，則此類命令不適用
之。
命令之作成可針對不同個案作出不同的規定，並可指定個案參酌關於著
作、出借的重製物、出借人或出借之情況等任何因素。
可藉由立法程序作成命令；且非經兩院之一提出法案並經決議核准，不
得作成該項命令。
本條不影響第 184 條第 1 項第(b)款關於出借不法錄製物之責任(間接侵權：

第6項

處分或交易違法錄製物)。
本條之用語意思同於第 66 條之意思。

第2項
第3項
第4項

俱樂部、社團等播送錄音著作
第 15 條
第1項 俱樂部、社團或其他組織作為其活動之一部分，或為其利益而播送錄音
著作，若符合後述要件者， 不構成侵害本章543所賦予之權利。
第2項 應符合之要件：
(a) 該組織非為營利而設置，且其主要目標係為慈善目的或其有促進教、

第3項

教育或社會福利之目的，及
(b) 就該錄音著作之播送，行為之主要目的是基於該組織之直接利益而非
為個人利益544，
(c) 就該錄音著作播送之收入應僅用於該組織之利益，且
(d) 該組織或其代表出售之任何商品或服務之實得利益：
(i) 在聽取該錄音著作之地點，且
(ii) 在播送該錄音的場合，應僅用於該組織之目的。
本條所用字詞之意義與本法第 67 條所賦予之意義相同。

基於廣播目的之附帶納入
第 16 條
第1項 擬將表演之錄製物予以播送之人545， 於並未侵害本章546所賦予權利之情
543

Words in Sch. 2 para. 15(1) substituted (1.2.2006) by The Performances (Moral Rights, etc.)
Regulations 2006 (S.I. 2006/18), reg. 2, Sch. para. 9 (with reg. 8)
544
Sch. 2 para. 15(2)(b)-(d) substituted (31.10.2003) for Sch. 2 para. 15(2)(b) and preceding word by
virtue of The Copyright and Related Rights Regulations 2003 (S.I. 2003/2498), reg. 18(2) (with regs.
31-40)
545
Words in Sch. 2 para. 16(1)(2)(b) repealed (31.10.2003) by The Copyright and Related Rights
Regulations 2003 (S.I. 2003/2498), reg. 2(2), Sch. 2 (with regs. 31-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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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2項

第3項

形下，基於廣播之目的而再製作該錄製物者， 應視為已取得本章547所稱
之同意。
前述再製作之錄製物之同意，受下列條件限制：
(a) 不得使用於其他目的; 及
(b) 應於首次使用於播送該著作後 28 天之內銷毀。
依本條所製作之錄製物， 為下列目的者，視為違法錄製物：
(a) 其使用之目的係違反第 2 項第(a)款所定之條件; 及
(b) 其使用之目的係於違反第 2 項第(b)款所定條件後之所有目的。

為監督與管理廣播及其他服務之目的而為之錄製
第 17 條
第1項 英國廣播公司為監督與管理其所播送節目或包括其他隨選節目服務548而
製作或使用該等節目之錄製物者， 不構成侵害本章549所賦予之權利。
第2項

有下列情形之一者，不構成侵害本章所賦予之權利550：
(a) 1990 年廣播法第 167 條第(1)項，1996 年廣播法第 115 條第(4)項或第
(6)項或第 117 條，或 2003 年傳播法附錄 12 第 20 條551；
(b) 依 2003 年傳播法第 334 條第(1)項之授權552，包括依該法第一篇或第
三篇或 1996 年廣播法第一或第二篇授權的情況；553
(c) 依 1990 年廣播法第 109 條第(2)項給予的指示(英國國家通訊傳播委員
會OFCOM554要求製作錄製物的權力)。
(d) 2003 年傳播法第 334 條第(3)項555、第 368O條第(1)項或第(3)項556。

546

Words in Sch. 2 para. 16(1) substituted (1.2.2006) by The Performances (Moral Rights, etc.)
Regulations 2006 (S.I. 2006/18), reg. 2, Sch. para. 9 (with reg. 8)
547
Words in Sch. 2 para. 16(1) substituted (1.2.2006) by The Performances (Moral Rights, etc.)
Regulations 2006 (S.I. 2006/18), reg. 2, Sch. para. 10 (with reg. 8)
548
Words in Sch. 2 para. 17(1) inserted (19.12.2009) by The Audiovisual Media Services Regulations
2009 (S.I. 2009/2979), reg. 12(3)(a)
549
Words in Sch. 2 para. 17(1)(2)(3) substituted (1.2.2006) by The Performances (Moral Rights, etc.)
Regulations 2006 (S.I. 2006/18), reg. 2, Sch. para. 9 (with reg. 8)
550
Sch. 2 para. 17(2)(3) substituted (1.10.1996 for certain purposes and 1.4.1997 otherwise) by 1996 c.
55, s. 148(1), Sch. 10 Pt. III para. 32 (with s. 43(6)); S.I. 1996/2120, art. 4(1), Sch. 1; S.I. 1997/1005,
art. 4
551
Sch. 2 para. 17(2)(a) substituted (29.12.2003) by Communications Act 2003 (c. 21), ss. 406, 411,
Sch. 17 para. 93(2)(a) (with Sch. 18); S.I. 2003/3142, art. 3, Sch. 1 (with art. 11)
552
Words in Sch. 2 para. 17(2)(b) substituted (29.12.2003) by Communications Act 2003 (c. 21), ss.
406, 411, Sch. 17 para. 93(2)(b) (with Sch. 18); S.I. 2003/3142, art. 3, Sch. 1 (with art. 11)
553
Word in Sch. 2 para. 17(2)(b) repealed (29.12.2003) by Communications Act 2003 (c. 21), ss. 406,
411, Sch. 19(1) (with Sch. 18, Sch. 19(1) Note 1); S.I. 2003/3142, art. 3, Sch. 1 (with art. 11)
554
Word in Sch. 2 para. 17(2)(c) substituted (29.12.2003) by Communications Act 2003 (c. 21), ss.
406, 411, Sch. 17 para. 93(2)(c) (with Sch. 18); S.I. 2003/3142, art. 3, Sch. 1 (with art. 11)
555
Sch. 2 para. 17(2)(d) inserted (29.12.2003) by Communications Act 2003 (c. 21), ss. 406, 411, Sch.
17 para. 93(2)(d) (with Sch. 18); S.I. 2003/3142, art. 3, Sch. 1 (with art. 11)
556
Words in Sch. 2 para. 17(2)(d) inserted (19.12.2009) by The Audiovisual Media Services
Regulations 2009 (S.I. 2009/2979), reg. 12(3)(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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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3項

第4項

第5項
第6項

英國國家通訊傳播委員會(OFCOM)依 1990 年廣播法，1996 年廣播法或
2003 年傳播法賦予之權限使用下列各項的任何表演不侵害本章賦予的
權利557：
(a) 依上述法規提供給英國國家通訊傳播委員會的任何錄製物，腳本或副
本；或
(b) 依 2003 年傳播法第 30 條制訂的制度，將任何既存素材轉移給英國國
家通訊傳播委員會。
第 3 項所稱「既存素材」，係指：
(a) 依據 1990 年廣播法或 1996 年廣播法之規定而提供予獨立電視委員會
或廣播當局之任何錄製物、正本或副本; 及
(b) 依據 1996 年廣播法第 145 條第 4 項或第 6 項或第 116 條第 5 項規定
應提供予廣播標準委員會之任何錄製物或副本。
依 2003 年傳播法第 368B條關於其功能的表演，或依該法提供給他們的
任何錄製物、正本或副本，由指定的適當規範機關使用並不侵害著作權。
本條「隨選節目服務」之定義與 2003 年傳播法同義 (詳參 2003 年傳播
法第 368A條)558。

基於移轉時間之目的而錄製559
第 17A條
第1項

第2項

第3項
第4項

557

在居家場所錄製某廣播供家庭或私人使用，若僅為了在方便的時間觀看
或聆聽，對廣播播送的表演或錄音予以錄製，不構成侵害本章560賦予的
權利。
根據本條製作之錄製物，若符合下述情況，則視為違法錄製物：
(a) 基於交易目的製作應視為違法錄製物；且
(b) 若該交易侵害[本章]賦予的任何權利，於後續交易中皆視為違法錄製
物。
第 2 項所稱「交易」，係指出售或出租、或為出售或出租而提供或陳列。
本條使用的字詞與本法第 70 條同義。

Sch. 2 para. 17(3)(4) substituted (29.12.2003) for Sch. 2 para. 17(3) by Communications Act 2003
(c. 21), ss. 406, 411, Sch. 17 para. 93(3) (with Sch. 18); S.I. 2003/3142, art. 3, Sch. 1 (with art. 11)
558
Sch. 2 para. 17(5)(6) inserted (19.12.2009) by The Audiovisual Media Services Regulations 2009
(S.I. 2009/2979), reg. 121(3)(c)
559
Sch. 2 para. 17A and preceding heading inserted (31.10.2003) by The Copyright and Related Rights
Regulations 2003 (S.I. 2003/2498), reg. 19(3) (with regs. 31-40)
560
Words in Sch. 2 para. 17A(1)(2)(b) substituted (1.2.2006) by The Performances (Moral Rights, etc.)
Regulations 2006 (S.I. 2006/18), reg. 2, Sch. para. 9 (with reg.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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攝錄廣播561
第 17B條
第1項 在居家場所錄製某廣播中全部或任何部分的影像當作照片供家庭或私人
使用，或重製該照片，不構成侵害本章562賦予該廣播附帶納入之表演或
錄製的權利。
第2項 根據本條製作之錄製物，若符合下述情況，則視為違法錄製物：
(a) 基於交易目的製作應視為違法錄製物；且
(b) 若該交易侵害[本章]賦予的任何權利，於後續交易中皆視為違法錄製
物。
第3項
第4項

第 2 項所稱「交易」，係指出售或出租、或為出售或出租而提供或陳列。
本條使用的字詞與本法第 71 條同義。

免費公開上映或播送廣播563
第 18 條
第1項 向觀眾公開上映或播送廣播564， 而觀眾不需支付入場費， 則不侵害本
章就下列事項中所含之表演或錄製物所賦予之權利：
(a) 廣播；
(b) 經接收該廣播而予以公開播送或上映之錄音著作（包括除外的錄音著
作）或視聽著作。
第 1A項 公開上映或播送廣播，而且觀眾沒有付費進入觀看或收聽該廣播的地
點，如果是基於下列目的公開上映或播送該廣播，即不構成侵害[本章]
所賦予公開播送表演或錄製物且含有任何除外的錄音著作之權利：
(a) 非營利組織活動的一部分；或
(b) 基於下列目的所必須
(i) 修復接收廣播的設備；
(ii) 示範該設備已經修復；或
(iii) 示範即將出售或出租，或為出售或出租而提供或陳列的設備。
第2項 有下列情形之一者， 視為觀眾業已支付該場地之入場費：
565

(a) 其為進入特定場地而支付入場費， 而上映或播送場地為該場之一部

561

Sch. 2 para. 17B and preceding heading inserted (31.10.2003) by The Copyright and Related Rights
Regulations 2003 (S.I. 2003/2498), reg. 20(2) (with regs. 31-40)
562
Words in Sch. 2 para. 17B(1)(2)(b) substituted (1.2.2006) by The Performances (Moral Rights, etc.)
Regulations 2006 (S.I. 2006/18), reg. 2, Sch. para. 9 (with reg. 8)
563
564

Words in heading preceding Sch.2 para. 18 repealed (31.10.2003) by The Copyright and Related
Rights Regulations 2003 (S.I. 2003/2498), reg. 2(2), Sch. 2 (with regs. 31-40)
565
Sch. 2 para. 18(1A) inserted (31.10.2003) by The Copyright and Related Rights Regulations 2003
(S.I. 2003/2498), reg. 21(2)(b) (with regs. 31-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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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3項

第4項

第5項

分者; 或
(b) 如該場地以下列價格供應貨品或服務( 包括構成該場地一部分之處
所) :
(i) 所收價格主要係支付收看或收聽該廣播566之設施之費用; 或
(ii) 所收價格超過該場地通常收取之費用， 且部分價格係支付前述
設施之費用。
下列情形，不得視為業已支付入場費：
(a) 進入之人為該場地之住民或居民；
(b) 獲准進入之人為俱樂部或社團之會員， 而其支付之款項僅為成為該
俱樂部或社團之會員用， 且該俱樂部或社團之提供收看或收聽廣播
或節目之設施， 僅附帶於該俱樂部或社團之主要目的。
若製作廣播之行為， 係屬侵害本章就表演或錄製物所賦予之權利者， 則
接收該廣播或節目供公眾收聽或收看之事實， 於估計侵害之損害賠償額
時， 應予列入計算。
本條所用字詞之意義與本法第 72 條之意義相同。

有線系統567對無線廣播之接收及轉播568
第 19 條569
第1項 本條適用從英國境內發送，經有線系統接收並立即予以轉播570的無線廣
播571。
第2項

第3項

566

[本章572]所賦予廣播中納入表演或錄製物的權利，如果是在被有線系統
轉播573的地區接收該廣播則不構成侵權；但若製作該廣播侵害這些權利，
在評估該侵權的損害賠償時應考量該廣播被有線系統574轉播的事實。
其中

Words in Sch. 2 para. 18(2)(b)(i)(3)(4) repealed (31.10.2003) by The Copyright and Related Rights
Regulations 2003 (S.I. 2003/2498), reg. 2(2), Sch. 2 (with regs. 31-40)
567
Words in heading preceding Sch. 2 para. 19 substituted (31.10.2003) by The Copyright and Related
Rights Regulations 2003 (S.I.2003/2498), reg. 22(3)(a) (with regs. 31-40)
568
Crossheading substituted (1.10.1996) by 1996 c. 55, s. 138, Sch. 9 para. 5 (with s. 43(6)); S.I.
1996/2120, art. 4(1), Sch. 1
569
Sch. 2 para. 19 substituted (1.10.1996) by 1996 c. 55, s. 138, Sch. 9 para. 5 (with s. 43(6)); S.I.
1996/2120, art. 4(1), Sch. 1
570
Words in Sch. 2 para. 19(1) substituted (31.10.2003) by The Copyright and Related Rights
Regulations 2003 (S.I. 2003/2498), reg. 22(3)(b)(ii) (with regs. 31-40)
571
Word in Sch. 2 para. 19(1) inserted (31.10.2003) by The Copyright and Related Rights Regulations
2003 (S.I. 2003/2498), reg. 22(3)(b)(i) (with regs. 31-40)
572
Words in Sch. 2 para. 19(2)(3)(4) substituted (1.2.2006) by The Performances (Moral Rights, etc.)
Regulations 2006 (S.I. 2006/18), reg. 2, Sch. para. 9 (with reg. 8)
573
Words in Sch. 2 para. 19(2) substituted (31.10.2003) by The Copyright and Related Rights
Regulations 2003 (S. I. 2003/2498), {reg. 22(3)(c)(i)} (with regs. 31-40)
574
Words in Sch. 2 para. 19(2) substituted (31.10.2003) by The Copyright and Related Rights
Regulations 2003 (S.I. 2003/2498), reg. 22(3)(c)(ii) (with regs. 31-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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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4項
第5項

(a) 以有線系統轉播575是在履行相關的要求，但
(b) 在任何限度內，以有線系統轉播的地區576(「有線地區」)在該廣播的
接收地區(「廣播地區」)以外，
(有線地區在廣播地區以外的限度內)以有線系統轉播577該廣播納入的任
何表演或錄製物，依照第 4 項之規定，視為本章所指的著作權人已授權，
但製作該廣播的人必須支付合理的權利金或其他款項才能以有線系統轉
播578該廣播，付款金額由雙方協議，若無協議則由著作權審議與調解委
員會裁定。
如果以有線系統轉播579的表演或錄製物(上述第 3 項除外)，經[本章]所指
的著作權人授權，則第 3 項不適用。

第6項

國務院可作成命令
(a) 規定在指定的個案中，廣播第 2 項所述的指定說明，適用該項，或
(b) 廣播第 2 項所述的指定說明，排除該項之適用性。
若國務院行使第 5 項第(b)款有關廣播任何說明的權力，該命令也可規定

第7項
第8項
第9項

第 3 項之適用方式，並依命令規定之方式修改，以便廣播該說明。
依據本條制訂之命令可納入國務院認為合理的規定。
本條所定之命令，擬訂與撤銷均須依據法律，由兩院之一議決為之。
本條使用的字詞與本法第 73 條同義。

第 19A條580
第1項
第2項
第3項
第4項
第5項

本章581所稱之著作權人或製作廣播者可向著作權審議與調解委員會申請
履行依第 19 條第 3 項裁定支付權利金或其他款項。
審議與調解委員會應考慮相關事項並下令裁定合理的金額。
當事人任一方嗣後皆可向審議與調解委員會申請變更命令，且審議與調
解委員會應考慮相關事項並依其認為合理之情況確認或變更原命令。
審議與調解委員會特准外，依第 3 項提出之申請，自發佈原命令當日起，
或先前依該項申請命令當日起十二個月內，不得提出申請。
第 3 項所稱之命令自作成當日或審議與調解委員會指定之日期起生效。

575

Words in Sch. 2 para. 19(3)(a) substituted (31.10.2003) by The Copyright and Related Rights
Regulations 2003 (S.I. 2003/2498), reg. 22(3)(d)(i) (with regs. 31-40)
576
Words in Sch. 2 para. 19(3)(b) substituted (31.10.2003) by The Copyright and Related Rights
Regulations 2003 (S.I. 2003/2498), reg. 22(3)(d)(ii) (with regs. 31-40)
577
Words in Sch. 2 para. 19(3) substituted (31.10.2003) by The Copyright and Related Rights
Regulations 2003 (S.I. 2003/2498), reg. 22(3)(d)(iii) (with regs. 31-40)
578
Words in Sch. 2 para. 19(3) substituted (31.10.2003) by The Copyright and Related Rights
Regulations 2003 (S.I. 2003/2498), reg. 22(3)(d)(iv) (with regs. 31-40)
579
Words in Sch. 2 para. 19(4) substituted (31.10.2003) by The Copyright and Related Rights
Regulations 2003 (S.I. 2003/2498), reg. 22(3)(e) (with regs. 31-40)
580
Sch. 2 para. 19A inserted (1.10.1996) by 1996 c. 55, s. 138, Sch. 9 para. 6 (with s. 43(6)); S.I.
1996/2120, art. 4(1), Sch. 1
581
Words in Sch. 2 para. 19A(1) substituted (1.2.2006) by The Performances (Moral Rights, etc.)
Regulations 2006 (S.I. 2006/18), reg. 2, Sch. para. 9 (with reg.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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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供附有字幕之廣播582重製物
第 20 條
第1項 為提供耳聾或重聽者， 或其他殘障人士， 附有字幕或其他應其特殊需
要而修改成之重製物之目的， 而由經指定之團體將廣播予以錄製並散布
於眾583，不構成侵害本章584就各該廣播585附帶納入之表演或錄製務所賦
予之權利。
第 1A項586若授權制度已依據附錄二A第 16 條之規定而作成授權，或在此授權範
圍內，本條所稱之命令不適用
第2項 本條所稱「指定之團體」， 係指本法第 74 條所稱之指定之團體， 而本
條中其他字詞之意義與該第 74 條所賦予之意義相同。

為保存資料之目的而錄製廣播587
第 21 條
第1項 指定團體為列入其保存之檔案之目的， 得錄製指定類別之廣播588， 不
構成侵害本章589就該廣播附帶納入之表演或錄音著作所賦予之權利。
第2項 本條中「指定類別」及「指定之團體」係指本法第 75 條所稱之指定類別
及指定之團體， 而本條中其他字詞之意義與該第 75 條所賦予之意義相
同。

582

Words in heading preceding Sch. 2 para. 20 repealed (31.10.2003) by The Copyright and Related
Rights Regulations 2003 (S.I. 2003/2498), reg. 2(2), Sch. 2 (with regs. 31-40)
583
Words in Sch. 2 para. 20(1) substituted (31.10.2003) by The Copyright and Related Rights
Regulations 2003 (S.I. 2003/2498), reg. 23(2)(a) (with regs. 31-40)
584
Words in Sch. 2 para. 20(1) substituted (1.2.2006) by The Performances (Moral Rights, etc.)
Regulations 2006 (S.I. 2006/18), reg. 2, Sch. para. 9 (with reg. 8)
585
Words in Sch. 2 para. 20(1) repealed (31.10.2003) by The Copyright and Related Rights
Regulations 2003 (S.I. 2003/2498), reg. 2(2), Sch. 2 (with regs. 31-40)
586
Sch. 2 para. 20(1A) inserted (31.10.2003) by The Copyright and Related Rights Regulations 2003
(S.I.2003/2498), reg. 23(2)(b) (with regs. 31-40)
587
Words in heading preceding Sch. 2 para. 21 repealed (31.10.2003) by The Copyright and Related
Rights Regulations 2003 (S.I. 2003/2498), reg. 2(2), Sch. 2 (with regs. 31-40)
588
Words in Sch. 2 para. 21(1) repealed (31.10.2003) by The Copyright and Related Rights
Regulations 2003 (S.I. 2003/2498), reg. 2(2), Sch. 2 (with regs. 31-40)
589
Words in Sch. 2 para. 21(1) substituted (1.2.2006) by The Performances (Moral Rights, etc.)
Regulations 2006 (S.I. 2006/18), reg. 2, Sch. para. 9 (with reg.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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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二 A：表演權之授權590
授權制度與著作權集體管理團體
第1條
第1項 於本篇591中，「授權制度」 係指訂有以下事項之制度：
(a) 制度管理者或代其行事者願意提供表演權授權之個案類別；及
(b) 該類個案之授權條件；而本條所稱之 「制度」 包括具有制度性質之
任何事項，不論是稱做制度、方案或費率或任何其他名稱。
第2項 於本篇中，
「著作權集體管理團體」 指其成立之主要宗旨或其中之一是以
表演權人或經表演權人之授權或其代理人之身份洽商表演權之授權事宜，
且受有一個以上之表演權人授權或委任代理之社團或其他組織。
第3項 本條中，
「表演權授權」指允許去做或授權做依據第182A條、第182B條、
第182C條或第182CA592條須取得同意之任何事項。
第4項 於本篇593中，凡提及涵蓋超過一名表演者之表演之授權或授權制度，不包
括只涵蓋以下各條之授權或授權制度：
(a) 表演錄製於單一錄製物；
(b) 表演錄製於一個以上之錄製物，其中：
(i) 表演者之表演內容相同；或
(ii) 由個人、行號、公司或集團之員工錄製或委錄(commissioned by)
本條所稱之集團係指2006年公司法第1159條594定義之控股公司及其子公司。

有關授權制度之裁決與適用
第2條
第3條至第8條 (有關授權制度之裁決與適用) 適用於著作權集體管理團體所管
理，而與表演權有關，且涵蓋超過一名表演者之表演之授權制度，但須與以下之
授權有關：
(a) 複製(copying)資格表演595之全部或任何實質部份之錄音，
590

Sch. 2A inserted (1.12.1996) by S.I. 1996/2967, reg. 22 第 2 項 (with Pt. III)
Words in Sch. 2A para. 1第1項第2項 substituted (1.2.2006) by The Performances (Moral Rights,
etc.) Regulations 2006 (S.I. 2006/18), reg. 2, Sch. para. 9 (with reg. 8)
592
Words in Sch. 2A para. 1第3項 substituted (31.10.2003) by The Copyright and Related Rights
Regulations 2003 (S.I. 2003/2498), reg. 7第4項(a) (with reg. 31-40)
593
Words in Sch. 2A para. 1第4項 substituted (1.2.2006) by The Performances (Moral Rights, etc.)
Regulations 2006 (S.I. 2006/18), reg. 2, Sch. para. 8 (with reg. 8)
594
Words in Sch. 2A para. 1第4項 substituted (1.10.2009) by The Companies Act 2006
(Consequential Amendments, Transitional Provisions and Savings) Order 2009 (S.I. 2009/1941), art. 2
第1項, Sch. 1 para. 98(b) (with art. 10)
595
Sch. 2A para. 2: word "or" appearing at the end of sub-para. (a) repealed (31.10.2003) by virtue of
The Copyright and Related Rights Regulations 2003 (S.I. 2003/2498), reg. 2第2項, Sch. 2 (with reg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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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a) 以第182CA條第1項提及之方式將該錄音提供給大眾596；或
(b) 公開出租或出借錄音；及在各該條中，「授權制度」 指任何該條目之
授權制度。

將提議之授權制度交付委員會裁決
第3條
第1項 著作權集體管理團體擬管理之授權制度，其條項得由一個主張代表其就該
制度所適用之各條，有權以全案方式或以專案方式要求須有其授權之權利
人之組織申請著作權委員會(tribunal)裁決。
第2項 委員會應先決定是否受理該申請裁決之請求，並得基於申請裁決之請求過
於草率，而予以拒絕。
第3項 委員會若決定受理申請，則應審查所申請之問題並做出其依狀況認為合理
之裁定，以通案之方式，或就該申請有關之各條以專案方式確認或變更該
提議之制度。
第4項 所做之該裁定，其有效期得不限期限或得由法院訂其期限。

將授權制度交付委員會裁決
第4條
第1項 若在授權制度實施期間，管理者：
(a) 與就該制度所適用之各條，有權要求須有其授權之權利人之間發生爭
議，或
(b) 與主張代表該權利人之組織之間發生爭議，
則該權利人或組織得就該各條有關，將該授權制度申請著作權委員會裁
決。
第2項 已依據本條交付委員會裁決之制度仍應繼續實施至申請裁決程序終結時
止。
第3項 委員會應審查爭議之問題並做成其依狀況認為合理之裁定，就該申請裁決
有關之各條，確認或變更該制度。
第4項 所做之該裁定，其有效期得不限期限或得由委員會訂其期限。

再將制度交付委員會裁決
第5條
31-40)
596
Sch. 2A para. 2(aa) substituted (31.10.2003) for word "or" appearing at the end of sub-para. (a) by
virtue of The Copyright and Related Rights Regulations 2003 (S.I. 2003/2498), reg. 7第4項(b) (with
regs. 31-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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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項 若著作權審議與調解委員會已就之前依據第3條或第4條或依據本條申請
裁決之授權制度，做過裁定，則在該裁定仍然有效之期間：
(a) 該制度之管理者；
(b) 就該裁定所適用之各條，有權要求須有其授權之權利人；或
(c) 主張代表該權利人之組織；
得就該各條之案件，將該制度再交付委員會裁決。
第2項 除有委員會特別許可外，就相類似之案件，將授權制度再交付法院裁決，
須受以下之限制：
(a) 就前次之裁決之案件而做成裁定之日起12個月內，不得再裁決；或
(b) 若所做之裁定，其有效期限為15個月或以內，則在該裁定期滿前最後
三個月之前，不得再裁決。
第3項 已依據本條交付委員會裁決之制度仍應繼續實施至申請裁決程序終結時
止。
第4項 委員會應審查爭議之問題並做成其依狀況認為合理之裁定，就該申請裁決
有關之各條，確認、變更或再變更該制度。
第5項 所做之該裁定，其有效期得不限期限或得委員會由訂其期限。

申請依據授權制度核准授權
第6條
第1項 在授權制度適用之案件中，聲稱該制度之管理者已拒絕依據該制度核准授
權，或在請求後逾一段合理時間仍未依據該制度核准授權者，均得逕行向
著作權委員會提出申請。
第2項 在授權制度不適用之案件中，聲稱該制度之管理者有以下情形者：
(a) 已拒絕核准授權，或在請求後逾一段合理時間仍未核准授權，且是在
不合理的下狀況，不核准授權；或
(b) 提出不合理的授權條件；
得逕行向著作權委員會提出申請。
第3項 在第2項中，有以下情形之案件均被視為授權制度不適用之案件：
(a) 該制度對於授權之提供，訂有除外規定，而該案件在該除外規定之範
圍內；或
(b) 該案件係依據極類似之制度所核准授權之案件，因此不比照相同方式
處理顯屬不合理者。
第4項 委員會若確信該主張確實有根據，則應裁判宣告就該裁判所訂之事項，申
請人有權按照委員會依據該制度裁定適用或 (視其適用) 合理之條件，獲
得授權。
第5項 所做之該裁定，其有效期得不限期限或得由委員會訂其期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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申請覆審有關核定授權之裁定
第7條
第1項 若著作權法院已依據第6條裁定某人可以依據授權制度獲得授權，則該制
度之管理者或原申請人得向委員會申請覆審其裁定。
第2項 除有委員會特別許可外，該申請須受以下之限制：
(a) 就前次依據本條提出之申請而做成裁定或裁判之日起12個月內，不得
再提出申請；或
(b) 若所做之裁定，其有效期限為15個月或以內，或因為就前次依據本條
提出之申請而做成之裁判將在該裁定的15個月內期滿，則須俟期滿前
最後三個月，否則不得提出申請。
第3項 委員會應於收到覆審申請時，依據授權制度，或依當時之情形並於考慮適
用之條文後認為合理時，確認或變更其裁定。

委員會有關授權制度之裁定之效力
第8條
第1項 著作權審議與調解委員會已依據以下規定確認或變更之授權制度：
(a) 依據第3條 (將提議之制度之條項交付裁定)；或
(b) 依據第4條或第5條 (將既存之制度交付裁定)，
仍然應就該裁定所適用之各條之案件，在該裁定仍有效之期間內，繼續有
效或(視其適用)繼續實施。
第2項 在該裁定仍有效之期間內，其在該裁定所適用之各條之案件中 ：
(a) 支付制度管理者與涵蓋該案之授權有關，而依據該制度應付之任何費
用，或若該金額無法確認，則承諾會於該金額確認時付給管理者；且
(b) 均依據該制度遵守適用於該授權之其他條項者，
在涉及侵害表演權時，其地位視同在所有重要時刻均為依據該制度獲得著
作權人授權之被授權人。
第3項 法院得指示，凡所做之裁定，只要涉及應付費用金額之調整，其效力均從
做成裁定之日的前一天開始，但不得早於交付裁定之日，或若是在之後，
則為制度實施之日。若做出該指示，則：
(a) 就已付之費用，應於必要時，多退少補；及
(b) 於第2項第(a)款中提及依據該制度應付之費用時，應解釋為依據該裁
定提及因此應付之費用。但若須適用以下第4項，則不得做該指示。
第4項 依據第4條或第5條，就一條制度所做之委員會裁定，若證明是為第16條所
訂之任何目的，則只要涉及變更該制度，調降應付之授權費，其效力均從
交付委員會裁定之日開始。
第5項 若委員會已依據第6條做成裁定 (或有關依據授權制度得獲得授權之權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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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裁定) 且裁定仍然有效時，則該裁定之受益者若：
(a) 支付制度管理者依據該裁定應付之任何費用，或若該金額無法確認，
則承諾會於該金額確認時付給管理者；且
(b) 均遵守該裁定指定之其他條項者，
則在涉及侵害表演權時，其地位視同在所有重要時刻均為依據該裁定獲得
著作權所有權人授與之授權持有人。

與著作權集體管理團體之授權有關之裁決與適用
第9條
第10條至第13條 (與著作權集體管理團體之授權有關之裁決與適用) 適用於著
作權集體管理團體非依據授權制度所提供，而與表演權有關，且涵蓋超過一名表
演者之表演之授權，但須與以下之授權有關：
(a) 複製合格表演之全部或任何實質部份之錄音597，
(aa) 以第182CA條第1項提及之方式對公眾提供該錄音598；或
(b) 公開出租或出借錄音；及在各該條中，提及 「授權」 時，應據以解釋。

將提議之授權制度交付委員會裁決
第10條
第1項 著作權集體管理團體擬提供之授權制度，其條項得由可能之被授權人申請
著作權法院裁決。
第2項 委員會應先決定是否受理該申請裁決之請求，並得基於申請裁決之請求過
於草率，而予以拒絕。
第3項 委員會若決定受理申請，則應審查所提議之授權制度並做出委員會依狀況
認為合理之裁定，確認或變更該提議之制度。
第4項 所做之該裁定，其有效期得不限期限或得由委員會訂其期限。

將到期之授權制度交付委員會裁決
第11條
第1項 其授權即將到期之被授權人，不論是因為時間經過或因為著作權集體管理
團體通知而到期，均得基於授權是在不合理之狀況下喪失效力之理由，向

597

Sch. 2A para. 9: word "or" appearing at the end of sub-para. (a) repealed (31.10.2003) by virtue of
The Copyright and Related Rights Regulations 2003 (S.I. 2003/2498), reg. 2第2項, Sch. 2 (with regs.
31-40)
598
Sch. 2A para. 9(aa) substituted (31.10.2003) for word "or" appearing at the end of sub-para. (a) by
virtue of The Copyright and Related Rights Regulations 2003 (S.I. 2003/2498), reg. 7第4項(b) (with
regs. 31-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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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2項
第3項
第4項

著作權委員會申請裁決。
申請須於授權期滿前最後三個月內為之。
已交付法院裁決之授權仍應繼續實施至申請裁決程序終結時止。
委員會若判定申請確實有根據，則應裁判宣告被授權人有權按法院依據當
時狀況認為合理之條件，繼續享有授權之利益。
委員會依據本條所做之裁定，其有效期得不限期限或得由法院訂其期限。

第5項

申請覆審有關核定授權之裁定
第12條
第1項 若著作權委員會已依據第10條或第11條做成一條裁定，則著作權集體管理
團體或該裁定之受益人得向法院申請覆審其裁定。
第2項 除有委員會特別許可外，該申請須受以下之限制：
(a) 就前次依據本條提出之申請而做成裁定或裁判之日起12個月內，不得
再提出申請；或
(b) 若所做之裁定，其有效期限為15個月或以內，或因為就前次依據本條
提出之申請而做成之裁判將在該裁定的15個月內期滿，則須俟期滿前
最後三個月，否則不得再提出申請。
第3項 委員會應於收到覆審申請時，於依當時之情形認為合理時，確認或變更其
裁定。

委員會授權裁定之效力
第13條
第1項 若著作權委員會已依據第10條或第11條做成一條裁定，且該裁定仍然有效，
則該裁定之受益人，若 ：
(a) 支付著作權集體管理團體依據該裁定應付之任何費用，或若該金額無
法確認，則承諾會於該金額確認時付給著作權集體管理團體；且
(b) 均依據該裁定規定之其他條項者，
則在涉及侵害表演權時，其地位視同在所有重要時刻均為依據該裁定獲得
著作權所有權人授與之授權持有人。
第2項 有以下情形時，該裁定之利益得予以讓與：
(a) 其為依據第10條做成之裁定時，若委員會之裁定並無禁止讓與之規定；
及
(b) 其為依據第11條做成之裁定時，若原授權並無禁止讓與之規定。
第3項 委員會得指示，凡依據第10條或第11條做成之裁定或依據第12條做成變更
該裁定之裁定，只要涉及應付費用金額之調整，其效力均從做成裁定之日
的前一天開始，但不得早於交付裁定或提出申請之日，或若是在之後，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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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獲得授權之日或(視其適用)期滿之日。若做出該指示，則：
(a) 就已付之費用，應於必要時，多退少補；及
(b) 於第 第1項第(a)款中提及依據該裁定應付之費用時，若該裁定已被後
來之裁定修訂，則應解釋為提及依據該後來之裁定及因此應付之費
用。

一般考量因素：不合理之差別待遇
第14條
第1項 依據本附錄(schedule)提出與授權制度或授權有關之交付裁定請求或申請，
著作權委員會在判定其是否有理由時，應考量以下因素：
(a) 其他制度或其他授權，在類似狀況下是否也提供給其他人；及
(b) 該制度或授權之條項，
並應善用其權力，以確保該交付裁定之請求或申請，其所關係之該制度或
授權之被授權人或可能的被授權人，與同一人所管理之其他制度或提供之
其他授權之被授權人之間，沒有不合理之差別待遇。
第2項 這條規定不影響委員會在任何案件中須考慮所有相關狀況之一般義務。

因租借而應付權利金或其他各條之給付申請
第15條
第1項 依據附錄二第14A條 (特定著作重製物租借) 應付權利金或其他各條之給
付申請，得由表演權人或聲稱其為被授權人者向著作權委員會提出。
第2項 委員會應審查該問題並做成其依狀況認為合理之裁定。
第3項 任何一方均得在之後，向委員會申請變更該裁定。委員會則應審查該問題
並做成其依狀況認為合理之裁定，確認或變更原裁定。
第4項 除有委員會特別許可外，自原裁定日期就前次依據第第3項項提出之申請
而做成裁定之日起12個月內，不得再依據該第3項提出申請。
第5項 已依據第3項做成之裁定應自該裁定之日起或委員會指定之稍後日期起生
效。

授權制度之證書
第16條
第1項 管理或擬管理授權制度之人得向國務院(the Secretary of State)申請證明附
錄二第6條、第14A條或第20條之制度599。
599

Words in Sch. 2A para. 16第1項 substituted (31.10.2003) by The Copyright and Related Rights
Regulations 2003 (S.I. 2003/2498), reg. 2第1項, Sch. 1 para. 17(a) (with regs. 31-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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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2項 國務院若確定符合以下條件，應以法定正式文件證明該制度：
(a) 能讓人確定所證明之作品需要授權；及
(b) 明訂其授權應付之費用 (若有) 與其他條件。
第3項 為附錄二之相關各條600之目的而依據該裁定實施該制度以及證明書之生
效，其日程之排定如下：
(a) 該裁定中指定之日期，但至少須在該裁定做成之後8週；或
(b) 若該制度成為依據第3條 (將提議之授權制度交付委員會裁決) 裁決
之標的，則為之後著作權法院依據該條規定做成裁定或裁決案遭撤銷
之任何日期。
第4項 制度之變更須俟該裁定已完成相關修訂，否則不得生效。若著作權委員會
已依據第3條、第4條或第5條之裁決案裁定變更，則國務院應做該相關修
訂；若是任何其他情形，則國務院得做其認為適當之修訂。
第5項 若該制度已停止實施，則該裁定應即撤銷。若國務院認為該制度依據其條
項不再實施，則該裁定亦得撤銷。

得依據競爭報告行使之權利
第17條 601
第1項 第(1A)項之適用於須由國務院、公平競爭委員會(the Competition
Commission)或 (視其適用) 公平交易局(the Office of Fair Trading)依據
1980年競爭法第12條第5項或2002年企業法第41條第2項、第55條第2項、
第66(6)條、第75條第2項、第83條第2項、第138條第2項、第147條第2項
或第160條第2項或其附表7 (得在交付委員會裁決之後，採取與公共機構及
特定其他人、併購案或市場調查等等有關之補救措施之權力)之第5條第2
項或第10條第2項，予以補救、減輕或防止之狀況，包括：
(a) 表演權人提供授權之條件，將該授權之使用限於被授權人之錄製作業
或所有權人得提供其他授權之權利；或
(b) 表演權人拒絕按合理條件提供授權。
第1A項2002年企業法附錄八所賦予之權力包括得取消或修訂上述條件及代之以
或增列須在表演權可做為權利提供時，提供其授權之條件。
第2項 在1980年競爭法第12條第(5A)項或2002年企業法第75條第4項第(a)款、第
83條第4項第(a)款、第84條第2項第(a)款、第89條第1項、第160條第4項第
(a)款、第161條第3項第(a)款及第164條第1項，及其附表7第5條、第10條
及第11條中提及2002年企業法附表8允許之任何事項時，亦應據以解釋。
600

Words in Sch. 2A para. 16第3項 substituted (31.10.2003) by The Copyright and Related Rights
Regulations 2003 (S.I. 2003/2498), reg. 2第1項, Sch. 1 para. 17(b) (with regs. 31-40)
601
Sch. 2A para. 17第1項(1A)第2項 substituted (20.6.2003 for certain purposes and 29.12.2004
otherwise) for Sch.2A para. 17第1項第2項 by 2002 c. 40, ss. 278第1項, 279, Sch. 25 para. 18第5項
(a); S.I. 2003/1397, arts. 2, 3第1項, Sch.(with arts. 4-12); S.I. 2004/3233, art. 2, Sch. (with arts. 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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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3項 國務院、競爭委員會或 (視其適用) 公平交易局602只能在其確信不會因此
牴觸與表演者之權利有關，而英國為其締約國之任何公約時，行使本條提
供之權力603。
第4項 因本條之規定提供之授權，其條項，若無約定，即由著作權法院於接到要
求須有授權之人申請時裁定之。所裁定之條項應授權被授權人得做所提供
之授權有關之任何事項。
第5項 若授權之條項是由法院裁定，則該授權應自其向法院申請之日起生效。

602

Words in Sch. 2A para. 17第3項 substituted (20.6.2003 for certain purposes and 29.12.2004
otherwise) by 2002 c. 40, ss. 278第1項, 279, Sch. 25 para. 18第5項(b)(i); S.I. 2003/1397, arts. 2, 3第1
項, Sch. (with arts. 4-12); S.I. 2004/3233, art. 2, Sch. (with arts. 3-5)
603
Words in Sch. 2A para. 17第3項 inserted (20.6.2003 for certain purposes and 29.12.2004
otherwise) by 2002 c. 40, ss. 278第1項, 279, Sch. 25 para. 18第5項(b)(ii); S.I. 2003/1397, arts. 2, 3第
1項, Sch. (with arts. 4-12); S.I. 2004/3233, art. 2, Sch. (with arts. 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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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篇 雜項和一般注意事項
Part VII – Miscellaneous and General
第五章 雜項和一般注意事項
Chapter V – Miscellaneous and General
規避保護措施
Circumvention of protection measures
第 296 條 （為規避防盜拷措施而設計的裝置）
第1項 本條適用於：
(a) 已應用於電腦程式上的技術裝置；且
(b) 某人明知或可得而知會侵害著作權卻—
(i) 製造任何方法供販賣或出租，進口、散布、販賣或出租該方法或為販
賣或出租而提供或展示該方法，為販賣或出租而廣告該方法，或基於
商業目的持有該方法，其唯一目的乃促進未經授權移除或規避該技術
裝置；或
(ii) 出版資訊係意圖讓他人或協助他人移除或規避該技術裝置。
第2項 下列人士對前項所指之人擁有的權利，係如同著作權人對任何侵害其著作
權者擁有的權利：
(a) 某人，係指進行下列行為之人：
(i) 散布，或
(ii) 公開傳播
已應用該技術裝置的電腦程式著作重製物；
(b) 著作權人或其專屬授權被授權人，若此人非前述(a)款指定人士；
(c) 對於應用於電腦程式的技術裝置擁有任何智慧財產權的權利人或專屬
授權被授權人。
第3項 第2項賦予的權利為並行權(concurrent rights)，對於具有並行權的著作權
人及專屬授權被授權人，在第101條第(3)項及第102條第(1)項至第(4)項所
指訴訟程序中，關於援用並行權的人士，依本條進行訴訟程序時，適用該
條款。
第4項 再者，若某人擁有、保管或控制第1項所指的任何方法，意圖用於促進未
經授權移除或規避已應用於某電腦程式的技術裝置，第2項所指之人士對
於該方法，擁有第99條或第100條賦予的相同權利(交出或扣押特定物品)，
如同著作權人對於違法重製物擁有的權利。
第5項 第4項賦予的權利為並行權，對於具有並行權的著作權人及專屬授權被授
權人，在依第99或100條進行任何事時，關於援用並行權的人士，依據第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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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而依第99條或第100條進行任何事時，適用第102條第5項。
第6項 本條關於某電腦程式中的某技術裝置，指意圖防止或限制未經該電腦程式
著作權人授權且受到著作權規範的舉動。
第7項 關於第一篇的訴訟程序(著作權)，依本條進行訴訟程序時適用下列條文：
(a) 本法第104至106條(關於著作權某些事情的假設)；及
(b) 1981年高等法院法第72條，1985年法律改革(雜項規定)(蘇格蘭)法第15
條，1978年司法法(北愛爾蘭)第94A條(關於智慧財產權的某些訴訟程
序中撤銷陷己入罪者之特權)；
且對於處置第(4)項所交出或扣押之物，經必要修改之後，適用本法第114
條。
第8項 本條針對本法第一篇(著作權)定義所使用的詞語與該篇的定義相同。
第 296ZA 條 （規避科技保護措施）
第1項 本條適用下列情況：
(a) 有效的科技保護措施已經應用在電腦程式以外享有著作權之著作；及
(b) 明知或可得而知正在規避該措施但仍故意為之者。
第2項 為進行加密研究者故意規避有效科技保護措施的行為不適用本條，除非該
行為，或從該研究發布資訊，對著作權人的權利產生不利影響。
第3項 下列人士對第1項所指之人擁有的權利如同著作權人對任何侵害著作權者
擁有的權利：
(a) 某人，係指進行下列行為之人：
(i) 散布，或
(ii) 公開傳播
已應用該有效科技保護措施之著作重製物；及
(b) 著作權人或其專屬授權被授權人，若此人非上述(a)款指定人士。
第4項 第3項賦予的權利為並行權(concurrent rights)，對於具有並行權的著作權人
及專屬授權被授權人，在第101條第3項及第102條第1項至第4項所指訴訟
程序中，關於援用並行權的人士，依本條進行訴訟程序時，適用之。
第5項 關於第一篇(著作權)的訴訟程序，依本條進行訴訟程序時適用下列條文：
(a) 本法第104至106條；及
(b) 1981年高等法院法第72條，1985年法律改革(雜項規定)(蘇格蘭)法第15
條，1978年司法法(北愛爾蘭)第94A條(關於智慧財產權的某些訴訟程
序中撤銷陷己入罪者之特權)；
第6項 第1項至第4項及第5項(b)款以及本法其他任何條文，對於該款適用目的，
經任何必要之改造，效力及於表演方面之權利、出版權及資料庫權。
第7項 1997年資料庫著作權與權利規範(SI 1997/3032)第22條(與資料庫權利有關
的假設)適用於依據本條針對資料庫權提起的訴訟程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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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296ZB 條（為規避科技保護措施而設計的裝置與服務）
第1項 某人若有下列情事即構成侵害：
(a) 為銷售目的製造或受僱製造，或
(b) 進口該裝置、產品或零組件，但非供個人或家庭使用，或
(c) 在營業過程中：
(i) 販賣或出租，或
(ii) 供應或展示以供販賣或租用，或
(iii) 廣告以供販賣或租用，或
(iv) 擁有，或
(v) 經銷，或
(d) 並非在營業過程中散布但其程度足以對著作權人造成不利影響。
任何裝置、產品、或零組件供販賣或租用，其設計、生產或改造之主要目
的在規避有效科技保護措施
第2項 某人若有下列情事即構成侵害：
(a) 在營業過程中，或
(b) 並非在營業過程中但其程度足以對著作權人造成不利的影響，
供應、促銷、廣告或行銷某服務，其目的在規避有效科技保措施。
第3項 執法機關或任何情報局在下列情況下所作或代為從事的任何事情不得依
上述第1項及第2項之規定視為違法：
(a) 基於國家安全；或
(b) 為了預防或偵查犯罪，調查犯法或告發某行為，
且本條中的「情報局」具有2000年調查權規範法賦予的意義。
第4項 違反第1項及第2項之規定者要承擔：
(a) 循即決程序定罪(summary conviction)者，處三個月以下有期徒刑，易
科或併科不超過法定上限的罰金；
(b) 循公訴程序定罪(conviction on indictment)者，處兩年以下有期徒刑，
易科或併科罰金。
第5項 因違反本條被起訴的被告可舉證明其確實不知悉，且無理由相信：
(a) 該裝置、產品、或零組件；或
(b) 該服務，
能規避有效科技保護措施。
第 296ZC 條（為規避科技保護措施而設計的裝置與服務：搜索令與沒收）
第1項 第297B條(搜索令)，第297C條(沒收未經授權解碼器：英格蘭及威爾斯或
北愛爾蘭)及第297D條(沒收未經授權解碼器：蘇格蘭)規定，若符合下述
情況，適用違反第296ZB條之違法行為。
第2項 第297B條所指違反第297A條第1項之違法行為應解釋為參照違反第
296ZB條第1項或第2項之違法行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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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3項 第297C條第2項(a)款及第297D第15項所指違反第297A條第1項之違法行
為應解釋為參照違反第296ZB條第1之違法行為。
第4項 第297C條及第297D條所指未經授權之解碼器應解釋為參照規避有效科技
保護措施的裝置、產品、或零組件。
第 296ZD 條（對於規避科技保護措施而設計的裝置及服務所享有的權利及救濟）
第1項 本條適用於：
(a) 已應用於電腦程式以外且享有著作權之著作之有效科技保護措施；及
(b) 製造，進口，散布，販賣或出租，為販賣或出租而提供或展示，為販
賣或出租而廣告，或基於商業目的持有任何裝置、產品或零組件，或
提供服務者：
(i) 其促銷、廣告或行銷目的在於規避該措施，或
(ii) 除規避該措施以外，其商業目的或用途有限，或
(iii) 其設計、生產、改造或執行主要是為了規避該措施。
第2項 下列人士對前項所指之人擁有的權利，係如同著作權人對任何侵害其著作
權者擁有的權利：
(a) 某人，係指進行下列行為之人：
(i) 散布，或
(ii) 公開傳播
已應用該有效科技保護措施的著作重製物；
(b) 著作權人或其專屬授權被授權人，若此人非上述(a)款指定人士；
(c) 對於應用於著作物之有效科技保護措施擁有任何智慧財產權的權利人
或專屬授權被授權人。
第3項 第2項賦予的權利為並行權(concurrent rights)，對於具有並行權的著作權人
及專屬授權被授權人，在第101條第3項及第102條第1項至第4項所指訴訟
程序中，關於援用並行權的人士，依本條進行訴訟程序時，適用該條款。
第4項 再者，若某人擁有、保管或控制此類任何裝置、產品或零組件，意圖用於
規避有效科技保護措施，第2項所指之人對此擁有第99條或第100條賦予的
相同權利(交出或扣押特定物品)，係如同著作權人對於任何違法重製物擁
有的權利。
第5項 第4項賦予的權利為並行權，對於具有並行權的著作權人及專屬授權被授
權人，在依第99或100條進行任何事時，關於援用並行權的人士，依據第4
項而援引第99條或第100條之規定進行任何事時，適用第102條第5項之規
定。
第6項 關於第一篇(著作權)的訴訟程序，依本條進行訴訟程序時適用下列條文：
(a) 本法第104條至第106條之規定；及
(b) 1981年高等法院法第72條，1985年法律改革(雜項規定)(蘇格蘭)法第15
條，1978年司法法(北愛爾蘭)第94A條(關於智慧財產權的某些訴訟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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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中撤銷陷己入罪者之特權)；
且對於處置第4項所交出或扣押之物，經必要修改(modifications)之後，適
用本法第114條。
第7項 適用第97條第1項之規定於因侵害本條賦予的權利而提起的訴訟程序時，
所指被告不知悉或無理由相信著作仍享有著作權，應解釋為被告係不知悉
或沒有理由相信其舉動會侵害著作權。
第8項 第1項至第5項、第6項(b)款及第7項以及本法其他任何條文，對於該款適
用目的，經過任何必要之改造(adaptations)，效力及於表演方面之權利、
出版權及資料庫權。
第9項 1997年資料庫著作權與權利規範(SI 1997/3032)第22條(與資料庫權利有關
的假設)之規定適用於依據本條針對資料庫權提起的訴訟程序。
第 296ZE 條（有效科技保護措施防止被允許之行為之救濟）
第1項 本條中，
「被允許之行為」係指儘管有著作權存在，但依據附錄5A第1部份之規定，
針對享有著作權之著作可為之行為；
「自願性措施或協議」意指：
(a) 著作權人、其專屬授權被授權人、或散布或公開傳播著作重製物(不含
電腦程式)之人自願採取的任何措施，或
(b) 著作權人、其專屬授權被授權人、或散布或公開傳播著作重製物(不含
電腦程式)之人與他方之間的任何協議，
其效力能讓某人進行被允許之行為。
第2項 任何有效科技保護措施應用於電腦程式以外且享有著作權之著作時，若阻
止某人對該作品進行被允許之行為，則此人或被阻止進行被允許之行為的
某類人士代表可向國務院提出申訴通知。
第3項 收到申訴通知後，國務院可給予該著作之著作權人或專屬授權被授權人必
要或權宜的指示以便—
(a) 確認該申訴的對象對於享有著作權之著作是否存在任何自願措施或協
議；或
(b) (若經確認沒有存在自願性措施或協議)確保(ensuring)該享有著作權之
著作的著作權人或專屬授權被授權人有提供申訴人進行被允許之行為
(申訴的對象在必要的限度內受惠於該被允許之行為)的方法。
第4項 國務院也可針對下列事項給予指示：
(a) 第2項所稱之申訴通知的形式與方式；
(b) 證明有任何自願性措施或協議的形式與方式；及
(c) 依本條提出申訴時一般必須依循的程序；
且應依本項之規定透過適當方式出版國務院之指示以確保適當的宣傳。
第5項 依第3項(a)款或(b)款得到指示的任何人有責任讓該指示生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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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6項 申訴人有義務遵守依據第3項(b)款發布的指示，若由某類人士代表投訴，
則該代表及代表該類人士的每一人有義務遵守指示；且違反義務可提出告
訴(依違反法定義務適用的告訴提出辯護及其他隨附事件處理)。.
第7項 本條任何指示可依本條後續指示予以變更或撤銷。
第8項 依本條給予任何指示須以書面為之。
第9項 本條不適用依照合約條款協議對外公開並可由大眾於自選的時間及地點
取得之享有著作權的著作。
第10項本條僅適用於申訴人合法取得享有著作權之著作；或申訴人為某類人士代
表，則適用於此類人士合法取得之著作。
第11項第1項至第10項對於任何必要之改造適用下列各款：
(a) 就表演方面之權利而言，
「被允許之行為」係指依據附錄5A第2部份
列舉的本法條文規定所做的行為；
(b) 就資料庫權而言，
「被允許之行為」係指依據附錄5A第3部份列舉的
本法條文規定所做的行為；及
(c) 出版權。
第 296ZF 條（第 296ZA 至 296ZE 條詮釋）
第1項 第296ZA至296ZE條中的「科技保護措施」為任何科技、裝置或元件，在
正常操作過程中，專門用來保護電腦程式以外且享有著作權之著作。
第2項 若透過下列方式由著作權人控制該著作之使用，該措施即「有效」，
(a) 存取控制或保護過程，例如著作加密，干擾或其他轉換，或
(b) 重製控制機制，
已達成意圖的保護作用。
第3項 本條指稱：
(a) 保護著作係預防或限制未經該著作權人認可且受到著作權規範的行
為；
(b) 使用某著作不擴及著作權規範範圍以外以任何方式使用該著作。
第4項 第296ZA至296ZE條之用語與本法第一篇所規定之定義相同。

權利管理資訊
第 296ZG 條（電子權利管理資訊）
第1項 本條適用於故意或未經授權移除或更改電子權利管理資訊者，而該資訊：
(a) 與享有著作權之著作有關聯，或
(b) 與公開傳播享有著作權之著作有關，且
其明知或可得而知，該行為會誘引、幫助(enabling)、促進、或隱匿
(concealing)著作權侵害行為。
第2項 本條亦適用於故意或未經授權而散布，為散布而進口或公開傳播享有著作
權之著作重製物者，且其中的電子權利管理資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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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與享有著作權之著作重製物有關聯，或
(b) 與公開傳播享有著作權之著作重製物有關，
未經授權已遭到移除或更改，且其知悉或有理由相信，該行為會誘引、幫
助(enabling)、促進、或隱匿(concealing)著作權侵害行為。
第3項 散布或公開傳播該著作重製物之人，對第1項及第2項所指之人擁有的權利，
係如同著作權人對任何侵害其著作權者擁有的權利。
第4項 著作權人或其專屬授權被授權人但非散布或公開傳播該著作重製物之人，
對第1項及第2項所指之人擁有的權利，也如同著作權人對任何侵害其著作
權者擁有的權利。
第5項 第3項及第4項賦予的權利為並行權，對於具有並行權的著作權人及專屬授
權被授權人，在本條所指訴訟程序中，關於援用並行權的人士，適用第101
條第3項及第102條第1項至第4項之規定。
第6項 關於第一篇(著作權)的訴訟程序，依本條進行訴訟程序時適用下列條文：
(a) 本法第104條至第106條之規定；及
(b) 1981年高等法院法第72條，1985年法律改革(雜項規定)(蘇格蘭)法第15
條，1978年司法法(北愛爾蘭)第94A條(關於智慧財產權的某些訴訟程
序中撤銷陷己入罪者之特權)。
第7項 本條中，
(a) 針對本法第一篇所定義的詞語，與該篇所指意義相同；且
(b) 「權利管理資訊」意指著作權人或在著作權之下的任何權利人提供的
任何資訊，可辨識該著作、作者、著作權人或任何智慧財產權的權利
人，或關於使用該著作的條件及條款，以及代表該資訊的任何號碼或
代號。
第8項 第1項至第5項及第6項(b)款，以及本法其他任何條文，對於該款適用目的，
經任何必要之改造，效力及於表演方面之權利、出版權及資料庫權。
第9項 1997年資料庫著作權與權利規範(SI 1997/3032)第22條(與資料庫權利有關
的假設)適用依據本條針對資料庫權提起的訴訟程序。

電腦程式
第 296A 條（無效：特定條款）
第1項 某人依照某協議書使用某電腦程式，該協議書中的任何條件或條款若意圖
限制或規範下列事項者無效：
(a) 製作該程式備份係此人依協議用途之必要作為；
(b) 若符合第50B條第2項情況，對該程式進行解編譯；或
(c) 根據第50BA條觀察、研究或測試該程式功能。
第2項 本條所稱之「解編譯」與第50B條之用語定義相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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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庫
第 296B 條（無效：與資料庫有關之特定條款）
若某人依照協議書有權使用某資料庫或資料庫的某部分，該協議書中的任何條件
或條款若意圖限制或規範任何行為的表現者無效，但第 50D 條所指侵害該資料
庫中的著作權除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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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0 年數位經濟法
The Digital Economy Act 2010
網路侵權篇

Online infringement of copyright

第三條 對於被通報侵權用戶之通知義務
於 2003 年傳播法第 124 條後增訂—
著作權的線上侵害：網路服務提供者的義務
第 124Ａ條（通知用戶著作權侵害通報之義務）
第1項 若著作權人發現有下列情事者，適用本條規定—
(a) 網路連線服務用戶以使用該服務之方式侵害著作權人之著作權；或
(b) 網路連線服務用戶允許他人該服務，而該他人以使用該服務之方式侵
害著作權人之著作權。
第2項 若在第124C條或第124D條（「初始義務規定」）有效法規允許下，著作權
人得向提供該網路連線服務之網路服務提供者為侵害通報。
第3項 「著作權侵害通報」係指一報告—
(a) 敘明有對著作權人著作權侵害發生；
(b) 包含一個明顯侵權的描述；
(c) 包含明顯侵害證據，呈現出用戶之IP位址及蒐集到證據時間；
(d) 自蒐集到證據之日起算一個月內，送出予網路服務提供者；
(e) 遵守初始義務規定之任何其他要求。
第4項 網路服務提供者於收悉著作權侵害通報後，須通知該通報所載用戶，若初
始義務規定要求其從事前述作為。
第5項 依第4項所為通知須於提供者收悉該通報後一個月內，寄送予用戶。
第6項 依第4項所為通知須包含：
(a) 敘明該通知係依本條規定，為回應著作權侵害通報而發出；
(b) 製作該通報之著作權人姓名；
(c) 明顯侵權之敘述；
明顯侵害證據，呈現出用戶之IP位址及蒐集到證據時間；
有關用戶上訴及其可能被作成決定之範圍之資訊；
有關著作權及其目的之資訊；
有關用戶如何獲得合法接取著作之建議或如何取得此類建議；
有關用戶得採取步驟保護其網路連線服務不致遭未經授權之使用之
建議或如何取得此類建議；及
(i) 任何其他初始義務規定所要求通知應包含之事項。
第7項 為第6項(h)款之目的，網路服務提供者須將用戶於不同情境提供不同適當
保護措施考量在內。
(d)
(e)
(f)
(g)
(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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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8項 不論是一般或特殊個案，依第(6)項(i)款所要求之事項，特別包含以下—
(a) 敘明有關明顯侵害資訊得由網路服務提供保留；
(b) 敘明著作權人得要求提供者揭露有關該用戶之著作權人對提供者為
著作權侵害通報。
(c) 敘明於前述揭露後，著作權人得向法院申請了解用戶身分，且得對該
用戶之侵害著作權採取訴訟程序；及
(d) 於提供者被要求寄送通知部分因該報告已成為第(4)項規定通知對象
之情形，敘明有關該用戶著作權侵害通報之數量可能被列入任何技術
措施考量之意旨。
第9項 本條所稱用戶之「通知」，指網路服務提供者就其所持有之用戶電子或郵
政地址發送通知（且不適用第394條到第396條規定）。
第四條

提供侵害列表予著作權人之義務

於 2003 年傳播法第 124A 條後增訂—
第 124Ｂ條（提供侵害列表予著作權人之義務）
第1項 網路服務提供者須提供著作權人一段期間之著作權侵害列表—
(a) 著作權人要求特定期間之列表；及
(b) 初始義務規定要求網路服務提供者提供。
第2項 所稱「著作權侵害列表」，指一列表—
(a) 列出著作權人對提供者所提出之著作權侵害通報每一個相關用戶，但
(b) 並無法使任何用戶身分被確認。
第3項 若著作權人向網路服務提供者提出著作權侵害通報已達初使義務規定之
門檻，用戶指與著作權人及網路服務提供者相關之「相關用戶」。
第五條

關於初始義務規定之許可

於 2003 年傳播法第 124 B 條後增訂—
第 124Ｃ條（關於初始義務規定之許可）
第1項 網路服務提供者於第124A條與第124B條所定之義務為「初始義務」。
第2項 若英國國家通訊傳播委員會認為—
(a) 任何人所作成之規定，係為規範最初義務；及
(b) 就該目的而言，准許該等規定被認為是適當的，
英國國家通訊傳播委員會得准許該規定，並於該命令中規定生效日期。
第3項 依本條所為規定及准許可能包含下列規定—
(a) 具體指明於特定個案中，著作權侵害規定或適用該規定所應符合之權
利及義務條件；
(b) 要求著作權人或網路服務提供者提供任何合理要求之資訊或協助，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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決定前述(a)款規定是否符合。
第4項 第3項(a)款所提及之規定，特別是所明確指出之權利或義務，除著作權人
已與網路服務提供者為適當安排，否則相關著作權人不得適用—
(a) 著作權人可能在一段特定期間內，對網路服務提供者提出著作權侵害
通報之數量；及
(b) 對於網路服務提供者所產生之相當費用預先付款。
第5項 第3項(a)款所提及之規定，特別亦得—
(a) 除該規定另有規範者外，除網路服務提供者在一段特定期間內所收到
著作權侵害通報數量，達到該規定中所設定之門檻，否則，網路服務
提供者不適用該權利義務規定；及
(b) 一旦達到門檻，該權利或義務規定即於達到日期或稍晚之時間起生
效。
第6項 除非滿足第124E條所設定之標準，否則英國國家通訊傳播委員會不得准
許該規定。
第7項 不得有超過一個被准許之法規可同時有效。
第8項 英國國家通訊傳播委員會須於審查過程中確保有一個已批准之規定存
在。
第9項 英國國家通訊傳播委員會得隨時基於第(2)項所定之目的—
(a) 准許對已批准規定之修改；或
(b) 撤回已批准規定之核准，
並於其發出命令所載日期生效，且若於該規定無法達成第124E條所設定
標準時，必須為前述行為。
第10項該等規定之准許或對已批准規定之修改，須得國務院同意。
第11項英國國家通訊傳播委員會依本條所為對規定之准許或修改之命令，須明列
於該規定或修改中。
第12項英國國家通訊傳播委員會依本條為命令之權利，適用第403條規定。
第13項法定文書，包括英國國家通訊傳播委員會依本條所為命令，得由任一議會
依其決議廢止。

第六條 無已批准規定時英國國家通訊傳播委員會所為初始義務規定
於 2003 年傳播法第 124 C 條後增訂—
第 124Ｄ條（無已批准規定時英國國家通訊傳播委員會所為初始義務規定）
第1項 當第124A條與第124B條生效之任何期間，而未有依第124C條已批准之初
始義務規定存在時，英國國家通訊傳播委員會須為規範最初義務之目的以
命令規定之。
第2項 英國國家通訊傳播委員會得，但不需依第(1)項規定於下述期間終結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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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成規定—
(a) 自第124A條與第124B條生效日起算六個月，或
(b) 由國務院通知英國國家通訊傳播委員會該等長度之期間。
第3項 國務院僅得於其認為要求英國國家通訊傳播委員會於第2項(a)款規定之
期間作成該規定或任何依第2項(b)款指定之更長的的期間，方可依通知第
2項(b)款發出通知。
第4項 依本條所定之規定，得規範任何第124C條第(3)項至第(5)項所提及之事
項。
第5項 依本條所定之規定亦得：
(a) 除用戶上訴決定之裁判權外，授與有關英國國家通訊傳播委員會本身
事項之任何裁判權；
(b) 英國國家通訊傳播委員會執行該裁判權提供得命為賠償、命支付補償
費用，或二者皆須為之；
(c) 提供英國國家通訊傳播委員會就任何依該規定所命賠償或指示執行或
參與執行之規定；
(d) 制定任何有關該等賠償或指示之其他條款；
(e) 為決定用戶上訴之目的，成立一有能力制定其規則與其程序之法人組
織；
(f) 提供具決定用戶上訴之法人，就任何其所為賠償或指示之決定，為執
行或參與執行之規定；
(g) 制定任何有關該等賠償或指示之其他條款；
(h) 制定為規範最初義務之目的之其他條款。
第6項 除非滿足第124E條所設定之標準，否則英國國家通訊傳播委員會不得准
許該規定。
第7項 英國國家通訊傳播委員會須—
(a) 依本條保留審查之規定；及
(b) 若認為有需要為確保其於存續期間間能持續達成第124E條所設定之
標準，以命令修正之。
第8項 英國國家通訊傳播委員會依本條制定該等規定或對其修改，須得國務院同
意。
第9項 英國國家通訊傳播委員會依本條為命令之權利，適用第403條規定。
第10項法定文書，包括英國國家通訊傳播委員會依本條所為命令，得由任一議會
依其決議廢止。
第七條

初始義務規定之內容

於 2003 年傳播法第 124 D 條後增訂—
第 124Ｅ條（初始義務規定之內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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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項 第124C條第6項與第124D條第5項所提到之標準係指—
(a) 該規定所定有關著作權侵害通報之必要條款（參第2項）；
(b) 該規定所定有關通知用戶之必要條款（參第3項及第4項）；
(c) 該規定所定有關決定有關第124B條第3項所定義之相關用戶之適用門
檻（參第5項及第6項）；
(d) 該規定所定有關網路服務提供者如何保有關於用戶之資訊；
(e) 該規定所定有關得保留該等資訊之期間；
(f) 該規定所定任何有關依第124M條所發命令中包含之相當費用之貢
獻；
(g) 有關為符合該規定之管理或執行相關需求（參第7項及第8項）；
(h)
(i)
(j)
(k)

為符合該規定關於用戶上訴之相關需求（參第124K條）；
該規定相關條款就其相關事項為客觀合理；
該等規定並未不公平地對特定人或特定一群人構成歧視；
該等規定就其所意圖達成之目標為適當的；及

(l) 關於該等規定所意圖達成之目標，其規定為清楚的。
第2項 有關著作權侵害通報之必要條款，係指該條款具體指明—
(a) 關於包含於通報中獲得著作權侵害證明方法之要求；
(b) 須被包含在內之證據標準；
(c) 通報之必要格式。
第3項 關於用戶通知之必要條款，係指該條款就網路服務提供者所收到的一個或
多個著作權侵害通報相關用戶，具體指明—
(a) 關於網路服務提供者確認用戶之方法之要求；
(b) 提供者須通知用戶之通報告；及
(c) 在每個個案通報之形式、內容與方法之要求。
第4項 第3項所提及之條款不得允許任何於通知使用者之日期起算前十二個月以
前之網路服務提供者所收悉之任何著作權侵害通報，計入該通知之目的範
圍內。
第5項 依據第1項(c)款所適用之門檻，得於遵守第6項，設定下述其一或多數門
檻條件供參考—
(a) 著作權侵害通報之數量；
(b) 該等通報被製作之時間；及
(c) 該等通報相關之明顯侵權之時間。
第6項 依據第1項(c)款所適用之門檻條件，必須以下述方式運作，即任何網路服
務提供者所收悉著作權侵害通報若於該特定日期起算十二個月前者，不會
影響該日期門檻是否達到；及依第124B條所提供之著作權侵害列表不應
將其計入任何通報中。
第7項 有關管理與執行之要求為—
(a) 英國國家通訊傳播委員會依該規定具有管理與執行之功能，包含解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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著作權人與提供者間爭議之功能；
(b) 英國國家通訊傳播委員會於該規定中應有足夠之安排，使其得獲取任
何網路服務提供者或著作權人有關英國國家通訊傳播委員會認定為管
理與執行該規定所合理需要之資訊或協助；及
(c) 於該規定中應有足夠之安排，使英國國家通訊傳播委員會因管理及執
行該規定所生成本得由網路服務提供者與著作權人負擔。
第8項 第7項所提及之條款得包括，特別是—
(a) 對於該規定所具體指明之人之罰金支付條款，於第124L條第2項所定
時間之罰金上限。
(b) 要求著作權人使網路服務提供者免於任何因著作權人未能遵守該規定
或著作權侵害條款所生之損失或損害。
第9項 本條所稱「著作權人與提供者間爭議」，係指該爭議—
(a) 當事人為著作權人或網路服務提供者間；及
(b) 涉及關於初始義務或初始義務規定之行為或遺漏者。
第八條 進度報告
於 2003 年傳播法第 124 E 條後增訂—
第 124Ｆ條（進度報告）
第1項 英國國家通訊傳播委員會須為國務院準備有關對網路服務提供者提出之
用戶侵害著作權報告。
第2項 英國國家通訊傳播委員會須為下述情形準備一份完整報告—
(a) 自初始義務規定生效第一天起算十二個月；及
(b) 後續每十二個月期間。
第3項 英國國家通訊傳播委員會須為下述情形準備一份中間報告—
(a) 自初始義務規定生效第一天起算三個月；及
(b) 除第2項所定十二個月期間當次外，後續每三個月期間。
第4項 國務院得指示第3項不再適用，且於該指示內所載日期起生效。
第5項 本條完整報告須包含—
(a) 用戶目前使用網路連線服務侵害著作權等級之評估；
(b) 著作權人所採取使用戶能獲得合法使用著作步驟之說明；
(c) 著作權人所採取通知並改變對有關侵害著作權公眾成員態度方式之
說明；
(d) (b)款與(c)款所提及方式程度之評估；
(e) 著作權人已為著作權侵害通報程度之評估；
(f) 著作權人已對用戶提起有關上述其已為之通報之法律訴訟程度之評
估；
(g) 任何上述對用戶已提及之法律訴訟，有關對該用戶已作成通報之實際
數量之程度評估；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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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 任何國務院指示英國國家通訊傳播委員會應於報告包含之其他事
項。
第6項 本條中間報告須包含—
(a) 第5項(a)、(e)與(f)款所提及之評估；及
(b) 任何國務院指示英國國家通訊傳播委員會應於報告包含之其他事
項。
第7項 英國國家通訊傳播委員會應儘快於準備期間結束於可行範圍內，將其依本
條準備之報告提交予國務院。
第8項 英國國家通訊傳播委員會應出版依本條提出之每一份完整報告—
(a) 於其提交予國務院後之可行期間儘快為之；及
(b) 以其認為適當之方式，將該報告提供予其所認為對該報告關注而可能
有利益相關者。
第9項 英國國家通訊傳播委員會得於其依第(8)項規定出版時，自報告中排除資
訊，若該等資訊係其認為依2000資訊自由法所為請求應予拒絕揭露者。
第九條 限制網路接取之義務：評估與準備
於 2003 年傳播法第 124 F 條後增訂—
第 124Ｇ條 （限制網路接取之義務：評估與準備）
第1項 國務院得指示英國國家通訊傳播委員會—
(a) 評估是否應對網路服務提供者課以一個或多個技術上義務；
(b) 採取步驟為該等義務進行準備；
(c) 就評估或步驟對國務院提出報告。
第2項 與網路服務提供者有關之「技術義務」，指提供者為避免或減少網路著作
權侵害，對部分或相關用戶採取技術上措施之義務。
第3項 「技術措施」係指一措施—
(a) 限制提供予用戶服務之速度或其他容量；
(b) 阻止用戶使用服務去接取特定資料或限制該等使用；
(c) 暫停對用戶提供服務；或
(d) 以其他方式限制對用戶之服務提供。
第4項 一網路連線服務用戶對於提供該服務或單一或多數著作權人而言具「相關
性」，若該用戶依據第124B條第3項定義為相關用戶。
第5項 國務院依第1項規定得指示英國國家通訊傳播委員會實行與採取之評估與
步驟，特別包括—
(a) 諮詢著作權人、網路服務提供者、用戶或任何其他人；
(b) 關於特殊型態連線服務技術措施之可能功效評估；
(c) 準備提出技術義務法規之步驟。
第6項 網路服務提供者及著作權人須提供英國國家通訊傳播委員會任何為遵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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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條之任何指示目的，英國國家通訊傳播委員會認為合理要求之協助。
第7項 國務院須向議會提出依本條所為任何指示。
第8項 英國國家通訊傳播委員會應出版依本條提出之每一份完整報告—
(a) 於其提交予國務院後之可行期間儘快為之；及
(b) 以其認為適當之方式，將該報告提供予其所認為對該報告關注而可能
有利益相關者。
第9項 英國國家通訊傳播委員會得於其依第(8)項規定出版時，自報告中排除資
訊，若該等資訊係其認為依2000資訊自由法所為請求應予拒絕揭露者。
第十條 限制網路接取之義務
於 2003 年傳播法第 124 G 條後增訂
第 124Ｈ條（限制網路接取之義務）
第1項 若有下列事項，國務院得以命令課予網路服務提供者單一或多數技術義
務—
(a) 英國國家通訊傳播委員會已評估應課予網路服務提供者單一或多數
技術義務；及
(b) 於英國國家通訊傳播委員會依第124F條所準備之評估或報告，及任何
其他事項國務院認為有關者，而經國務院認為適當而為命令者，皆已
納入考量。
第2項 自初始義務規定生效第一天起算十二個月，不得依本條規定為任何命令。
第3項 依本條所為命令須具體指明技術義務生效日期，或提供其特定之方式。
第4項 該命令亦得具體指明—
(a) 有關對用戶採取技術措施之標準；
(b) 作為該步驟一部分之方式與該步驟何時被採取。
第5項 除符合下述情形，不得依本條為命令—
(a) 國務院已遵守第6項至第10項規定，及
(b) 該命令之法案已送予議會，且經每一議會決議通過。
第6項 若國務院提議依本條為命令，國務院須將包含下述事項之文件送予議會—
(a) 說明該提議，及
(b) 將該提議以命令法案之格式為之。
第7項 於依第6項規定將該文件送予議會之日起算六十日期間（以下稱「六十日
期間」）
，國務院不得再向議會提交命令法案使其成為生效之建議（無論是
否修改）。
第8項 為準備依本條規定之命令法案使其成為生效之建議，國務院應於該六十日
期間為下述事宜—
(a) 任何出席，及
(b) 任一議會之委員會要求就該命令法案報告提出建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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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9項 為使提交於議會之命令法案成為生效之建議（無論是否修改），國務院亦
應向議會依第6項規定提交解釋及任何對該建議之修改。
第10項於計算六十日期間時，無須考量任何議會被解散、休會或任一議會閉會超
過四天者。
第十一條 英國國家通訊傳播委員會所定有關限制網路接取義務之規定
於 2003 年傳播法第 124 H 條後增訂
第 124Ｉ條 （出於英國國家通訊傳播委員會關於限制網路使用義務的法規）
第1項 於任何依第124H條單一或多數技術義務生效之期間，英國國家通訊傳播
委員會須基於管理該等義務之目的以命令制定一技術義務之規定。
第2項 該規定得與第124D條之初始義務規定分別或結合一併制定。
第3項 本條之規定得—
(a) 為第124 C條第3項到第5項或第124 D條第5項(a)款至(g)款所提及之任
何事項；及
(b) 為規範技術義務之目的，制定其他條款。
第4項 除非已滿足第124J條所定標準，否則，英國國家通訊傳播委員會不得依本
條制定規定。
第5項 英國國家通訊傳播委員會須—
(a) 依本條保留審查之規定；及
(b) 若認為有需要為確保其於存續期間間能持續達成第124J條所設定之標
準，以命令修正之。
第6項 英國國家通訊傳播委員會對該等規定之准許或對已批准規定之修改，須得
國務院同意。
第7項 英國國家通訊傳播委員會依本條為命令之權利，適用第403條規定。
第8項 法定文書，包括英國國家通訊傳播委員會依本條所為命令，得由任一議會
依其決議廢止。
第十二條 有關限制網路接取義務規定之內容
於 2003 年傳播法 124 I 條後增訂
第 124Ｊ條 （有關限制網路接取義務規定之內容）
第1項 第124I條第(4)項所提及之標準為—
(a) 有關執行及其相關事項依規定應符合之要求（參第2項及第3項）；
(b) 有關用戶上訴依規定應符合之要求（參第124K條）；
(c) 制定任何有關依第124M條命令所要求之相當費用貢獻之條款；
(d) 制定任何其他國務院所要求制定之規定；
(e) 該規定相關條款就其相關事項為客觀合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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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 該等規定並未不公平地對特定人或特定一群人構成歧視；
(g) 該等規定就其所意圖達成之目標為適當的；及
(h) 關於該等規定所意圖達成之目標，其規定為清楚的。
第2項 有關管理與執行之要求為—
(a) 英國國家通訊傳播委員會依該規定具有管理與執行之功能，包含解決
著作權人與提供者間爭議之功能；
(b) 英國國家通訊傳播委員會於該規定中應有足夠之安排，使其得獲取任
何網路服務提供者或著作權人有關英國國家通訊傳播委員會認定為管
理與執行該規定所合理需要之資訊或協助；及
(c) 於該規定中應有足夠之安排，使英國國家通訊傳播委員會因管理及執
行該規定所生成本得由網路服務提供者與著作權人負擔。
第3項 除國務院另有要求者外，有關執行及相關事項之條款亦得包括，特別是—
(a) 對於該規定所具體指明之人之罰金支付條款，於第124L條第(2)項所定
時間之罰金上限。
(b) 要求著作權人使網路服務提供者免於任何因著作權人未能遵守該規定
或著作權侵害條款所生之損失或損害。
第4項 本條所稱「著作權人與提供者間爭議」，係指一爭議—
(a) 當事人為著作權人或網路服務提供者間；及
(b) 涉及關於初始義務或初始義務規定之行為或遺漏者。
第十三條 用戶上訴
於 2003 年傳播法第 124J 條後增訂—
第 124Ｋ條 （用戶上訴）
第1項 有關用戶上訴之要求為—
(a) 為第124E條第1項(h)款之目的，該要求列於第2項至第8項；及
(b) 為第124J條第1項(b)款之目的，該要求列於第2項至第11項。
第2項 本項要求為—
(a) 該規定賦予用戶提出用戶上訴之權利，且於技術義務規定之情形，有
權上訴至第一審法院；
(b) 於該規定提供具決定用戶上訴功能之法人；
(c) 該法人就決定用戶上訴相關事項具實際目的之獨立性，獨立於網路服
務提供者、著作權人及英國國家通訊傳播委員會；及
(d) 於該規定中應有足夠之安排，使該法人因決定用戶上訴事宜所生成本
得由網路服務提供者、著作權人與用戶負擔。
第3項 該規定須提供上訴範圍（就與上訴相關者，或任何作為著作權侵害通報參
考之事項）包含下述—
(a) 該通報相關之明顯侵權，並非著作權之侵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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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該通報就該明顯侵權之時間，與用戶之IP位址無關。
第4項 該規定須提供上訴範圍，包括因著作權人或網路服務提供者違反該規定或
該規定所規範之義務。
第5項 該規定就一上訴範圍之決定須就用戶為有利認定，除非著作權人或網路服
務提供者提出就該上訴有關之任何著作權侵害通報或參考任何與該上訴
相關事項已完成（或若存在多數該等報告，就每一報告為之）—
(a) 該通報相關之明顯侵權，並非著作權之侵害；
(b) 該通報就該明顯侵權之時間，與用戶之IP位址無關。
第6項 於第3項上訴範圍之情形，該規定須提供對用戶為有利之認定，若用戶提
出—
(a) 該相關通報中所稱構成明顯侵權之行為，並非該用戶所為，及
(b) 該用戶已採取合理步驟避免其他人利用該網路連線服務侵害著作
權。
第7項 決定用戶上訴之法人須包含下述權利—
(a) 就可行範圍確保用戶在有關對著作權侵害條款之行為或遺漏上訴之
目的，不會受偏見影響，並作出對用戶有利之決定；
(b) 要求著作權人或網路服務提供者對用戶因該等行為或遺漏而受影響
進行賠償；及
(c) 若該上訴作出對用戶有利決定，指示著作權人或網路服務提供者補償
該用戶合理費用。
第8項 若用戶上訴成功者，該規定須提供依第7項(c)款所定命補償用戶合理費用
之執行權利，除非該決定上訴之法人綜合各方當事人於訴訟程序前及進行
中之一切情事，認為為該等命令是不合理的。
第9項 於技術義務規定之情形，該決定用戶上訴之法人須包含下述權力—
(a) 於有關技術措施或提議技術措施之上訴—
(i) 確認該措施；
(ii) 要求該措施不得被採取或被撤回；
(iii) 替代網路服務提供者所採任何其他技術措施；
(b) 於上訴未被提起時，但該法人 認為符合具執行該權力正當性之例外
情形，得執行(a)款(i)或(iii)所提及之權力；
(c) 就有關要技術措施行為或遺漏之情形，採取任何英國國家通訊傳播委
員會得採取之步驟；及
(d) 將是否確認技術措施或任他有關該決定事項之決定予英國國家通訊
傳播委員會。
第10項於技術義務規定之情形，該規定須制定下列條款—
(a) 使用戶上訴之決定得上訴於第一審法院，包括基於一個錯誤事實、法
律適用錯誤或不合理等範圍。
(b) 給予有關前述上訴之第一審法院，第7項及第9項所提及之權力；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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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 有關該法院得為回復費用裁定之規定。
第11項於技術義務規定之情形，該規定須包含確保不會對用戶採取技術措施，除
非—
(a) 於提起用戶上訴，或任何後續對第一審法院提出上訴之期間，有關被
提議措施已結束（或該用戶已放棄上訴權利）；及
(b) 任何該等用戶上訴或後續上訴已被決定、廢棄或為其他處理。
第十四條 義務之執行
於 2003 年傳播法第 124K 條後增訂
第 124L 條 （義務之執行）
第1項 第94條到第96條適用於有關初始義務或技術義務之違反，或違反第124G
條第6項規定義務之違反，效果同違反第45條所定規定。
第2項 英國國家通訊傳播委員會適用本條規定而依第96條施加之罰金，其總額不
得超過250,000英鎊，且須—
(a) 適當的；及
(b) 有關對該違反所施加負擔符合比例。
第3項 英國國家通訊傳播委員會於作出決定時須考量下列事項—
(a) 任何網路服務提供者對其所做說明；
(b) 任何網路服務提供者依第94條規定被通知時，對違反遵守義務之步驟；
及
(c) 任何提供者就該等違反之結果所採取補償之步驟。
第4項 國務院得透過命令修正本條，以一個不同之罰金上限取代第2項所具體指
明之罰金上限。
第5項 不能制定包含被第4項所授權之命令，除非該命令之法案已送予議會，且
經每一議會決議通過。
第十五條 費用分擔
於 2003 年傳播法第 124 L 條後增訂
第 124M 條 （費用分擔）
第1項 國務院就有關因著作權侵害條款所生費用貢獻之支付，得以命令具體指定
須包含於初始義務規定或技術義務規定之條款。
第2項 任何依第1項具體指定之條款應僅與下列單一或多數當事人之付款有關—
(a) 著作權人；
(b) 網路服務提供者；
(c) 有關用戶上訴或後續用戶上訴至第一審法院，該用戶。
第3項 依第1項具體指定之條款得有關，特別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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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由著作權人對網路服務提供者因此所生費用為貢獻之支付；
(b) 由著作權人或網路服務提供者對英國國家通訊傳播委員會因此所生
費用為貢獻之支付。
第4項 依第1項具體指定之條款得有關，特別是—
(a) 有關發生於該條款被包含於初始義務規定或技術義務規定之前所生
成本之條款；
(b) 預期費用預先支付條款（及若該因此所生費用少於預期時，溢付費用
之退款）；
(c) 有關費用、預期費用或貢獻應如何計算之條款；
(d) 其他關於貢獻應於何時及如何支付之條款。
第5項 不能制定依本條所定之命令，除非該命令之法案已送予議會，且經每一議
會決議通過。
第十六條 解釋與相應條款
於 2003 年傳播法的第 124M 條後增訂
第 124N 條 （解釋）
第1項 於本條及第124A條至第124L條—
關於著作權侵害通報之「明顯侵害」，指通報內所陳述明顯發生之著作權
侵害；
「著作權侵害列表」依第124B條第2項之定義；
「著作權侵害條款」指本條及第124A條至第124M條規定；
「著作權侵害通報」依第124A條第3項定義；
「著作權人」係指：
(a) 依1988年著作權、設計和專利法第一篇所定義之著作權人（參該法第
173條）；或
(b) 為代表著作權人利益之被授權人。
「著作」指與1988年著作權、設計和專利法第一篇所定義之著作同（參該
法第1條第2項）；
「初始義務」依第124C條第1項之定義；
「初始義務規定」依第124C條第2項之定義；
「網路連線服務」指一種電子通訊服務—
(a) 對用戶提供；
(b) 其全部或主要供應是為連線至網際網路；及
(c) 包含分配IP位址或對用戶提供IP位址使其得連線；
「網路服務提供者」指提供網路連線服務之人；
「IP位址」指網際網路協定地址；
有關網路連線服務之「用戶」，係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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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接收服務係基於其與服務提供者間合約；及
(b) 並非以通訊提供者之身分接收服務。
「用戶上訴」，係指—
(a) 就有關初始義務規定，用戶就下列事項於該規定指定範圍之上訴—
(i) 著作權侵害通報之製作；
(ii) 依第124A第4項所為之通知；
(iii) 被納入或建議納入著作權侵害列表項目；或
(iv)
任何有關初始義務或初始義務規定之其他行為或遺漏；
(b) 有關技術義務規定，用戶就下列事項於該規定指定範圍之上訴—
(i) 建議採取技術措施；或
(ii) 任何有關技術義務或技術義務規定之其他行為或遺漏；
「技術措施」依第124G條第3項之定義；
「技術義務」依第124G條第2項之定義；
「技術義務規定」指依124I條執行之規定。
第2項 於本法第135條第3項(i)（依第1章功能所要求之資訊）後增訂—
(ia) 依第124F條規定準備報告；
(ib) 依第124G條實施評估、採取步驟或提供報告；
第3項 於本法附錄八第9條（不得上訴到競爭上訴法院之裁判）後增訂—
第9A條 與任何第124A條至第124N條款或任何在其下所做之決定。
第十七條

修改著作權條款有關避免連線至網際網路位置禁制令之權力

第1項 國務院得於規則制定有關取得法院就一網際網路位置發布阻斷禁制令之
許可，若法院認定該位置已被用於或很可能被用於或與一個侵害著作權活
動。
第2項 「阻斷禁制令」指一禁制令要求服務提供者避免其服務被用於接受特定位
置。
第3項 國務院得不依本條規定制定規則，除非其認定—
(a) 使用網際網路為侵害著作權之活動對商業或消費者有嚴重不利的影
響，
(b) 制定規則乃是對此種影響適合之方式，及
(c) 制定規則將不會損害國家安全或預防或偵查犯罪。
第4項 該規則須規範法院除非認定該位置有下述情形，不得許可禁制令—
(a) 由該位置已有、正有或可能有相當數量侵害著作權之資料被取得，
(b) 該位置已有、正有或可能有相當數量侵害著作權之資料被對外提供，
或
(c) 該位置已經、將會或可能被用於便於接取(a)款或(b)款位置。
第5項 該規則須規定法院決定是否核發禁制令應考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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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任何服務提供者或該位置之經營者所採取避免侵害著作權之步驟經
提交作為證據之合格資料，
(b) 任何著作權人或著作權之被授權人所採取步驟經提交作為證據之合
格資料所所載便於合法接取該等合格資料者，
(c) 任何皇家管理人所為陳述，
(d) 該禁制令是否將會對於任何人合法利益產生不利影響，及
(e) 表現自由之重要性。
第6項 該規則應規範法院除已收悉符合該規則具體指令方式及格式之禁制令申
請，不得對下列人等核發禁制令—
(a) 服務提及者，及
(b) 特定位置之經營者。
第7項 該規則得，特別是—
(a) 制定有關某一位置是否被視為用以接取其他位置之設備，
(b) 規範依該規則得申請對某一位置發出禁制令之申請，
(c) 規範法院不得對服務提供者另以命令負擔費用，
(d) 為不同目的制定不同條款，及
(e) 制定附隨的、補充的、相應的、過渡性的、暫時的或保留的條款。
第8項 該規則得—
(a) 修改1988年著作權、設計和專利法第一篇第六章，及
(b) 制定修改法律後續條款及附隨立法。
第9項 本條所定規則未經大法官同意，得不包含有關於英格蘭及威爾斯法院之程
序。
第10項本條所定規則須以法定文書為之。
第11項法定文書，包含本條所定規則，除有下列情形，不得制訂，除非—
(a) 國務院遵守第18條規定，及
(b) 該文書之法案已送予議會，且經每一議會決議通過。
第12項本條—
「著作權人」與1988年著作權、設計和專利法第一篇定義同；
「皇家管理人」與1975年皇家管理人法定義同；
「修改」包括修正、廢止或取消；
有關網際網路位置之「經營者」，指擁有於該位置對外提供資料編輯控制
權之人；
有關禁制令之「合格資料」
，指依第4項規定條款目的，而為法院所納入考
量之資料；
「服務提供者」與1988年著作權、設計和專利法第97A條定義同；
「附屬立法」與1978年說明法定義同。
第13項就本條適用於蘇格蘭—
「成本」係指費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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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禁制令」係指禁令。
第十八條 諮詢與議會審查
第1項 在依據第17條制訂條例之前，國務院必須先諮詢—
(a) 民事上訴法庭庭長與北愛爾蘭首席大法官；
(b) 國務院認為可能受該條例影響之人 (或其代表人)；及
(c) 國務院認為適當之其他人。
第2項 若在依據第1項諮詢之後，國務院提議依據第17條制訂條例，則國務院必
須向議會提案，呈交一份文件—
(a) 說明該提案及以法案形式呈送該提案；
(b) 說明國務院何以確信與第17條第3項(a)款至(c)款所列事項有關之理由；
及
(c) 附一份摘要表，摘述依據第1項進行諮詢之期間所做之任何陳述。
第3項 在文件依據第2項呈交之日算起60天期(60天期)期間內，國務院還不可以
向議會遞送內含該條例之法案法律文件，讓提案生效(不論是否做過修
訂)。
第4項 在依據第17條準備法案條例讓提案生效時，國務院必須考慮到60天期期間
內有關法案條例之以下各款—
(a) 任何告知；及
(b) 議會任何一院，負責法案條例之委員會之任何建議。
第5項 在向議會遞交一份法案法律文件，讓提案生效(不論是否做過修訂)時，國
務院也必須附上一份文件，說明對依據第2項呈交之提案文件所做之任何
修訂。
第6項 在計算60天期期間時，議會或休會期間或任何一院延會超過四天期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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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 2010 年數位經濟法影響 1988 年著作權、設計和專利法受到之相關條文異
動整理表(原文摘錄)
2010 年數位經濟法
條項編號

1988 年著作權、設計和專利法相關異動條文之條項編號與內容
s. 40A(1)(1A)

s. 43(7)

s. 42(2)
s. 42(2)
s. 46(4)

s. 42(3)
s. 42(3)
s. 43(8)(a)

s. 43(8)(b)

(1) Copyright in a work of any description is not infringed by the following
acts by a public library in relation to a book within the public lending right
scheme—
(a) lending the book;
(b) in relation to an audio-book or e-book, copying or issuing a copy of the
book as an act incidental to lending it.
(1A) In subsection (1)—
(a) “book”, “audio-book” and “e-book” have the meanings given in section
5 of the Public Lending Right Act 1979,
(b) “the public lending right scheme” means the scheme in force under
section 1 of that Act,
(c) a book is within the public lending right scheme if it is a book within
the meaning of the provisions of the scheme relating to eligibility, whether
or not it is in fact eligible, and
(d) “lending” is to be read in accordance with the definition of “lent
out” in section 5 of that Act (and section 18A of this Act does not apply).”
s. 107(4)(a)
for “the statutory maximum” substitute “￡50,000”.
s. 107(4A)(a)
for “the statutory maximum” substitute “￡50,000”.
s. 157(2)(c)
The power conferred by section 157(2)(c) of the Copyright, Designs and
Patents Act 1988 (power to extend to British overseas territories) is
exercisable in relation to any amendment made by this Act to Part 1 of that
Act.
s. 198(5)(a)
for “the statutory maximum” substitute “￡50,000”.
s. 198(5A)(a)
for “the statutory maximum” substitute “￡50,000”.
Sch. 2 para. 6B(A1)(A2)
(A1) The rights conferred by this Chapter are not infringed by the
following acts by a public library in relation to a book within
the public lending right scheme—
(a) lending the book;
(b) in relation to an audio-book or e-book, copying or issuing a copy of the
book as an act incidental to lending it.
(A2) Expressions used in sub-paragraph (A1) have the same meaning as in
section 40A(1).
Sch. 2 para. 6B(2)
for “this paragraph” substitute “sub-paragraph (1)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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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部份
英國著作權法行政命令彙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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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著作權（教育廣播錄製物之授權制度認證）
（教育錄製物代理公司）
（增修條文）
之 2009 年行政命令

制定

-

生效

-

-

-

-

2009 年 1 月 8 日
2009 年 4 月 1 日

為施行 1988 年著作權、設計和專利法(以下稱“本法”)(a)第 35 條，及附件 2 第 6
款，國務院確認，授權制度將由著作權（教育廣播錄製物之授權制度認證）（教
育錄製物代理公司）2007 年行政命令(b)（以下稱“2007 年行政命令”）公佈之教
育錄製物代理公司（公司號碼 2423219）（以下稱“ERA”）運作。
ERA 向國務院申請，按照本行政命令第 2 條，修訂 2007 年行政命令。
因此，國務院為施行法案第 143 條(c)，及附件 2A(d)第 16 款賦予之權力，頒佈
下列行政命令：
1. 本行政命令引述為著作權（教育廣播錄製物之授權制度認證）（教育錄製物
代理公司）（增修條文）2009 年行政命令，自 2009 年 4 月 1 日起生效。
2.—(1) 2007 年行政命令修訂如下。
(2) 以“Association de Gestion Internationale Collective des Oeuvres Audiovisuelles
(“AGICOA”)” ， 取 代 2007 年 行 政 命 令 附 件 公 佈 之 授 權 制 度 第 8 款 條 文 內 容
“Association de Geston Internationale Collective des Oeuvres Audiovisuelles
(“AGICOA”)”。
(3) 以本行政命令附件公佈之條文，取代2007年行政命令附件公佈之授權制度第
17條。

大衛．拉米

2009 年 1 月 8 日

高等教育與智慧財產政務部長
創新，大學與技能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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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第2條
“17. 2009 年 4 月 1 日起及其後生效之授權，年費率應以教育機構中全職或等同
全職學生類別人數計算：
小學生（包括稱為預備學校之教育機構）

32p

中學生

56p

進修教育之教育機構學生（包括前第六學級學院）

£1.06

高等教育之教育機構學生（包括高等教育學院，神學院及大學） £1.67
國務院依據法案第 174 條隨時指定未於上述詳列之教育機構學生 £1.67
ERA 得自行決定與集體教育機構協商折扣費率。”

註釋
（本附註並非行政命令之一部份）
為施行 1988 年著作權、設計和專利法(1988 c.48) （以下稱“本法”）第 35 條，及
其附件 2 第 6 款，著作權（教育廣播錄製物之授權制度認證）（教育錄製物代理
公司）2007 年行政命令(S.I. 2007/266) (經 S.I. 2008/211 修訂)（以下稱“2007 年行
政命令）確認由教育錄製物代理公司(“ERA”)運作授權制度。
ERA 有意變更 2007 年行政命令確認之授權制度第 17 款，增加依據 2009 年 4
月 1 日生效授權之年度應付費率，並更正特定授權人會員拼寫名稱。
本法第 143 條，及附件 2A 第 16 款規定，除制定與確認計劃相符之行政命令修
訂案外，變更授權制度無效。
本行政命令修訂 2007 年行政命令附件公佈之授權制度，以符合 ERA 有意制定
之計劃變更（2009 年 4 月 1 日起生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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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著作權（教育廣播錄製物之授權制度認證）（教育錄製物代理公司）（廢止及增
修條文）之2008年行政命令

制定

-

-

生效

-

-

-

-

2008 年 1 月 31 日
2008 年 4 月 1 日

為施行 1988 年著作權、設計和專利法(以下稱“本法”)(a)第 35 條，及附件 2 第 6
款，國務院確認，授權制度將由著作權（教育廣播錄製物之授權制度認證）（教
育錄製物代理公司）2005 年行政命令(b)（以下稱“2005 年行政命令”）公佈之教
育錄製物代理公司（公司號碼 2423219）（以下稱“ERA”）運作；及授權制度將
由著作權（教育廣播錄製物之授權制度認證）
（教育錄製物代理公司）2007 年行
政命令(c)（以下稱“2007 年行政命令”）公佈之 ERA 運作。
ERA 已告知國務院，2005 年行政命令確認之計劃，將於 2008 年 4 月 1 日終止運
作，並向國務院申請，按照本行政命令第 3 條，修訂 2007 年行政命令。
因此，國務院為施行本法第 143 條(d)，及附件 2A(e)第 16 款賦予之權力，頒佈
下列行政命令：
1. 本行政命令引述為著作權（教育廣播錄製物之授權制度認證）
（教育錄製物代
理公司）（增修及廢止條文）2008年行政命令，2008年4月1日起生效。
2. 廢止2005年行政命令。
3. 以本行政命令附件公佈之條文，取代2007年行政命令附件公佈之授權制度第8
條。

摩根男爵夫人

2008 年 1 月 31 日

智慧財產與品質議會次長
創新，大學與技能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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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
第3條
“8. ERA 授權人成員及由該授權人擁有或控制構成 ERA 節目系列之作品
及演出其相關權利，為施行授權制度項下核發授權，包含如下：
作者授權及收款協會(“ALCS”)
包括在任何廣播內，由 ALCS 代表擁有或控制之語文及戲劇作品。
電 影 ( 視 聽 ) 著 作 國 際 集 體 管 理 協 會 (ASSOCIATION DE GESTON
INTERNATIONALE
COLLECTIVE
DES
OEUVRES
AUDIOVISUELLES - AGICOA)
包括在製作任何 ERA 錄製物之廣播內，由 AGICOA 代表擁有或控制之影
片。
英國國家廣播公司
包括在任何廣播內，由英國國家廣播公司擁有或控制之廣播及所有英國國
家廣播公司之著作權作品。
英國錄製音樂業有限公司(BRITISH RECORDED MUSIC INDUSTRY BPI)
包括在製作任何 ERA 錄製物之廣播內，由 BPI 代表擁有或控制之有聲錄製
物。
四號頻道電視公司(CHANNEL FOUR TELEVISION CORPORATION
-Channel 4)
包括在任何廣播內，由四號頻道及其子公司經營之四號頻道，E4 及/或 Film
Four 及/或任何其他廣播服務所製作之廣播，及四號頻道或任何其子公司擁
有或控制之著作權作品。
五號頻道廣播公司(CHANNEL 5 BROADCASTING LIMITED - Channel
5)
包括在任何廣播內，由五號頻道及其子公司經營之五號頻道及/或任何其他
廣播服務所製作之廣播，及五號頻道或任何其子公司擁有或控制之著作權
作品。
設計及藝術家著作權協會(DESIGN AND ARTISTS COPYRIGHT
SOCIETY - DACS)
包括在任何廣播內，由 DACS 會員或 DACS 代表著作權協會會員所擁有或
控制著作權之藝術作品（如本法所界定）。
英國導演有限公司(DIRECTORS UK LIMITED - Directors UK)
包括在製作任何 ERA 錄製物之廣播內，由英國導演公司代表人擁有或控制
之著作權作品，或由其擁有或控制之著作。
權益
包括在任何廣播內，權益代表人之演出內容。
音樂家組織公會(THE INCORPORATED SOCIETY OF MUSICIANS 235

ISM)
包括在任何廣播內，由 ISM 代人擁有或控制之語文及音樂作品，及由 ISM
代表人之演出內容。
ITV 網有限公司(ITV NETWORK LIMITED - ITV Network)
包括在任何廣播內，由 ITV 網有限公司或任何其聯營或子公司，於英格蘭
及威爾斯以 ITV1 名稱頻道製作之廣播，如蘇格蘭的 STV 地區（前身為
Grampian TV 及 Scottish TV）
，如北愛爾蘭的 Ulster，及如海峽群島的 Channel
TV，在 ITV 2，在 ITV 3，在 ITV News Channel 及/或任何其他廣播服務，
及所有由 ITV 網有限公司或任何其聯營或子公司擁有或控制之著作權作
品。
機械著作權保護協會(MECHANICAL COPYRIGHT PROTECTION
SOCIETY LIMITED - MCPS)
包括在製作任何 ERA 錄製物之廣播內，由 MCPS 會員及由 MCPS 會員信
託所擁有或控制之音樂著作或有聲錄製物。
音樂家聯盟(MUSICIANS’ UNION - the MU)
包括在任何廣播內，MU 代表人之演出內容。
演出權協會(THE PERFORMING RIGHT SOCIETY LIMITED - PRS)
包括在曾製作任何 ERA 錄製物之廣播內，由 PRS 或由 PRS 代表人擁有或
控制之音樂作品。
留聲機演出有限公司(PHONOGRAPHIC PERFORMANCE LIMITED PPL)
包括在製作任何 ERA 錄製物之廣播內，由 PPL 代表或擁有之有聲錄製物。
威爾斯語公共電視台(SIANEL PEDWAR CYMRU - S4C)
包括在任何廣播內，由 S4C 或任何其子公司經營，於 S4C、S4C 數位及/
或 S4C2 及/或任何其他廣播服務製作之廣播，及由 S4C 或任何其子公司擁
有或控制之著作權作品。
為施行上述目的，“廣播”應具有法案第 6 條規範內之含義。
不過，授權制度項下之授權並未授權空中大學計劃之錄製物。如被授權人
對於授權是否涵蓋特定權利或特定著作權作品仍有疑義，被授權人應於合
理時間內聯繫 ERA（由任何一位授權人成員）
，確定授權人之一是否擁有或
控制某項特定權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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註釋
（本附註並非行政命令之一部份）
為施行 1988 年著作權、設計和專利法(1988 c.48) （以下稱“本法”）第 35 條，及
其附件 2 第 6 款，著作權（教育廣播錄製物之授權制度認證）（教育錄製物代理
公司）2005 年行政命令(S.I. 2005/222)（以下稱“2005 年行政命令）確認由教育錄
製物代理公司(“ERA”)運作授權制度。
為施行本法第 35 條，及其附件 2 第 6 款，著作權（教育廣播錄製物之授權制度
認證）（教育錄製物代理公司）2007 年行政命令(S.I. 2007/266) （以下稱“2007
年行政命令）確認由 ERA 運作授權制度。
2005 年行政命令確認之計劃，將於 2008 年 4 月 1 日終止運作。
ERA 有意變更 2007 年行政命令確認之授權制度第 8 款，納入新授權人成員及更
新現有授權人成員名單以反映最新變動。
本法第 143 條，及附件 2A 第 16 款規定，若計劃終止運作即應廢止行政命令，
並規定除制定與確認計劃相符之行政命令修訂案外，變更授權制度無效。
依據本法第 143 條，及附件 2A 第 16 款，制定本行政命令，並廢止 2005 年行政
命令，並修訂 2007 年行政命令附件公佈之授權制度第 8 款，以符合 ERA 有意制
定之計劃變更（2008 年 4 月 1 日起生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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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著作權（教育廣播錄製物之授權制度認證）
（教育錄製物代理公司）之 2007 年
行政命令

制定

-

-

-

-

2007 年 2 月 1 日

教育錄製物代理公司（公司號碼 2423219）
，登記地址位於 New Premier House, 150
Southampton Row, London WC1B 5AL，為施行 1988 年著作權、設計和專利法(以
下稱“本法”)(a)第 35 條，及附件 2 第 6 款，向國務院申請確認由其運作授權制度：
根據國務院評定，該計劃已可證明由具有充份確切人士取得相關作品授權，並明
確規範應付費用（若有），及授權將賦予之其他條件：
因此，國務院為施行本法第 143 條，及附件 2A 第 16 款賦予之權力，頒佈下列
行政命令：
1. 本行政命令引述為著作權（教育廣播錄製物之授權制度認證）
（教育錄製物代
理公司）2007年行政命令。
2. 為施行1988年著作權、設計和專利法第35條(b)，及附件2(c)第6款，確認本行
政命令附件公佈之授權制度。
3. 第2條項下之確認，2007年4月1日起施行。

莫肯威克斯

2007 年 2 月 1 日

科學與創新政務部長
貿易工業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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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第2條

教育錄製物代理公司授權制度
授權性質
1. 為施行1988年著作權、設計和專利法第35條，及附件2第6條，特授權教育錄
製物代理公司（稱為“ERA”）運作授權制度。
2. “本法”述及1988年著作權、設計和專利法或不定時修訂、修改或重制定之任
何相關法律。
3. 下述公佈之授權制度條款，係ERA為施行本法第35條及本法附件2第6款，經
授權運作與該二項條款相同並經確認之計劃（以下稱“授權制度”）。
4. 這些條款應構成授權制度項下核發授權之部份（以下稱“授權”）。
5. 授權制度及據以核發之授權，相關權利應限適用於代表教育機構或本身內部
作為非商業性教育用途。授權制度項下所有被授權人應為教育機構或其代表（以
下稱“被授權人”）。
6. “教育機構”意謂經由國務院為施行本法第174條，頒佈行政命令指定之任何學
校及任何其他類型教育機構。
ERA 節目系列及授權人成員
7.—(1) 與授權制度項下授予授權有關之著作權作品及演出權利（以下稱“ERA
節目系列”），係 ERA 授權人成員（或代表授權人成員之個人）擁有或控制相關
權利範圍內之作品及演出。
(2) “相關權利”應包含下列權利：
(a) 由教育機構或其代表為教育機構之教育用途，產生或授權錄製廣播，及該
錄製重製物，及包含於廣播錄製物內之著作權作品及/或演出（以下稱
“ERA錄製物”）；及
(b) 授權ERA經由位於教育機構場所內部人員與大眾聯繫，唯僅限若位於教育
機構場所以外人員無法接收為限。
8. ERA 授權人成員及由該授權人擁有或控制構成 ERA 節目系列之作品及演出
其相關權利，為施行授權制度項下核發授權，包含如下：
作者授權及收款協會(“ALCS”)
包括在任何廣播內，由 ALCS 代表擁有或控制之語文及戲劇作品。
英國國家廣播公司(BBC WORLDWIDE LIMITED)
包括在任何廣播內，由英國國家廣播公司擁有或控制之廣播及所有英國國家廣播
公司之著作權作品。
四號頻道電視公司(CHANNEL FOUR TELEVISION CORPORATION
-Channel 4)
包括在任何廣播內，由四號頻道及其子公司經營之四號頻道，E4 及/或 Film Four
及/或任何其他廣播服務所製作之廣播，及四號頻道或任何其子公司擁有或控制
之著作權作品。
五號頻道廣播公司(CHANNEL 5 BROADCASTING LIMITED - Channel 5)
包括在任何廣播內，由五號頻道及其子公司經營之五號頻道及/或任何其他廣播
服務所製作之廣播，及五號頻道或任何其子公司擁有或控制之著作權作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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設計及藝術家著作權協會(DESIGN AND ARTISTS COPYRIGHT SOCIETY DACS)
包括在任何廣播內，由 DACS 會員或 DACS 代表著作權協會會員所擁有或控制
著作權之藝術作品（如本法所界定）。
權益
包括在任何廣播內，權益代表人之演出內容。
音樂家組織公會(THE INCORPORATED SOCIETY OF MUSICIANS - ISM)
包括在任何廣播內，由 ISM 代人擁有或控制之語文及音樂作品，及由 ISM 代表
人之演出內容。
英國錄製音樂業有限公司(BRITISH RECORDED MUSIC INDUSTRY - BPI)
包括在製作任何 ERA 錄製物之廣播內，由 BPI 代表擁有或控制之有聲錄製物。
ITV 網有限公司(ITV NETWORK LIMITED - ITV Network)
包括在任何廣播內，由 ITV 網有限公司或任何其聯營或子公司，於英格蘭及威
爾斯以 ITV1 名稱頻道製作之廣播，如蘇格蘭的 STV 地區（前身為 Grampian TV
及 Scottish TV）
，如北愛爾蘭的 Ulster，及如海峽群島的 Channel TV，在 ITV 2，
在 ITV 3，在 ITV News Channel 及/或任何其他廣播服務，及所有由 ITV 網有限
公司或任何其聯營或子公司擁有或控制之著作權作品。
機械著作權保護協會(MECHANICAL COPYRIGHT PROTECTION SOCIETY
LIMITED - MCPS)
包括在製作任何 ERA 錄製物之廣播內，由 MCPS 會員及由 MCPS 會員信託所擁
有或控制之音樂著作或有聲錄製物。
音樂家聯盟(MUSICIANS’ UNION - the MU)
包括在任何廣播內，MU 代表人之演出內容。
演出權協會(THE PERFORMING RIGHT SOCIETY LIMITED - PRS)
包括在曾製作任何 ERA 錄製物之廣播內，由 PRS 或由 PRS 代表人擁有或控制之
音樂作品。
留聲機演出有限公司(PHONOGRAPHIC PERFORMANCE LIMITED - PPL)
包括在製作任何 ERA 錄製物之廣播內，由 PPL 代表或擁有之有聲錄製物。
威爾斯語公共電視台(SIANEL PEDWAR CYMRU - S4C)
包括在任何廣播內，由 S4C 或任何其子公司經營，於 S4C, S4C 數位及/或 S4C2
及/或任何其他廣播服務製作之廣播，及由 S4C 或任何其子公司擁有或控制之著
作權作品。
為施行上述目的，“廣播”應具有法案第 6 條規範內之涵義。
不過，授權制度項下之授權並未授權空中大學計劃之錄製物。如被授權人對於授
權是否涵蓋特定權利或特定著作權作品仍有疑義，被授權人應於合理時間內聯繫
ERA（由任何一位授權人成員）
，確定授權人之一是否擁有或控制某項特定權利。
9. 除經由或代表教育機構，及下列原因之錄製物或重製物，不得錄製或複製任
何授權項下之廣播：
(a) 於教育機構場所，經由被授權人教師或職員直接督導；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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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於被授權人聘任教師住所，由該教師製作；或
(c) 經由被授權人授權於第三方場所，根據防止第三方或任何其他第三方保留
或使用任何錄製物或重製物之合約條款與條件，代表被授權人製作錄製物
或重製物，除ERA明確同意，特定第三方得保留任何錄製物或重製物，限
供ERA授權之被授權人按照授權制度規定後續使用。
保存記錄
10. 被授權人應提供 ERA 錄製物公司廣播之相關詳細資訊，確實依照授權製作
包含 ERA 錄製物之所有 ERA 錄製物或重製物，每一份 ERA 錄製物並應註明廣
播業者名稱、播送日期、及錄製物內容名稱。
為提供詳細資訊，所有重製物應加註清晰粗體字聲明如下：
“遵照 ERA 授權條款，本錄製物限非商業性教育用途”
或 ERA 得隨時合理要求加註之文字或聲明。
實體重製物應於重製物外部及/或其包裝加註聲明。
依據授權製作，並以數位形式儲存，可供電腦伺服器存取之重製物，應於允許觀
賞或聆聽 ERA 錄製物前之片首字幕或網頁包含該項聲明。
11. 依照授權製作之 ERA 錄製物廣播及電視或無線電節目或任何節目，及該錄
製物製作數量，ERA 可要求被授權人記錄並保存完整資料，供 ERA 隨時檢驗該
份資料。
12. 被授權人承諾，倘若及當位於教育機構場所人員以ERA核准之密碼，及被授
權人運用及採用其他數位權利管理或技術保護系統，對公眾傳輸任何ERA錄製物，
應確保位於授權教育機構場所以外人士無法接收該項傳播。
13. ERA得為妥善運作授權制度，合理要求被授權人保存進一步記錄，並回覆問
卷或調查。
14. ERA有權檢驗，及被授權人應提供，ERA可調閱所有被授權人及授權教育機
構依照上述條款應保存之記錄，更可調閱所有依照授權條款儲存之ERA錄製物，
以檢驗是否遵照授權規定。
授權期限及費用
15. 授權授予應考量，由ERA指定或協定授予授權費用及期限。
16. 授權費用計算應參酌授權授予期限，及當期相關適用費率。
17. 年度費率應根據教育機構全職或等同全職學生類別計算。
2007 年 4 月 1 日起生效之授權年度費率如下:
小學生（包括稱為預備學校之教育機構）

30p/每人

中學生

52p/每人

進修教育之教育機構學生（包括前第六學級學院）

98p/每人

高等教育之教育機構學生（包括高等教育學院，神學院及大學） £1.55/每人
國務院依據法案第 174 條隨時指定未於上述詳列之教育機構學生£1.55/每人
2008 年 4 月 1 日起生效之授權年度費率如下:
小學生（包括稱為預備學校之教育機構）

31p/每人

中學生

54p/每人

進修教育之教育機構學生（包括前第六學級學院）

£1.01/每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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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等教育之教育機構學生（包括高等教育學院，神學院及大學） £1.60/每人
國務院依據法案第 174 條隨時指定未於上述詳列之教育機構學生£1.60/每人
ERA 得自行決定與集體教育機構共同協商折扣費率。
18. 一年期以下授權之授權費用，應依照相關費率按比例計算。
19. 被授權人應按照ERA隨時於授權條款要求日期，及發票日起28日內，支付協
定授權費用，併同授權費外任何隨時附加營業加值稅及任何相關稅賦。
終止
20. ERA 應有權終止授予之授權：
(a) 若未支付到期授權費；或
(b) 若任何其他重大違反授權條件情事，
ERA 應書面通知被授權人，詳述滯付或違反情事。
除被授權人於二十八日期間內支付積欠費用或更正違反情事，書面通知寄達後二
十八日起終止生效。
21. 因下列情事自動終止授權：
(a) 倘若及當管理人、接管人、行政管理人或其他債權人接收，或經指定接收，
被授權人全部或任何主要部份資產；
(b) 倘若被授權人為債權人利益，簽訂重整或和解（包括1986年(a)破產法規
定之自主重整）；
(c) 倘若被授權人為達成清算或解散目的之解決方案，提出上訴請求制定行政
命令。
22. 若未定期支付協定授權費，ERA有權依照1998年(b)商業債務滯付（利息）
法(Late Payment of Commercial Debts (Interest) Act)，按法定利率收取未付額利
息。
23. 期限屆滿未更新或經由ERA終止之授權，應有權要求被授權人刪除所有教育
機構製作與授權相關ERA錄製物及重製物。
24. 若被授權人違反授權條款，及ERA因監視及察覺任何違反任何授權條款或施
行任何授權條件，因此衍生費用及支出，得要求被授權人補償ERA任何相關費用
及支出。
25. 得要求被授權人採取所有合理步驟，確保教師、職員、學生或其他人士未逾
越或濫用授權授予權利。
26. 按照英國及威爾斯法律管理及解釋核發授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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註釋
（本附註並非行政命令之一部份）
依照 1988 年著作權、設計和專利法第 35 條規定，得由教育機構或代表教育機構
錄製廣播，不因此侵害著作權。附件 2 第 6 款亦制定與演出相關類似規定。不過，
若為施行授予授權相關條款規定而確認授權制度之情況，不適用這些條款。
除根據個別授權制度(SI 2003/187)，代表空中大學播送之電視節目外，為授予教
育機構錄製廣播授權，本行政命令確認授權制度由教育錄製物代理公司運作
（2007 年 4 月 1 日起生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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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著作權（教育廣播及有線電視節目錄製物之授權制度認證）
（教育錄製物代理
公司）（廢止條文）之2006年行政命令

制定
生效

-

-

-

-

-

-

2006 年 1 月 9 日
2006 年 1 月 9 日

為施行 1988 年著作權、設計和專利法(以下稱“本法”)(a)第 35 條，國務院確認，
著作權（教育性廣播及有線電視節目錄製物之授權制度認證）（教育錄製物代理
公司）1990 年行政命令(b)（以下稱“1990 年行政命令”）公佈之授權制度。授權
制度隨後因 1990 年行政命令各種需要及修訂經多次變更。
國務院已告知教育錄製物代理公司，1990 年行政命令確認之計劃目前已終止運
作。
因此，國務院為施行本法第 143 條賦予之權力，頒佈下列行政命令：
1. 本行政命令引述為著作權（教育廣播及有線電視節目錄製物之授權制度認證）
（教育錄製物代理公司）(廢止條文)2006年行政命令。
2. 廢止下列行政命令－
(a) 著作權（教育廣播及有線電視節目錄製物之授權制度認證）（教育錄製物
代理公司1990年行政命令；
(b) 著作權（教育廣播及有線電視節目錄製物之授權制度認證）（教育錄製物
代理公司1992年行政命令(c)；
(c) 著作權（教育廣播及有線電視節目錄製物之授權制度認證）（教育錄製物
代理公司1993年行政命令(d)；
(d) 著作權（教育廣播及有線電視節目錄製物之授權制度認證）（教育錄製物
代理公司1994年行政命令(a)；
(e) 著作權（教育廣播及有線電視節目錄製物之授權制度認證）（教育錄製物
代理公司1996年行政命令(b)；
(f) 著作權（教育廣播及有線電視節目錄製物之授權制度認證）（教育錄製物
代理公司1998年行政命令(c)；
(g) 著作權（教育廣播及有線電視節目錄製物之授權制度認證）（教育錄製物
代理公司1999年行政命令(d)；
(h) 著作權（教育廣播及有線電視節目錄製物之授權制度認證）（教育錄製物
代理公司2003年行政命令(e)。

盛博理勛爵

2006 年 1 月 9 日

科學及創新議會次長
貿易工業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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註釋
（本附註並非行政命令之一部份）
國務院確認，公佈於著作權（教育廣播及有線電視節目錄製物之授權制度認證）
（教育錄製物代理公司）1990 年行政命令 (SI 1990/879)（以下稱“1990 年行政命
令），教育錄製物代理公司運作之授權制度已終止運作。
本行政命令廢止 1990 年行政命令，及變更授權制度後修訂 1990 年行政命令之其
他數項行政命令。
著作權（教育廣播錄製物之授權制度認證）
（教育錄製物代理公司）2005 年行政
命令 (SI 2005/222)確認並公佈之計劃，已取代 1990 年行政命令確認之計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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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著作權(教育機構)之2005年行政命令

制定於

-

提交議會
生效於

-

-

-

- 2005 年 2 月 2 日
2005 年 2 月 8 日

-

2005 年 4 月 1 日

國務院為施行 1988 年著作權、設計及專利權法(a)第 174(1)(b)條賦予之權力，頒
佈下列行政命令：
1. 本行政命令引述為著作權（教育機構）2005年行政命令，2005年4月1日起生
效。
2. 本行政命令附件敘及之教育機構，係為施行1988年著作權、設計和專利法第
一篇之特定敘述。
3. 廢止著作權（教育機構）（第2號）1989年行政命令(b)。

盛博理勛爵

2005 年 2 月 2 日

科學及創新議會次長
貿易工業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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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第2條
高等教育
1. 經皇家特許或議會法案授權頒授學位之任何大學，及任何學院、或該大學內
部學院性質之機構。
2. 開設1988年教育改革法(a)附件6敘及任何課程之任何英國及威爾斯機構。
3. 開設1992年進階及高等教育（蘇格蘭）法(b)第38條規範內高等教育之任何蘇
格蘭機構。
4. 任何北愛爾蘭機構－
(a) 開設進階教育（北愛爾蘭）1997年行政命令(c)附件1敘及任何課程；或
(b) 屬於教育及圖書館（北愛爾蘭）1986年行政命令(d)第2(2)條規範內之教育
學院。
進階教育
5. 設立唯一或主要宗旨係開設1996年教育法(e)第2條規範內進階教育之任何英
國及威爾斯機構。
6. 設立唯一或主要宗旨係開設1980年教育（蘇格蘭）法(f)第1(5)(b)條，或1992
年進階及高等教育（蘇格蘭）法第1(3)條規範內進階教育之蘇格蘭任何機構。
7. 設立唯一或主要宗旨係開設進階教育（北愛爾蘭）1997年行政命令第3條規範
內進階教育之任何北愛爾蘭機構。
神學院
8. 任何神學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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註釋
（本附註並非行政命令之一部份）
為施行 1988 年著作權、設計和專利法第一篇，本行政命令具體說明教育機構，
即，第 31B 條（供視障人士使用之多重備份），第 33 至 36A 條（含著作權之教
育用作品，錄製物，等項）
，及第 137 至 141 條（依據授權翻印作品重製物）
。廢
止著作權（教育機構）（第 2 號）1989 年行政命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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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著作權（教育廣播錄製物之授權制度認證）（教育錄製物代理公司）之2005
年行政命令

制定

-

-

-

-

2005 年 2 月 2 日

鑑於，教育錄製物代理公司（公司號碼 2423219）
，註冊地址為 Hanover House, 14
Hanover Square, London W1S 1HP，為施行 1988 年著作權、設計和專利法（以下
稱“本法”）(a)第 35 條，及附件 2 第 6 款，已向國務院申請確認由其運作授權制
度：
及鑑於，根據國務院評定，該計劃已可證明由具有充份確切人士取得相關作品授
權，並明確規範應付費用（若有），及授權將賦予之其他條件：
因此，國務院為施行本法第 143 條，及附件 2A 第 16 款賦予之權力，頒佈下列
行政命令：
1. 本行政命令引述為著作權（教育廣播錄製物之授權制度認證）
（教育錄製物代
理公司）2005年行政命令。
2. 為施行1988年著作權、設計和專利法第35條(b)，及附件2(c)第6款，確認本行
政命令附件公佈之授權制度。
3. 第2條項下之確認，2005年4月1日起施行。

盛博理勛爵

2005 年 2 月 2 日

科學與創新議會次長
貿易工業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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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第2條
教育錄製物代理公司授權制度
授權制度
教育錄製物代理公司
授權性質
1. 為施行1988年著作權、設計和專利法第35條，及附件2第6條，特授權教育錄
製物代理公司（稱為“ERA”）運作授權制度。
2. “本法”述及1988年著作權、設計和專利法或隨時修訂、修改或重制定之任何
相關法律。
3. 下述公佈之授權制度條款，係ERA為施行本法第35條及本法附件2第6款，經
授權運作與該二項條款相同並經確認之計劃（以下稱“授權制度”）。
4. 這些條款應構成授權制度項下核發授權之部份（以下稱“授權”）。
5. 授權制度及據以核發之授權，相關權利應僅適用於代表教育機構或本身內部
作為非商業性教育之用。授權制度項下所有被授權人應為教育機構或其代表（以
下稱“被授權人”）。
6. “教育機構”意謂經由國務院為施行本法第174條，頒佈行政命令指定之任何學
校及任何其他類型教育機構。
ERA 節目系列及授權人成員
7. 與授權制度項下授予授權有關之著作權作品及演出權利（以下稱“ERA 節目
系列”），係 ERA 授權人成員（或代表授權人成員之個人）擁有或控制相關權利
範圍內之作品及演出。
“相關權利”應包含下列權利：
(a) 由教育機構或其代表為教育機構之教育用途，產生或授權錄製廣播，及
該錄製複品，及包含於廣播錄製物內之著作權作品及/或演出（以下稱
“ERA錄製物”）；及
(b) 授權ERA經由位於教育機構場所內部人員與大眾聯繫，唯僅限若位於教
育機構場所以外人員無法接收為限。
8. ERA 授權人成員及由該授權人擁有或控制構成 ERA 節目系列之作品及演出
其相關權利，為施行授權制度項下核發授權，包含如下：
作者授權及收款協會(“ALCS”)
包括在任何廣播內，由 ALCS 代表擁有或控制這些語文及戲劇作品。
英國國家廣播公司(BBC WORLDWIDE LIMITED)
包括在任何廣播內，由英國國家廣播公司擁有或控制之廣播及所有英國國家廣播
公司之著作權作品。
四號頻道電視公司(CHANNEL FOUR TELEVISION CORPORATION
-Channel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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包括在任何廣播內，由四號頻道及其子公司經營之四號頻道，E4 及/或 Film Four
及/或任何其他廣播服務所製作之廣播，及四號頻道或任何其子公司擁有或控制
之著作權作品。
五號頻道廣播公司(CHANNEL 5 BROADCASTING LIMITED - Channel 5)
包括在任何廣播內，由五號頻道及其子公司經營之五號頻道及/或任何其他廣播
服務所製作之廣播，及五號頻道或任何其子公司擁有或控制之著作權作品。
設計及藝術家著作權協會(DESIGN AND ARTISTS COPYRIGHT SOCIETY DACS)
包括在任何廣播內，由 DACS 會員或 DACS 代表著作權協會會員所擁有或控制
著作權之藝術作品（如本法所界定）。
權益
包括在任何廣播內，權益代表人之演出內容。
音樂家組織公會(THE INCORPORATED SOCIETY OF MUSICIANS - ISM)
包括在任何廣播內，由 ISM 代人擁有或控制之語文及音樂作品，及由 ISM 代表
人之演出內容。
英國錄製音樂業有限公司(BRITISH RECORDED MUSIC INDUSTRY - BPI)
包括在製作任何 ERA 錄製物之廣播內，由 BPI 代表擁有或控制之錄製物。
ITV 網有限公司(ITV NETWORK LIMITED - ITV Network)
包括在任何廣播內，由 ITV 網有限公司或任何其聯營或子公司，於英格蘭及威
爾斯以 ITV1 名稱頻道製作之廣播，如蘇格蘭的 Grampian TV 及 Scottish TV，如
北愛爾蘭的 Ulster，及如海峽群島的 Channel TV，在 ITV 2，在 ITV 3，在 ITV News
Channel 及/或任何其他廣播服務，及所有由 ITV 網有限公司或任何其聯營或子公
司擁有或控制之著作權作品。
機械著作權保護協會(MECHANICAL COPYRIGHT PROTECTION SOCIETY
LIMITED - MCPS)
包括在製作任何 ERA 錄製物之廣播內，由 MCPS 會員及由 MCPS 會員信託所擁
有或控制之音樂著作或有聲錄製物。
音樂家聯盟(MUSICIANS’ UNION - the MU)
包括在任何廣播內，MU 代表人之演出內容。
演出權協會(THE PERFORMING RIGHT SOCIETY LIMITED - PRS)
包括在曾製作任何 ERA 錄製物之廣播內，由 PRS 或由 PRS 代表人擁有或控制之
音樂作品。
留聲機演出有限公司(PHONOGRAPHIC PERFORMANCE LIMITED - PPL)
包括在製作任何 ERA 錄製物之廣播內，由 PPL 代表或擁有之有聲錄製物。
251

威爾斯語公共電視台(SIANEL PEDWAR CYMRU - S4C)
包括在任何廣播內，由 S4C 或任何其子公司經營，於 S4C、S4C 數位及/或 S4C2
及/或任何其他廣播服務製作之廣播，及由 S4C 或任何其子公司擁有或控制之著
作權作品。
為施行上述目的，“廣播”應具有法案第 6 條規範內之涵義。
不過，授權制度項下之授權並未授權空中大學計劃之錄製物。如被授權人對於授
權是否涵蓋特定權利或特定著作權作品仍有疑義，被授權人應於合理時間內聯繫
ERA（由任何一位授權人成員）
，確定授權人之一是否擁有或控制某項特定權利。
9. 除經由或代表教育機構，及下列原因之錄製物或重製物，不得錄製或複製任
何授權項下之廣播：
(a) 於教育機構場所，經由被授權人教師或職員直接督導；或
(b) 於被授權人聘任教師住所，由該教師製作；或
(c) 經由被授權人授權於第三方場所，根據防止第三方或任何其他第三方保留
或使用任何錄製物或重製物之合約條款與條件，代表被授權人製作錄製物
或重製物，除ERA明確同意，特定第三方得保留任何錄製物或重製物，僅
供ERA授權之被授權人按照授權制度規定後續使用。
保存記錄
10. 被授權人應提供 ERA 錄製物公司廣播之相關詳細資訊，確實依照授權製作
包含 ERA 錄製物之所有 ERA 錄製物或重製物，每一份 ERA 錄製物並應註明廣
播業者名稱、播送日期、及錄製物內容名稱。
為提供詳細資訊，所有重製物應加註清晰粗體字聲明如下：
“遵照 ERA 授權條款，本錄製物限非商業性教育用途”
或 ERA 得隨時合理要求加註之文字或聲明。
實體重製物應於重製物外部及/或其包裝加註聲明。
依據授權製作，並以數位形式儲存，可供電腦伺服器存取之重製物，應於允許觀
賞或聆聽 ERA 錄製物前之片首字幕或網頁包含該項聲明。
11. 依照授權製作之 ERA 錄製物廣播及電視或無線電節目或任何節目，及該錄
製物製作數量，ERA 可要求被授權人記錄並保存完整資料，供 ERA 隨時檢驗該
份資料。
12. 被授權人承諾，倘若及當位於教育機構場所人員以ERA核准之密碼，及被授
權人運用及採用其他數位權利管理或技術保護系統，對公眾傳輸任何ERA錄製物，
應確保位於授權教育機構場所以外人士無法接收該項傳播。
13. ERA得為妥善運作授權制度，合理要求被授權人保存進一步記錄，並回覆問
卷或調查。
14. ERA有權檢驗及被授權人應提供，ERA可調閱所有被授權人及授權教育機構
依照上述條款應保存之記錄，更可調閱所有依照授權條款儲存之ERA錄製物，以
檢驗是否遵照授權規定。
授權期限及費用
15. 授權授予應考量，由ERA指定或協定授予授權費用及期限。
16. 授權費用計算應參酌授權授予期限，及當期相關適用費率。
17. 年度費率應根據教育機構全職或等同全職學生類別計算。2005年4月1日起生
效之授權年度費率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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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學生（包括稱為預備學校之教育機構）

29p/每人

中學生

50p/每人

進修教育之教育機構學生（包括前第六學級學院）

95p/每人

高等教育之教育機構學生（包括高等教育學院，神學院及大學） £1.50/每人
國務院依據法案第 174 條隨時指定未列入上述教育機構之學生

£1.50/每人

ERA 得自行決定與集體教育機構共同協商折扣費率。
18. 一年期以下授權之授權費，應依照相關費率按比例計算。
19. 被授權人應按照ERA隨時於授權條款要求日期，及發票日起28日內，支付協
定授權費，併同授權費外任何隨時附加營業加值稅及任何相關稅賦。
終止
20. ERA 應有權終止授予之授權：
(a) 若未支付到期授權費；或
(b) 若任何其他重大違反授權條件情事，
ERA 應書面通知被授權人，詳述滯付或違反情事。
除被授權人於二十八日期間內支付積欠費用或更正違反情事，書面通知寄達後二
十八日起終止生效。
21. 授權可因下列情事自動終止：
(a) 倘若及當管理人，接管人，行政管理人或其他債權人接收，或經指定接收，
被授權人全部或任何主要部份資產；
(b) 倘若被授權人為債權人利益，簽訂重整或和解（包括1986年破產法規定
之自主重整）；
(c) 倘若被授權人為達成清算或解散目的之解決方案，提出上訴請求制定行政
命令。
22. 若未定期支付協定授權費，ERA有權依照1998年商業債務滯付（利息）法
(Late Payment of Commercial Debts (Interest) Act)，按法定利率收取未付額利息。
23. 期限屆滿未更新或經由ERA終止之授權，應有權要求被授權人刪除所有教育
機構製作與授權相關ERA錄製物及重製物。
24. 若被授權人違反授權條款，及ERA因監視及察覺任何違反任何授權條款或施
行任何授權條件，因此衍生費用及支出，得要求被授權人補償ERA任何相關費用
及支出。
25. 得要求被授權人採取所有合理步驟，確保教師、職員、學生或其他人士超越
或濫用授權授予權利。
26. 按照英國及威爾斯法律管理及解釋核發授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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註釋
（本附註並非行政命令之一部份）
依照 1988 年著作權、設計和專利法第 35 條規定，得由教育機構或代表教育機構
錄製廣播，不因此侵害著作權。附件 2 第 6 款亦制定與演出相關類似規定。不過，
若為施行授予授權相關條款規定而確認授權制度之情況，不適用這些條款。
除根據個別授權制度(SI 2003/187)，代表空中大學播送之電視節目外，為授予教
育機構錄製廣播授權，本行政命令確認授權制度由教育錄製物代理公司運作
（2005 年 4 月 1 日起生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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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2002年著作權（視障人士）條例之2003年行政命令

制定於

-

-

-

- 2003 年 9 月 28 日

國務院為施行 2002 年著作權法第 8(2)條（視障人士）賦予之權力，頒佈下列行
政命令：
引述
1. 本行政命令引述為 2002 年著作權（視障人士）（生效）2003 年行政命令。
條文生效
2. 2003 年著作權及相關權利條例(b)生效後，2002 年著作權（視障人士）法，
2003 年 10 月 31 日起即行生效。

盛博理勛爵

2003 年 9 月 28 日

科學與創新議會次長
貿易工業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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註釋
（本附註並非行政命令之一部份）
2003 年著作權及相關權利條例(b)生效後，本行政命令訂定 2002 年著作權（視障
人士）法，2003 年 10 月 31 日起即行生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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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著作權（教育廣播錄製物之授權制度認證)（空中大學）之2003年行政命令

制定
生效

-

-

-

2003 年 1 月 30 日

-

2003 年 4 月 1 日

-

鑑於，空中大學全球公司（公司號碼 01260275，前身為空中大學教育企業公
司）
，為施行 1998 年著作權、設計和專利法(a)第 35 條（以下稱“本法”）
，已
向國務院申請確認新授權制度，以取代著作權（教育廣播錄製物之授權制度
認證）（空中大學教育企業公司）1993 年行政命令(b)（以下稱“1993 年行政
命令）；
及鑑於，根據國務院評定，該新計劃已可證明由具有充份確切人士取得相
關作品授權，並明確規範應付費用（若有），及授權將賦予之其他條件：
因此，國務院為施行本法第 143 條賦予之權力，頒佈下列行政命令：
1. 本行政命令引述為著作權（教育廣播錄製物之授權制度認證）（空中大
學）2003年行政命令，2003年4月1日起生效。
2. 為施行本法第35條，確認本行政命令附件公佈之授權制度。
3. 為施行本法第35條，上述第2條項下之認證2003年4月1日起施行。
4. 廢止1993年行政命令及著作權（教育廣播錄製物之授權制度認證）（空
中大學教育企業公司）（增修條文）1996年行政命令(c)。
5. 自本行政命令生效日起，本行政命令不影響1993年計劃項下授予授權之
運作及效力。

梅拉尼強森

競爭，消費者及市場議會次長
貿易工業部

2003 年 1 月 30 日
.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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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第2條

空中大學授權制度
空中大學全球公司持有著作權項下專屬權利，核發授權供英國教育機構錄製
所有空中大學非空中播送電視節目，並經營指定電視節目之非空中播送錄製
物授權制度。
本行政命令下述公佈之計劃，係為施行 1988 年著作權、設計和專利法（以
下稱“本法”）第 35 條有關由教育機構錄製廣播，以取代著作權（教育廣播
錄製物之授權制度認證）（空中大學教育企業公司）1993 年行政命令（以下
稱“1993 年計劃”）。
授權項下應付費用規定如下：
(a) 學校類別請詳參授權制度附錄A；
(b) 教育機構類別請詳參授權制度附錄B。
空中大學核發供教育機構錄製非空中播送計劃授權，
授權應依照下列規定核發。
定義
計劃及附錄之表述具有與其相對應之涵義：
學校：

本法第 174 條定義之任何學校。

教育機構：:

國務院依據本法第 174(1)(b)條頒佈行政命令指定之任何教
育機構。

授權費用：

除按照本行政命令第 2 條或第 6 條或授權終止外，學校應
付費用計算，應按照授權條款使用指定廣播，自原始授予
或更新授權日期起最高十二個月期限，參照附錄 A 公佈之
空中大學全球公司收費表。

節目費：

除按照本行政命令第 2 條或第 6 條或授權終止外，教育機
構應付費用計算，應按照授權條款使用指定廣播，自錄製
日期起最高十二個月期限，參照附錄 B 公佈之空中大學全
球公司收費表。

指定節目：

英國廣播公司或其他廣播機構代表空中大學播送之電視節
目。“指定節目錄製物”或“錄製指定節目”包括額外重製物。

非空中播送錄製：

經由電視或類似接收裝置接收之廣播或播送電視節目，使
用錄影帶、影碟或任何不論目前或未來發明可用於錄製及/
或播送之裝置錄製。

教育性用途：

被授權人為非營利用途，專供授課、訓練或研習目的，並
未向觀賞指定節目任何人士收費，於正式或非正式教授課
程，播送指定節目錄製物，包括供合法學生為該目的出借
錄製物。

額外重製物：

被授權人錄製指定節目之重製物。

營業日：

除週六、週日、銀行假日、聖誕節或復活節以外任何日期。

教育機構：:

本法第 174 條定義之教育機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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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授與
學校或教育機構（以下稱“被授權人”）保證本身視情況為學校或教育機構，空
中大學全球公司依照下列條款授與被授權人非專屬授權'，進行錄製供教育用途
之非空中播送指定節目。
2. 期限
授權自核發日起，效期十二個月，並自動更新十二個月，除按照第 6 條或授權
終止，或任一方給予其他方一個月以上書面通知，就教育機構之情況，於任何
十二個月期限屆滿日終止。
3. 空中大學全球公司保證及義務
(1) 保證
空中大學全球公司保證經由著作權所有人及/或廣播組織正式委任代表
擔任授權人，具有授與授權規定權利之權力及權責。
(2) 義務
空中大學全球公司應提供被授權人有關指定節目播送時間資料表。
4. 被授權人義務
被授權人應：
(1) 確保所有非空中播送錄製物，由講師、導師、教師或被授權人為該目的指
定之適當合格人士錄製；
(2) 指定節目錄製物未經空中大學全球公司書面允許前，確保不得以任何方式
包括數位合成編輯、剪輯或修改，不得向任何第三人播送或公開或交付其持有，
亦不得脫離被授權人直接控制範圍；
(3) 確保錄製指定節目限供教育用途，被授權人本身或其員工或代理，除按照
授權條款外，不得出售、出租、租借或其他方式使用或處置指定節目錄製物，
並防止任何第三方複製、出售、出租、租借或其他方式使用或處置指定節目錄
製物；
(4) 若被授權人為教育機構，製作、保留及保存製作空中大學全球公司要求之
指定節目詳實錄製記錄，並應確實記載於空中大學全球公司提供或核准之行事
記錄表；
(5) 應於每一份錄製物主要部位註明指定節目標題及錄製日期內容之標籤，並
不得遮掩、移除、變更或損毀；
(6) 若被授權人為教育機構，應於每一期十二個月期限內至多三次及授權終止
日，遵照空中大學全球公司指定日期，遞交空中大學全球公司所有正式登記行
事記錄表；
(7) 按照下列第(8)項，於授權期限屆滿或授權終止，以先到者為準，刪除任何
所有現存指定節目錄製物，並於期限屆滿或終止日起28日內，提交空中大學全
球公司刪除證明；
(8) 若按照第2條，授權未中斷自動延長十二個月，被授權人得自行決定依照
第(7)項保留指定節目錄製物：
(a) 若被授權人為學校，後續十二個月期間，定期支付授權費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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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若被授權人為教育機構，後續十二個月期間，行事表仍保留該節目記錄，
並定期支付授權費用。
(9) 被授權人製作額外重製物之情況，應即行將該重製物製作提報空中大學全
球公司。空中大學全球公司收到授權人該份資料後，將開立製作重製物發票給
被授權人，並保存製作重製物記錄。
5. 報酬
授權報酬：
(1) 若被授權人為學校，
(a) 被授權人應按照附錄A規定費用附加營業加值稅，支付空中大學全球公
司；
(b) 第(1)(a)項規定應付授權費用，應自空中大學全球公司不定時寄交被授權
人發票日起三十日內支付；
(2) 若被授權人為教育機構，
(a) 被授權人應按照附錄B規定費用附加營業加值稅，支付空中大學全球公
司；
(b) 第(2)(a)項規定應付授權費用，應由空中大學全球公司每年度核算，自空
中大學全球公司不定時寄交被授權人發票日起三十日內支付；
(c) 經由空中大學全球公司合理書面通知，被授權人應允許空中大學全球公
司正式委任代表，審查其記錄及帳務，空中大學全球公司自行支付驗證
授權條款規定記錄及付款之相關費用。
附註
空中大學全球公司得自行決定與集體被授權人共同協商折扣費率。
6. 終止
若被授權人發生下列情事，空中大學全球公司有權自行決定，書面通知被授
權人後，終止授權：
(1) 未即時說明及支付授權項下款項，或未履行授權項下要求之任何其他義務，
及空中大學全球公司要求後14天內，被授權人仍未彌補或補救該項缺失（時限
內完成至關重要）；
(2) 採用清算解決方案（除合併或重整目的）
，或若提出上訴請求任命管理人，
或若接管人或任命行政管理人，或債權人接收全部或任何部份經營事業或資產，
或被授權人無法支付1986年破產法第123條範圍內之債務；
(3) 視情況之學校或教育機構，停止運作業務或功能。
7. 變更協議
授權任何變更或變動，須經每一當事方授權簽名人書面簽署記錄方得有效或
可施行。
8. 讓與
授權係採個別指定被授權人制，故被授權人不得讓與授權權益或義務。
9. 費用
除另行表述，所有費用及為履行授權附加支出，應由衍生該項費用之該當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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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承擔。
10. 不可抗力因素
授權任一當事方，因超越合理控制之任何原因，導致延遲或無法履行義務，
無須以任何方式承擔責任。
11. 通知送達
(1) 通知及其他函件，無論是否要求書面行文，必須以平信、傳真或電子郵件
寄交。必須寄至授權註明之收件人郵政地址、傳真號碼或電子信箱，或當事雙
方另行協定之其他地址。
(2) 郵寄通知自寄交日起第三營業日視同送達。
(3) 傳真或電子郵件，限寄件人已收到正確寄發自動確認，方得視同送達。若
下午四時前傳遞通知，視同營業當日送達，否則視同次營業日送達。
12. 賠償
因被授權人、其員工或授權包含任何協議代理人之任何違反或不履行之故，
導致空中大學全球公司遭受所有訴訟、法律程序、索賠、費用及損害，被授權
人應給予賠償，及隨時保障空中大學全球公司完全接受賠償。
13.

英國法律

授權受英國法律管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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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 A
空中大學授權其他機構播送錄製物計劃學校類別授權費用收費表
所有下列費用附加營業加值稅
類別 1A：小學
類別 1B：中學
額外重製物
（類別 1A 及類
別 1B）

每年£28
每年£78

上述授權費包括任何指定節目錄製物及四份額外重製物。
被授權人製作四份以上額外重製物，收費如下：
任何單一指定節目 5–10 份額外 每一份額外重製物£30
重製物
任何單一指定節目 11–20 份額 每一份額外重製物£20
外重製物
任何單一指定節目 21 份以上額 每一份額外重製物£10
外重製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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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 B
空中大學授權其他機構播送錄製物制度
所有下列費用附加營業加值稅
1.

教育機構節目收費表
錄製物份數

每年或每部份費用

5 份以下

每份額外重製物單價

每份錄製物之錄製收費£19.36

5
6-9
10
11-14
15
16-24
25
26^19
50
51-74
75
76-99
100
101-124
125
126-149
150
151-199
200
201-249
250
251-299
300
301-399
400
401-499
500

£96.80
£19.36
£155.25
£15.48
£212.55
£14.20
£322.65
£12.90
£594.75
£11.88
£865.75
£11.50
£1,128.50
£11.30
£1,355.40
£10.86
£1,552.50
£10.38
£1,934.60
£9.68
£2,328.70
£9.30
£2,651.10
£8.88
£3,290.00
£3,869.20

£8.22
£7.15

請注意費用與系列節目之每一集有關。因此六套節目系列將收取六份節目費。
這些費用適用於供保留使用之節目。供評定適用性之免費鑑賞期以 28 天為限。
2.

額外重製物收費表

額外重製物

上述第一條說明之節目費，包括任何指定節目錄製物及最多四(4)份
額外重製物。
被授權人製作四份以上額外重製物，收費應為：
任何單一指定節目 5–10 份額外重製
物

每一份額外重製物£30

任何單一指定節目 11–20 份額外重
製物

每一份額外重製物£20

任何單一指定節目 21 份以上額外重
製物

每一份額外重製物£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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註釋
（本附註並非行政命令之一部份）
依照 1988 年著作權、設計和專利法（以下稱“本法”）第 35 條規定，得由教育機
構或代表教育機構，為教育用途錄製廣播及有線電視節目，不因此侵害著作權。
不過，若為施行本法第 143 條項下條文，授予授權相關條款規定，而確認授權制
度之情況，不適用該條文。
依據本法第 143 條頒佈之本行政命令，確認擬定由空中大學全球公司運作之計
劃，並以此取代並廢止著作權（教育廣播錄製物之授權制度認證）（空中大學教
育企業公司）1993 年行政命令(S.I. 1993/2755) （以下稱“1993 年行政命令”。同
時廢止增修 1993 年行政命令之著作權（教育廣播錄製物之授權制度認證）
（空中
大學教育企業公司）（增修條文）1996 年行政命令(S.I. 1996/190)（以下稱“1996
年增修行政命令”）。
依據本法第 143 條之確認正式施行，及廢止 1993 年行政命令及 1996 年增修行
政命令，2003 年 4 月 1 日起生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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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2002年著作權、商標等（犯罪及強制執行）法之2002年行政命令

制定於

-

-

-

- 2002 年 11 月 5 日

國務院為施行 2002 年著作權及商標等（觸犯及強制執行）法(a)第 7 (2) 條賦
予之權力，頒佈下列行政命令：
1. 本行政命令引述為2002年著作權及商標等（觸犯及強制執行）法（生效）
2002年行政命令。
2. 2002年著作權及商標等（觸犯及強制執行）法，自2002年11月20日生效。

2002 年 11 月 5 日

梅拉妮強森
競爭，消費者及市場議會次長
貿易工業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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註釋
（本附註並非行政命令之一部份）
本行政命令訂定 2002 年著作權及商標等（觸犯及強制執行）法，自 2002 年
11 月 20 日生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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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部份
英國著作權法案例及評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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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依據平面圖像製造之塑膠玩具不受著作權法保護
Lucasfilm Ltd and others v Ainsworth and another
Court of Appeal, Civil Division
[2009] EWCA Civ 1328; [2009] All ER (D) 166 (Dec)
16 December 2009

壹、案情摘要
在拍攝星球大戰電影的過程中，有許多衍生作品。這包括油畫、素描和粘土模型。
被告被要求將這些模型的最終版本製造成塑膠成品，並加上他自己的修飾。英國
法律認定平面作品擁有著作權。這些模型本身是否屬於著作權作品，取決於他們
是否為 1988 年著作權設計和專利法第 4 條內容定義的「雕塑」。被告已經售出
數件模型的複製品。根據美國法律規定，這些交易已構成不同的美國著作權的侵
權行為。原告在加利福尼亞州已獲得被告註冊商標和著作權侵權的缺席判決，取
得賠償總額共計兩千萬美元。根據美國法律規定，這二千萬美元中，有至少一千
萬美元的賠償金。
原告主張，英國法院應承認並執行判決到一千萬美元的程度。被告則認為，如果
他在製造模型過程中所完成的作品可視為雕塑作品，那麼他應是作品著作權的所
有人。
初審法官則駁回所有原告根據英國法律起訴的著作權侵權賠償要求。初審法院認
為模型沒有像「雕塑」或「藝術工藝作品」一樣的獨立著作權，並且被告的抗辯
有 1988 年著作權、設計和專利法（The Copyright, Designs and Patents Act 1988，
下稱 1988 年法）第 51 和 52 條的法令根據。另外，初審法院支持原告要求在英
國境內執行美國著作權，對被告下禁止令，遏制他在美國發行或寄送到美國的任
何刊物上刊登任何關於上述道具副本的廣告。原告提出上訴。被告提出交互上
訴。

貳、訴訟爭點
（1）作品的原型是否屬於著作權法所保護之「雕塑」，且被告是否可根據 1988
年法第 51 條而為抗辯？
（2）因為被告在他的網站上對美國消費者展示並銷售他的模型，這使得他在美
國有足夠的存在性，讓美國法院有充分的理由對他執行判決。在已有美國的缺席
判決之情形，初審法官執行美國著作權法是否有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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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判決理由
（1）雕塑，就像油畫一樣，與藝術家創造出的作品密切相關，也關係著法官對
它賦予的視覺意圖。簡言之，它必須至少有成為作品的動機與意圖。然而，物品
蘊含的意圖只是它是否能歸類為雕塑的諸多相關指標之一。試著為雕塑設定一個
廣泛兼容的定義，或是一個排他的定義，讓它可以涵蓋一切的狀況，這是不可能
的事，也是不智的。
就目前案例的狀況而言，法官判定模型沒有像「雕塑」或「藝術工藝作品」一樣
的獨立的著作權，他的看法是完全正確的。在這個判決的基礎上，1988 年第 51
條法令為第一被告使用這些作品的侵權索賠提供了抗辯基礎。只有那些作品是雕
塑作品的狀況下，1988 年第 51 條法令的應用才會被牴觸。因此法官判決第一被
告可以根據這個法令，對第一原告依據英國著作權法索賠要求作抗辯，這個判斷
是正確的。
（2）如果判決債務人在起訴當時也在國外，則該國法院應有司法管轄權得以作
出在英國能夠執行或承認的判決。然而，即使他出現在國外是暫時性的，卻也同
時反映出他必須對該國法律某種概念性或象徵性的效忠與臣服，而且公司與個人
差異點是，公司必須建立在固定的商業地點上，被告公司與它的代表才能在此從
事商業活動。然而，在某些狀況下，企業從業人以及其產品可以出現在外國，卻
不需要親臨該國：在廣告、推銷員、郵寄、電話電傳等狀況下，刊登廣告者都不
需要親臨該地。
問題是，某人（或某公司）在英國經營的網站曾經銷售商品給美國消費者，那他
是否算是出現在美國境內。網路的使用為法律與管理者帶來新的難題，在外國作
廣告也是同樣的道理。因此，第一被告並沒有因為執行判決而出現在美國。相反
的，網路無所不在，這意謂著雖然網站主人所屬的司法管轄權有著有跡可循的既
定原則，但在該管轄權之外，並不容易創造那種出現在該地，有著某種效忠臣服
意味的條件，而這個出現的條件卻是判定外國判決是否具有可執行性的必要因
素。
（3）非歐盟的外國著作權侵權案無法構成在英國應受法院審判的賠償要求，原
因如下述，尤其是：
（a）執法對象可能涉及不同國家的知識產權政策的衝突；
（b）
境外的司法管轄權可能涵蓋在其他國家的行動約束；以及（c）如果不同國家的
法院都認定它們的司法管轄權，那將會留有太多空間給挑選法院，申請停留在不
方便法院原則上，申請禁訴令和申請非侵權聲明等狀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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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就目前的案子而言，假定的著作權侵權的國際司法管轄權並不存在，而法
官則錯誤的認定美國著作權法可以在英國執行。

肆、法院判決
曼恩 J 決議 [2008] EWHC 1878 (Ch)；部分撤銷。

伍、案例評析
本案所涉及之爭議，在於原告所主張之著作權係本於其知名系列影片「星際大戰」，
而被告乃依據其劇中造型而為製造彼等塑膠玩具並販售之，原告故而在英國提起
訴訟認為被告侵害他的著作權，惟本案法院所探討之重點，則聚焦於此批系爭依
據平面圖像所生產之塑膠玩具是否為著作權所規範之行為，進而探討被告使否因
為製造彼等玩具而構成著作權侵害。
本案法院於判決中指出「必須在該著作係為雕塑的情況下才有可能構成侵權」，
換言之，法院認為該模型如果要被認定是為侵權物，其前提也必須是建立在其具
有如同「雕塑」或「藝術工藝作品」般的著作權，而在審視1988年著作權法之後，
由於被告係依據平面圖形而為製造這些模型，並非自原告的雕塑或藝術工藝作品
而為重製，所以駁回原告的請求。而就司法管轄權的部分，法院認為著作權並沒
有國際司法管轄權，因此撤銷地方法院就美國著作權法可在英國執行的部分判決，
則係緣由於著作權法是屬地主義之故。
在我國，也經常發生類似的由平面轉換為立體著作的著作權爭議問題，對此，法
院做有多項判決諸如台灣高等法院82年上易字第4213號，「查著作權法（下稱本
法）第五條第一項第六款之「圖形著作」，雖將「科技或工程設計圖形著作」列
入其中，然依著作權法之「科技或工程設計圖」從平面至立體實物之製作行為，
如非一般專業人員，尚難判斷立體之實物係從平面而來，則自平面設計圖至立體
實物之製作過程，顯係「實施」之行為，而非「重製」之行為，「實施權」乃專
利權保護之領域，而非著作權保護之範疇，此由本法第二十二條至第二十九條並
無「實施權」之規定，即可證明，另由著作權法第三條第一項第五款定義所謂「重
製」，乃指以印刷、複印、錄音、錄影、攝影、筆錄或其他方法有形之重複製作。
於劇本、音樂著作或其他類似著作演出或播送時予以錄音或錄影；或依建築設計
圖或建築模型建造建築物，並未將「工程或科技設計圖形」並列在內，足見就圖
形著作而言，必係圖形本身加以重製，而不及於就圖形著作內容予以實施或製成
立體實品之行為。」
另外在最高法院83年台非字第237號判例中，法院再次肯認將平面轉換為立體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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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是重製，因此而不是著作權保護的範疇，法院指出「著作權人享有「重製」之
權，其「重製」一詞之定義，依修正後著作權法第三條第一項第五款規定，係「指
以印刷、複印、錄音、錄影、攝影、筆錄及其他方法有形之重複製作。……或依
建築設計圖或建築模型建造建築物者，亦屬之」。其所謂「其他方法」，自應與
前所列舉之印刷、錄音，錄影、攝影、筆錄等類似，始能謂之其他方法，如將平
面轉換為立體，則為實施行為而非重製行為，此觀之同款後段：「依建築設計圖
或建築模型建造建築物者，亦屬之」之規定自明，否則何須將依建築設計圖或建
築模型建造建築物者將予明定之必要﹖因此，對美術著作之保護，當僅限於他人
不得以印刷、複印、攝影、筆錄等方法重製同樣之圖形，而不包括將美術著作圖
形製成立體之實用物品在內。如將美術著作圖形製成立體之實用物品，乃係實施
行為而非重製行為，蓋實施行為尚涉及製造技術之層面，顯非僅以著作權得包括
在內。」
復又就如何認定該行為係屬重製、改作亦或實施之問題，內政部83年3月18日台
（83）內著字第8303793號函釋認為將他人之平面美術或圖形著作製成立體物，
究有無侵害著作權之問題，自應由爭議雙方當事人就事實舉證，由司法機關調查
認定；司法機關於認定有無侵害著作權之事實時，自宜審酌一切情狀，例如：(一)
權利人所主張侵害的行為究係「重製」或「改作」？抑或二者皆不是(例如『實
施』)而無涉及著作權法的問題。(二)該立體物製作過程為何？即該立體物製成者
有無接觸該美術或圖形著作或其重製物(包括立體形式)？抑或純為偶然的巧合。
(三)該立體物展現之內容是否與立體物製成者接觸該美術著作或圖形著作或其
重製物(包括立體形式)具有相當因果關係？(四)該立體物實際展現的內容是否係
單純性質再現平面美術或圖形著作之內容而為「重製」之行為？或除表現原平面
美術或圖形著作之著作內容外，尚另有創意而為「改作」之行為？抑或兩者皆不
是，立體物上呈現之內容僅吸收美術或圖形著作之概念、構想，或係美術或圖形
著作之實施。
經濟部智慧財產局於中華民國99年11月25日智著字第09900114320號函釋謂：
「有
關『將平面之美術著作製成立體物』等節，究屬涉及本法所保護之『重製』、『改
作』等何種權利？抑或屬於『實施』行為，而不受本法保護？請參考本局『台（83）
內著字第8303793號』之說明。惟是否為『著作』？著作權是否受侵害？乃涉及
事實認定之問題。」等語，而其對行為態樣與是否遭受侵害之認定，則仍回歸前
引之內政部（83）內著字第8303793號函釋。此外，經濟部智慧財產局又於民國
99年12月27日電子郵件991227c號函釋中稱：「將平面設計圖轉為立體形式，究
屬實施行為或本法之重製、改作一節，如係依圖形著作所標示之尺寸、比例、規
格或器械結構圖，以按圖施工方法將著作表現之概念製作成立體物，係屬『實施』
，
尚無涉及本法之『重製』 或『改作』。另如係在立體物上以立體形式單純性質
『再現』平面美術或圖形著作之著作內容，則屬『重製』行為；如該立體物上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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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現原平面美術或圖形著作之著作內容外，尚另有新的創意表現，且此有創意之
立體物復為本法第5條第1項所例示保護之『著作』，即屬『改作』行為。」更進
一步明白揭示了重製、改作與實施行為之間的不同。
就此，我國實務上認為著作權所保護之對象，係表達構想之形態及其原創性，而
所謂「重製」指以印刷、複印、錄音、錄影、攝影、筆錄及其他方法有形之重要
複製作，美術著作依性質僅專有重製、公開展示、改作權利而不及於依該著作圖
而將其「實施」成為立體之成品；此外，最高法院84年台上字第780號判決亦持
相同之看法，是以在我國，若也有人如本案之情形，依據平面設計圖形製造並販
售此類立體的玩具模型，依上開實務判決與函釋之見解，並不構成著作權之侵
害。
觀察本案在主審法官的認定模式上，法院認為是否構成侵害著作權，則繫於1988
年英國著作權法第51條，依據該條文之條文意旨，只有在原著作作品是雕塑作品
的狀況下，1988年著作權法第51條才會被牴觸。因此而判定「模型」沒有像「雕
塑」或「藝術工藝作品」一樣的獨立的著作權，並為被告使用該些平面作品的轉
化為立體成品之行為提供了抗辯基礎。
相較之下，我國法院之判決對於將平面設計轉化為立體模型之行為，則多以是否
構成「重製」或「改作」之角度切入，實務判決上認為此類行為應非屬重製或改
作，而係「實施」，並以我國著作權法不保護彼等「實施行為」而認不構成侵害
著作權，與英國法院先由原始著作物是否為受到著作權保護之標的討論起相比，
我國實務上看似較注重於分類行為之態樣，英國法院則將其重心置於標的物是否
適格的問題。
就此一爭議問題，我國實務判決與英國法院各採取兩種不同之處理與判斷方式，
筆者推論，或許與我國著作權法就著作權侵害之規範，僅規定「著作權人或製版
權人對於侵害其權利者，得請求排除之，有侵害之虞者，得請求防止之」604，並
未特別規範「何等著作」須以何種態樣被呈現始構成著作權侵害有關。依前開條
文意旨，僅需滿足「著作權」有遭受侵害或有遭受侵害之虞的情形，著作權人即
得請求救濟，如此看來，我國著作權法在對著作權人所提供之保障上，範圍係較
寬廣的。凡欲主張其權利受侵害而請求救濟者，必以有權利受侵害為前提，是以
實務上對於著作權人主張其平面設計圖遭人施作為立體成品之問題，並不否認其
對該平面設計圖之著作權，而以其行為是否構成侵害為認定標準，此一做法，筆
者認為亦不失為一種妥適的處理方式。

604

參見我國著作權法第八十四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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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提供或使用規避防盜拷措施之行為是否違反著作權法
R v Higgs
COURT OF APPEAL, CRIMINAL DIVISION JUDGMENT: APPROVED BY THE
COURT FOR HANDING DOWN (SUBJECT TO EDITORIAL CORRECTIONS)
[2008] EWCA Crim 1324, [2008] All ER (D) 318 (Jun), (Approved judgment)
24 JUNE 2008

壹、案情摘要
在 2007 年 10 月 19 日 Bristol 皇家法院將被告 Neil Stanley Higgs 以違反英國 1988
年著作權、設計和專利法第 296ZB 條之 26 項罪名定罪。他對初審法院 Hagen 法
官之定罪判決不服而上訴。法院在口頭聆訊後告知案件當事人該宗上訴獲准。
Higgs 先生經營「改機晶片先生」公司，販售「改機晶片」，幫玩家的電腦遊戲
機上裝置改機晶片和販售已裝有改機晶片的電腦遊戲機。
電腦遊戲機市場上有許多電腦遊戲機業者。電腦遊戲機玩家必須另外購買電腦遊
戲軟體光碟。玩家將電腦遊戲軟體光碟置於電腦遊戲機就可玩電腦遊戲。電腦遊
戲機內建辨識碼，通常只允許有相應辨識碼的正版遊戲光碟才能運作。實際上，
正版遊戲光碟上的辨識碼是無法重製。電腦遊戲機業者裝置這些辨識碼的主要目
的，是為了防止玩家在電腦遊戲機上玩盜版電腦遊戲軟體。這些盜版電腦遊戲軟
體是未經電腦遊戲軟體著作權人﹙包括電腦遊戲軟體之影像和音效等的著作權人﹚
授權而重製的電腦遊戲軟體。但是在電腦遊戲機上裝置改機晶片，玩家不需要這
些辨識碼就可在電腦遊戲機上玩盜版電腦遊戲軟體。
英國 1988 年著作權、設計和專利法第 296ZB 條，標題為「旨在為規避科技保護
措施之裝置與服務」
(1) 某人若有下列情事即犯罪—
(a) 為銷售目的製造或受僱製造，或
(b) 進口該裝置、產品或零組件，但非供私人或家庭使用，或
(c) 在營業過程中—
(i) 販賣或出租，或
(ii) 供應或展示以供販賣或租用，或
(iii) 廣告以供販賣或租用，或
(iv) 擁有，或
(v) 經銷，或

273

(d) 並非在營業過程中經銷但其程度足以對著作權人有不利的影響。
任何裝置、產品、或零組件供販賣或租用，其設計、生產或改造之主要目的在規
避有效科技保護措施
(2) 某人若有下列情事即犯罪—
(a) 在營業過程中，或
(b) 並非在營業過程中但其程度足以對著作權人有不利的影響，
供應、促銷、廣告或行銷某服務，其目的在規避有效科技保措施。
英國 1988 年著作權、設計和專利法第 296ZＦ條對於「有效科技保護措施」之定
義的相關規定如下：
(1) 第 296ZA 至 296ZE 條中的「科技保護措施」為任何科技、裝置或元件，在
正常操作過程中，專門用來保護某電腦程式以外的著作權作品。
(2) 若透過下列方式由著作權人控制該作品之使用，該措施即「有效」—
(a) 存取控制或保護過程，例如作品加密，干擾或其他轉換，或
(b) 重製控制機制，
已達成意圖的保護作用。
(3) 本條指稱—
(a) 保護某作品係預防或限制未經該著作權人認可且受到著作權規範的舉
動；
(b) 使用某作品不擴及著作權規範範圍以外以任何方式使用該作品。
檢方主張，Higgs 先生提供可規避有效科技保護措施之裝置﹙改機晶片﹚。但是
法院認為了解檢方據以提出此一主張的事實，相當重要。檢方並非主張玩家使用
已裝有改機晶片之電腦遊戲機玩盜版電腦遊戲軟體，就構成著作權之侵害。檢方
並未試圖證明當玩家在改機電腦遊戲機上玩盜版遊戲光碟，電腦遊戲機之隨機存
取記憶體就存取盜版電腦遊戲軟體，包括電腦遊戲軟體之影像和音效等。
如果檢方如此主張並提出證明（因為玩家在改機電腦遊戲機上玩盜版遊戲光碟似
乎很可能電腦遊戲機之隨機存取記憶體就存取盜版電腦遊戲軟體，包括電腦遊戲
軟體之影像和音效等，而有著作權侵害之虞），上訴法院認為 Higgs 先生很難提
出任何防禦抗辯。
在電腦遊戲機之隨機存取記憶體暫存任何受著作權保護之內容，是英國 1988 年
著作權、設計和專利法第 17 條所禁止之行為。在這種情況下，即使擷取一段影
片，也可能構成侵權。換言之，玩家在改機電腦遊戲機上玩盜版遊戲光碟本身即
可能構成侵權。而且即使從嚴解釋有效科技保護措施，玩家在改機電腦遊戲機上
玩盜版遊戲光碟仍可能有著作權侵害之虞。Higgs 先生的辯護律師 Vaitilingam 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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師，雖然沒有直接承認，但似乎也認為玩家在改機電腦遊戲機上玩盜版遊戲光碟
仍可能有著作權侵害之虞。
在 Sony v. Ball 案這一民事案件，法院也是做出玩家在改機電腦遊戲機上玩盜版
遊戲光碟構成著作權侵害的判決。Laddie 法官根據與本案幾乎相同之事實，裁定
著作權侵害成立。Sony v. Ball 案之事實唯一與本案不同的是，檢方主張玩家使用
已裝有改機晶片之電腦遊戲機玩盜版電腦遊戲軟體，所以電腦遊戲機之隨機存取
記憶體暫存受著作權保護之電腦遊戲軟體而構成著作權之侵害。被告也承認此一
事實。
但檢方在本案對於 Higgs 先生的指控，並未根據玩家在改機電腦遊戲機上玩盜版
遊戲光碟可能有著作權侵害之虞的主張，檢方並未在陪審團面前主張玩家在改機
電腦遊戲機上玩盜版遊戲光碟構成著作權之侵害。誠然，檢方 Iain MacDonald
檢察官表示，確有證據顯示玩家在改機電腦遊戲機上玩盜版遊戲光碟，電腦遊戲
機之隨機存取記憶體會暫存電腦遊戲軟體受著作權保護之內容，但檢方並未在陪
審團面前提出此一主張。此外，檢方提出之證據不可避免會推論出這樣的結果，
但檢方 MacDonald 檢察官並未要求法院根據此一主張將 Higgs 先生定罪。
檢方在審判時主張：Higgs 先生藉由出售改機晶片和已裝有改機晶片之電腦遊戲
機，Higgs 先生實際上是助長和開發盜版遊戲市場。玩家若無法在改機電腦遊戲
機上玩盜版遊戲光碟，就不會有業者提供盜版遊戲光碟。Higgs 先生藉由出售改
機晶片和已裝有改機晶片之電腦遊戲機，讓玩家可以在改機電腦遊戲機上玩盜版
遊戲光碟，所以 Higgs 先生助長盜版遊戲市場的發展。
MacDonald 檢察官主張，Higgs 先生出售改機晶片和已裝有改機晶片之電腦遊戲
機之行為，即足以符合「有效科技保護措施」之定義。業者所採取之有效科技保
護措施，必須「旨在保護有著作權之著作」
（第 296ZF 條第 1 項）
。
「保護有著作
權之著作」意指預防或限制未經著作權人授權和著作權所限制之侵權行為。因為
系爭辨識碼有防止或限制侵權的實際效果，所以 MacDonald 檢察官認為，Higgs
先生出售改機晶片和已裝有改機晶片之電腦遊戲機之行為，就足以符合「有效科
技保護措施」之定義。
如果 MacDonald 檢察官是正確的，那麼初審法院法官駁回上訴人之主張即是正
確，因為上訴人無以答辯，所以定罪應確立。但是上訴法院不認為 MacDonald
檢察官對第 296ZF 條第 1 項之解釋正確，上訴法院基本上基於與澳洲高等法院
在 Stevens v. Sony 案提出之相同理由，認為 MacDonald 檢察官對第 296ZF 條第 1
項之解釋有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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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evens v. Sony 案是涉及澳洲著作權法之反規避條款﹙與英國 1988 年著作權、設
計和專利法之反規避條款相對應﹚的民事訴訟。此案之爭議在於改機晶片是否為
澳洲著作權法之反規避條款所指之「科技保護措施」
。
「科技保護措施」在澳洲著
作權法的定義如下：技術保護措施是指裝置或產品，或在過程中併入之組件，旨
在正常運作下以下列之一的方式，防止或禁止侵害受著作權保護之著作或其他標
的物：(1) 必須使用著作權人或專屬被授權人授權之密碼或方法（包括解密，解
混碼或將著作或其他標的物轉換成其他形式）；(2)透過重製控制機制。
由於澳洲著作權法之前沒有與英國 1988 年著作權、設計和專利法第 17 條相對應
的規定，所以即使主張玩家使用已裝有改機晶片之電腦遊戲機玩盜版電腦遊戲軟
體，所以電腦遊戲機之隨機存取記憶體暫存受著作權保護之電腦遊戲軟體而構成
著作權之侵害的論點也無法成立。本院理解澳洲著作權法雖目前雖然已有相關規
定，但是因為先前主張暫存係以任何有形方式重製而構成著作權之侵害的論點無
法成立，所以本院不予討論。
因此，在 Stevens v. Sony 案的高等法院所需解決之爭議是改機晶片旨在規避之辨
識碼是否為預防或禁止侵權行為的「科技保護措施」。在本案，MacDonald 檢察
官也提出同樣的論點，主張 Higgs 先生出售改機晶片和已裝有改機晶片之電腦遊
戲機，助長盜版遊戲市場的發展，所以 Higgs 先生規避可預防或限制侵權行為的
「科技保護措施」。這個論點已被 Stevens v. Sony 案的高等法院駁回。
Gleeson 法官、Gummow 法官、Hayne 法官和 Heydon 法官表示：
「Sackville 法官
﹙初審法院法官﹚認為：科技保護措施依其定義，必須是利用科技方式限制任何
人近用受著作權保護之著作或其他標的物，或限制已授權近用之人重製受著作權
保護之著作或其他標的物的能力，從而實際預防或禁止任何人對受著作權保護之
著作或其他標的物進行可能侵害著作權之行為。」
上訴法院認為此一解釋應予接受。

貳、案例爭點
上訴法院被要求闡明對公眾極為重要的法律問題，上訴法院闡明之問題為：英國
1988 年著作權、設計和專利法第 296ZF 條關於「有效科技保護措施」之規定，
是否適用於不防止非法重製電腦遊戲軟體但防止玩家在電腦遊戲機上玩盜版電
腦遊戲軟體的電腦遊戲機內建辨識碼？

參、判決理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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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訴法院認為，重要的是要了解 Stevens v. Sony 案的澳洲高等法院提及科技保護
措施是為預防或限制任何人對受著作權保護之著作或其他標的物進行可能侵害
著作權之行為，是符合澳洲著作權法第 31 條和第 85 至 88 條所明定著作權人進
行任一或多項著作利用行為之專屬權利的基本概念。「科技保護措施」之定義是
基於若非業者採取科技保護措施，則已授權近用之人就沒有科技或機械障礙即可
近用或重製受著作權保護的著作。立法者在「科技保護措施」之定義中使用「近
用」一詞，但並未在反規避條款中加以解釋。其可能只是為了表明若非業者採取
「科技保護措施」，則已授權近用之人就可進行侵權行為。
McHugh 法官表示：我認為，依照澳洲著作權法第 10 條(1)項之立法目的，
「科技
保護措施」是一種在正常運作下「旨在禁止」著作權之侵害的裝置，從而使任何
人在業者採取科技保護措施時更難以﹙並非完全不可能﹚進行侵害著作權之行
為。
Kirby 法官認為需要解釋之反規避條款的規定含糊不清，因此基於多重理由應採
取從嚴解釋。這些理由包括違反反規避條款者將負有刑事責任、「禁止」一詞將
可能涵蓋並非全然有效之科技保護措施、澳洲議會如要對「科技保護措施」設有
更廣泛之定義已有外國立法可作為借鑒，以及「科技保護措施」旨在禁止之行為
並非著作使用行為而是侵權行為。
上訴法院認為，Stevens v. Sony 案的澳洲高等法院據以從嚴解釋「科技保護措施」
的論述，可同樣適用於解釋英國 1988 年著作權、設計和專利法的「科技保護措
施」規定。上訴法院接著將深入討論這些論述。
首先，澳洲著作權法之「科技保護措施」規定和英國 1988 年著作權、設計和專
利法之「科技保護措施」規定在關鍵措辭上略有差異，但上訴法院認為這些差異
是不具有實質意義的差異。上訴法院並列兩者之關鍵措辭以凸顯出他們之間的差
異。
澳洲：「防止或禁止侵害著作權之行為」
英國：「預防或限制未經該著作權人授權且受到著作權規範的行為」
上訴法院認為「禁止」和「限制」沒有真正的差異。禁止一行為即是限制一行為，
反之亦然。MacDonald 檢察官也並非基於澳洲著作權法之「科技保護措施」規定
和英國 1988 年著作權、設計和專利法之「科技保護措施」規定在關鍵措辭上的
差異，提出他的主要論點。
接著 MacDonald 檢察官指出，Kirby 法官至少認為英國 1988 年著作權、設計和
專利法之「科技保護措施」規定的保護範圍比澳洲著作權法之「科技保護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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規定的保護範圍較為廣泛。Kirby 法官表示：
「當其他國家為落實國際條約之義務
而立法制定的相關規定被加以比較，可明顯看出澳洲議會刻意在澳洲著作權法採
取此一法條文義，是為對『科技保護措施』提供比美國，英國和其他地方較少的
著作權保護。」
Kirby 法官在 Stevens v. Sony 案一註腳提供美國著作權法之「科技保護措施」規
定和英國 1988 年著作權、設計和專利法目前增訂之「科技保護措施」規定。Kirby
法官是根據澳洲著作權法之「科技保護措施」規定中的「旨在」和「禁止」二詞，
而認為英國 1988 年著作權、設計和專利法之「科技保護措施」規定的保護範圍
較為廣泛，除非「禁止」行為和「限制」行為有本院認知外之其他字義，而具有
實質意義的差異。
上訴法院認為 MacDonald 檢察官對於上述 Kirby 法官在 Stevens v. Sony 案之陳述
過度解讀，且該陳述也不是 Kirby 法官在 Stevens v. Sony 案據以從嚴解釋「科技
保護措施」的論述。
MacDonald 檢察官接著以英國 1988 年著作權、設計和專利法增訂之「科技保護
措施」規定與澳洲著作權法之「科技保護措施」規定的法源不同為理由，提出異
議。英國 1988 年著作權、設計和專利法是為實施歐盟著作權統一指令（Directive
2001/29/EC of the European Parliament and of the Council of 22 May 2001 on the
harmonisation of certain aspects of copyright and related rights in the information
society, the Information Society Directive）而增訂「科技保護措施」規定。因此
MacDonald 檢察官認為應按照歐盟著作權統一指令來解釋英國 1988 年著作權、
設計和專利法目前增訂之「科技保護措施」規定，而不是參考澳洲法院對於澳洲
著作權法之「科技保護措施」規定的解釋。
上訴法院認為英國 1988 年著作權、設計和專利法增訂之「科技保護措施」規定
與澳洲著作權法之「科技保護措施」規定，都是基於 1990 年代中期兩個國際條
約之義務而立法制定的相關規定，但兩個國際條約都採取概括性措辭，而澳洲著
作權法之「科技保護措施」與歐盟著作權統一指令的詳細規定，皆非來自這兩個
國際條約。這從這兩個國際條約的規定文句，獲得佐證：
1996 年世界智慧財產權組織著作權條約（WCT）」第 11 條關於科技保護措施之
義務
締約各方應有適當之法律保障及有效之法律救濟規定，以對抗規避著作人所使用
於行使本條約或伯恩條約所定權利，或供作制止未經著作人授權或法律所允許對
其著作所為行為之有效的科技措施。
1996 年世界智慧財產權組織表演與錄音物條約（WPPT）」第 18 條關於科技保
護措施之義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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締約各方應有適當之法律保障及有效之法律救濟規定，以對抗規避表演人或錄音
物製作人所使用於行使本條約所定權利，或供作制止未經表演人或錄音物製作人
授權或法律所允許而對其表演或錄音物所為行為之有效的科技措施。
世界智慧財產權組織著作權條約（WCT）與世界智慧財產權組織表演與錄音物
條約（WPPT）都沒有提供「有效科技保護措施」之定義。就英文詞彙而言，這
是一個很奇怪的用法，因為在法規文句中，有效科技保護措施顯然是指其目的是
為產生效果而不是總是會成功的科技保護措施。如果「有效科技保護措施」是指
後者，那麼就沒有必要立法制定反規避條款。或許這是因為翻譯錯誤的關係，不
過幸運的是，從法規上下文可得知「有效科技保護措施」的明確意涵。
MacDonald 檢察官主張之論點的問題所在，正是澳洲高等法院在 Stevens v. Sony
案之判決可同樣適用於本案的理由。所以雖然澳洲著作權法之「科技保護措施」
規定和英國 1988 年著作權、設計和專利法之「科技保護措施」規定在關鍵措辭
上有些許的差異，但澳洲高等法院在 Stevens v. Sony 案據以從嚴解釋「科技保護
措施」的邏輯，可同樣適用於解釋英國 1988 年著作權、設計和專利法增訂之「科
技保護措施」規定。而上訴法院適用澳洲高等法院在 Stevens v. Sony 案之判決，
也只是適用其據以從嚴解釋「科技保護措施」的論述。
接下來上訴法院指出，不需從寬解釋「科技保護措施」規定即能達成立法目的。
換言之，從嚴解釋「科技保護措施」規定亦可規範 Higgs 先生出售改機晶片和已
裝有改機晶片之電腦遊戲機，如果能夠證明玩家使用已裝有改機晶片之電腦遊戲
機玩盜版電腦遊戲軟體，所以電腦遊戲機之隨機存取記憶體暫存受著作權保護之
電腦遊戲軟體而構成著作權之侵害。
MacDonald 檢察官接著根據歐盟著作權統一指令，主張 Higgs 先生出售改機晶片
和已裝有改機晶片之電腦遊戲機之行為，就足以符合「有效科技保護措施」之定
義。對解釋英國 1988 年著作權、設計和專利法之「科技保護措施」規定極有幫
助之歐盟著作權統一指令第 6 條的相關規定文句如下：
歐盟著作權統一指令第 6 條 關於科技措施之義務
1. 會員國應提供適當之法律保護，以對抗任何對於有效的科技措施之規避，而
其行為人於行為時，明知或有理由知悉其行為將可達到該目的者。
2. 會員國應提供適當之法律保護，以對抗未經授權而進行之包括設備、產品或
零件之製造、散布，或服務之提供等行為，而其係：
(1)以規避為目的而被促銷、廣告或行銷者，或
(2)除作為規避之目的或使用以外，僅具極有限之經濟意義，或
(3)其設計、生產、採用或執行之主要目的係使得可以或有助於規避作為保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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著作權或其他法律所定與著作權有關之權利，或歐盟議會及理事會第96/9/EC
號指令第3章所定特別之權利之科技措施。
3. 本條所稱「科技保護措施」指依其一般正常之運作，對於著作或其他相關客
體，可作為防止或限制未經著作權或其他法律所定與著作權有關之權利，或
歐盟議會及理事會第96/9/EC號指令第3章所定特別權利之權利人授權之行為
之任何技術、設備或部分零件。對於受保護著作或其他客體之使用，係由權
利人藉由鎖碼、混碼或其他轉換形式等接觸控制或保護程序，或控制重製設
備所控制者，該科技措施應被視為「有效」。
MacDonald 檢察官指出，歐盟著作權統一指令第 6 條的規定文句與英國 1988 年
著作權、設計和專利法之「科技保護措施」的規定文句不甚相同。上訴法院並列
兩者之規定文句：
歐盟著作權統一指令第 6 條規定：「對於著作或其他相關客體，旨在防止或限制
未經著作權人授權之行為。」
英國 1988 年著作權、設計和專利法之「科技保護措施」規定：
「預防或限制未經
該著作權人授權且受到著作權規範的行為。」英國法增加了「受到著作權規範的
行為。」
MacDonald 檢察官建議上訴法院應忽視這些規定文句，因為歐盟著作權統一指令
沒有規定這些文句，而如果有，也會賦予更廣泛的意涵。不過 MacDonald 檢察
官提出之主張的問題點，在於這些規定文句並沒有賦予額外的用意。當英國 1988
年著作權、設計和專利法之「科技保護措施」規定中提及「未經該著作權人授權」，
即意指只考慮需要授權的行為，也就是受到限制的行為。「授權」某人進行無須
授權即可自由進行之事，是個毫無意義的概念。因此，上訴法院認為立法者只是
將隱含於歐盟著作權統一指令，亦即 1996 年兩個國際條約﹙世界智慧財產權組
織著作權條約和世界智慧財產權組織表演與錄音物條約﹚之義務的意涵，予以明
確規定因此最後又回歸英國 1988 年著作權、設計和專利法之「科技保護措施」
規定。若業者所採取之科技保護措施只是妨礙或阻礙著作權之侵害，是否足以構
成「有效科技保護措施」？還是必須實際防止著作權之侵害才會構成「有效科技
保護措施」？上訴法院所抱持的明確立場是業者所採取之科技保護措施必須實際
防止著作權之侵害，才會構成「有效科技保護措施」。上訴法院認為，無論是歐
盟著作權統一指令或是英國 1988 年著作權、設計和專利法之「科技保護措施」
規定，都未規定若業者所採取之科技保護措施只是妨礙或阻礙著作權之侵害，即
足以構成「有效科技保護措施」。

參、法院判決
上訴法院撤銷 Higgs 先生之定罪。檢方要求上訴法院允許其上訴至最高法院，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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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訴法院拒絕，因為上訴法院認為，對於英國 1988 年著作權、設計和專利法第
296ZF 條關於「有效科技保護措施」之規定的正確解讀，並不排除檢方起訴製造
改機晶片之廠商或經銷商，只要檢方得證明玩家使用已裝有改機晶片之電腦遊戲
機玩盜版電腦遊戲軟體，所以電腦遊戲機之隨機存取記憶體暫存受著作權保護之
電腦遊戲軟體而構成著作權之侵害。

肆、案例評析
我國著作權法第 80 條之 2 第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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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05規避
之。」
。同條第 2 項規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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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參酌我國著作權法第第 3 條第 1 項第 18 款所稱防盜拷措施：係指「著作權人」
所採取有效禁止或限制他人擅自進入或利用著作之設備、器材、零件、技術或其
他科技方法。更進一步而言，防盜拷措施定義要件可分為：1、著作權人採取之
措施；2、該措施必須是實質上積極有效之措施，若客觀上未有效果者不屬之，
也就是說在該措施之正常應用上，即能產生保護之功能；3、著作權人採取該措
施之目的是為了禁止或限制他人未經允許而自行「進入606」著作或利用著作的行
為。值得注意的是，我國著作權法第 80 條之 2 第 1 項規定僅禁止對於著作權人
所採取禁止或限制他人擅自「進入著作」之防盜拷措施（access controls）之破解、
破壞或以其他方法規避。至於破解、破壞或以其他方法規避著作權人所採取禁止
或限制他人進入著作以後之進一步「利用著作」﹙例如重製、公開傳輸等著作權
法所明定之利用行為﹚之防盜拷措施（copy controls）行為，則不在本項適用範
圍，應視其有無合理使用或是否構成侵害著作權而定其法律效果607。
從民國 93 年立法者增訂著作權法防盜拷條款迄今，我國司法實務上主要審理與
「售後市場」有關的爭議案件，是關於民眾對 PS2、Wii 等遊戲主機的「改機」
行為有無違反著作權法防盜拷條款之規定。對此議題，身為智慧財產權行政主管
機關的經濟部智慧財產局亦做出解釋函示，智慧局在智著字第 0940011197-0 號解
釋函608表示意見，智慧局認為「將改機晶片置入電視遊樂器主機內之改裝行為，
605

本項所謂之破解、破壞或以其他方法規避，包括將已鎖碼（encrypt）者予以解碼（decrypt）、
將已混波（scramble）者予以解波（descramble）
，或於網際網路上，破解權利人所採行之註冊制
度及其他使原來有效之防盜拷措施歸於無效之規避行為。又本項規定僅禁止對於著作權人所採取
禁止或限制他人擅自「進入著作」之防盜拷措施（access controls）之破解、破壞或以其他方法規
避。
606
所謂「進入(access)」係指行為人直接對於著作內容產生收聽、收看等感官上效果之行為。
607
詳參九十三年九月一日修正公布著作權法部分條文對照及說明，資料網址
http://www.tipo.gov.tw/ch/Download_DownloadPage.aspx?Path=3618&UID=9&ClsID=35&ClsTwoI
D=83&ClsThreeID=61&KeyWord=(最後點閱日 2011 年 9 月 30 日)。
608
參閱經濟部智慧財產局網站，資料網址
http://www.tipo.gov.tw/ch/Enactment_LMExplainLook.aspx?type=Link&ID=2606&KeyCode=&Ke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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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此等改機晶片符合前述三款情形609之一，且該改機晶片係置入電視遊樂器主機
賣出予消費者，則此種改裝行為為將改機晶片提供予公眾之行為，似不屬著作權
法第 80 條之 2 第 2 項『製造』、『輸入』或『為公眾提供服務』之行為，而是屬
於同條項『提供公眾使用』之行為。將改機晶片置入電視遊樂器，使該電視遊樂
器得以檢查、認證遊戲軟體光碟內之亂數訊息程式，而使該電視遊樂器主機得以
讀取盜版遊戲光碟，則此改機晶片似屬著作權法第 80 條之 2 第 2 項所稱規避防
盜拷措施之『器材』或『零件』，則販賣含有改機晶片之電視遊樂器之行為，同
時亦當構成販賣改機晶片之行為，從而屬著作權法第 80 條之 2 第 2 項所稱『提
供公眾使用』之行為。惟置入改機晶片之『電視遊樂器主機』之功能並非僅能讀
取盜版遊戲光碟，其本亦可讀取正版遊戲光碟，該電視遊樂器主機本身非屬一規
避防盜拷措施之器材，僅改機晶片本身始屬規避防盜拷措施之器材或零件。」此
後，智慧局有關將晶片裝入遊戲機之著作權法規範的問題均以此解釋函為基準。
智慧局亦認為軟體業者為避免他人非法安裝其軟體產品，發展出產品序號以避免
該電腦程式著作被盜拷，該產品序號即是著作權法所保護之「防盜拷措施」610。
至於軟體廠商所提供之授權碼或「啟動序號」，係用以透過軟體廠商之伺服器認
證後取得一檔案，始得解除軟體之限制者，智慧局認為如可認定該序號符合著作
權法第 3 條第 1 項第 18 款規定，屬著作權人所採取有效禁止或限制他人擅自進
入或利用著作之設備、器材、零件、技術或其他科技方法者，即屬著作權法所保
護之「防盜拷措施」；不過，實質認定問題仍留待司法機關依職權視個案情況認
定之611。
目前我國司法實務上對於商家提供或販售改機晶片服務而致使 PS2、Wii 等遊戲
主機可讀取盜版遊戲光碟之行為有無違反我國著作權法防盜拷條款之規定的見
解612：一、Wii 遊戲主機內置之光碟機控制晶片上載有軟體，得以辨識光碟之防
盜拷碼及區碼，並進而限制主機執行盜版或不同區碼之遊戲軟體，此種限制主機
執行盜版或不同區碼之遊戲軟體是否屬「防盜拷措施」，應視遊戲主機與承載於
光碟之應用程式間是否藉由交互對應作用，達成僅有合法授權光碟始能為主機所
接受的結果，亦即所謂「防盜拷措施」只要限制主機執行盜版或不同區碼之遊樂
Conten=(最後點閱日 2011 年 9 月 30 日)。
609
一、主要供破解、破壞或規避防盜拷措施之用者。二、除前款用途外，其商業用途有限者。
三、為供破解、破壞或規避防盜拷措施目的之用而行銷者。
610
參閱經濟部智慧財產局解釋函第 960216b 號，資料網址
http://www.tipo.gov.tw/ch/Enactment_LMExplainLook.aspx?type=Link&ID=2821&KeyCode=&Key
Conten=(最後點閱日 2011 年 9 月 30 日)。
611
參閱經濟部智慧財產局解釋函智著字第 09800003710 號，資料網址
http://www.tipo.gov.tw/ch/Enactment_LMExplainLook.aspx?type=Link&ID=3221&KeyCode=&Key
Conten=(最後點閱日 2011 年 9 月 30 日)。
612
詳參智慧財產法院 99 年度刑智上易字第 78 號刑事判決以及智慧財產法院 99 年度刑智上易字
第 23 號刑事判決，司法院法學資料檢索系統，http://jirs.judicial.gov.tw/Index.htm (最後點閱日 2011
年 9 月 30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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軟體之一部分遭受破解、破壞或規避，實質造成整體機制失去其效果者，應得認
定為對該防盜拷機制之破解、破壞或規避行為，且將改機晶片置入不特定人所有
之電視遊樂器之改裝行為，此種改裝行為是將改機晶片提供公眾使用之行為；而
將經改裝完成之電視遊戲機售予不特定人之行為，構成販賣改機晶片之行為，此
種販賣改機晶片之行為亦屬於提供公眾使用之行為。二、置入改機晶片之「電視
遊樂器主機」之功能並非僅能讀取盜版遊戲光碟，其亦可讀取正版遊戲光碟，該
電視遊樂器主機本身非屬規避防盜拷措施之器材，僅改機晶片本身方屬規避防盜
拷措施之器材或零件。Wii 遊戲主機之防盜拷措施，係指合法之遊戲光碟片內建
有防盜拷碼，該亂數訊息不能以一般 CD/DVD 複製機或 CD-R/DVD-R 燒錄器複
製，遊戲主機執行遊戲光碟時，如未讀取到該防盜拷碼，則不能執行該遊戲光碟
，且該遊戲主機也會檢查所置入之光碟片所含之區碼，與主機所執行之區碼是否
相同，如不同，也會以同一方式拒絕讀取。三、Wii 遊戲主機因改機而建有改機
晶片時，會傳送仿造原版光碟片防盜拷碼之亂數訊息於遊戲器主機上，縱盜版光
碟片內未含防盜拷碼，也能在改裝過之遊戲主機中執行，且改機後之遊戲主機，
仍可讀取合法授權光碟。改機晶片應屬規避著作權人所採取有效禁止或限制他人
擅自進入或利用著作之防盜拷措施零件，並提供於不特定人係屬提供公眾使用。
將上述我國智慧財產權行政機關智慧財產局和司法實務，對於改機晶片是否係防
盜拷措施以及對於民眾改機行為是否違反著作權法第 80 條之 2「防盜拷」條款之
見解，對照本英國案例之上訴法院的見解，可見我國對於防盜拷措施之定義是採
取較廣義之解釋。本案上訴法院所抱持的明確立場是業者所採取之科技保護措施
必須實際防止著作權之侵害，才會構成「有效科技保護措施」。上訴法院認為，
無論是歐盟著作權統一指令或是英國 1988 年著作權、設計和專利法之「科技保
護措施」規定，都未規定若業者所採取之科技保護措施只是妨礙或阻礙著作權之
侵害，即足以構成「有效科技保護措施」。易言之，本案上訴法院認為必須是防
止著作權侵害的科技保護措施才是有效的科技保護措施，也就是說防止侵害著作
權法所規範之著作權類型（重製權、改作權等）的行為之科技措施，才是有效的
科技保護措施。本案例之上訴法院著重於法律條文的解釋，探求立法者之真意以
尋求最妥適之解釋來釐清本案例之爭議。
本文認為雖從法條文義而言，我國著作權法「防盜拷措施」條款賦予著作權人限
制近用（access）著作的權限，因此防止近用著作的科技保護措施，被視為是有
效的「防盜拷措施」，法院據此認為改機晶片協助玩家近用著作的功能，儼然是
規避「防盜拷措施」的設備。然而，著作權人限制近用（access）著作的權限是
否有如此寬廣，不無疑義。
筆者認為或許，從防範盜版的觀點而言，此一措施禁止讀取盜版遊戲光碟從而打
擊盜版市場，因為沒有需求就不會有供應，玩家若無法使用盜版遊戲光碟，就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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降低「需求」，而「需求」降低必然造成「供應」減少，進而達到業者打擊盜版
市場、保護著作經濟利益的目的。可是本文認為製造遊戲主機的公司，例如 Sony、
任天堂公司，在遊戲主機加載辨識正版遊戲光碟的軟體以禁止讀取盜版光碟和授
權遊戲光碟片廠商在遊戲光碟片載有識別碼的行為，前述兩項行為的交互作用只
是禁止玩家使用盜版光碟，而非禁止著作被盜版，因此遊戲主機辨識正版遊戲光
碟片識別碼的功能不應被視為是保護著作的「防盜拷措施」，所以改機晶片不應
被認定是規避「防盜拷措施」的設備。本文認為此一科技措施僅是在限制玩家對
著作的使用行為（使用盜版光碟）
，而非限制利用著作的行為（盜版著作）
。即使
著作權人擁有限制近用（access）著作的權限，但是限制之最終目的仍必須是防
止他人未經授權利用著作，如此才能確保知識流通並促進國家文化發展，避免無
限上綱壓縮大眾合理使用著作的空間以及逾越著作權法限制未經授權利用著作
之禁止效力的範圍。
綜言之，本文贊成本案例英國法院以及澳洲高等法院在 Stevens v. Sony 案據以從
嚴解釋「科技保護措施」的邏輯，畢竟賦予著作權人以科技保護措施保著作之權
利的最初衷，僅係為幫助保護著作權人之著作在電子化與科技發展迅速的時代免
於被輕易盜版的命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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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電腦程式著作之著作權契約爭議
Wrenn and another v Landamore
COURT OF APPEAL (CIVIL DIVISION)
[2008] EWCA Civ 496, (DAR Transcript: Wordwave International Ltd (A Merrill
Communications Company))
9 APRIL 2008

壹、案情摘要
被告 W 個人與原告 L 簽署合約，原告 L 為被告 W 提供第三方的音響裝置連接
到豪華轎車電子系統的電子介面，為此原告 L 應向被告 W 收取包含其軟體的電
子介面的計時費用和權利金。在此指前被告 W 經營一家一人公司（ICD），而
被告 W 要求原告 L 為該公司開立發票，原告 L 也確實開出發票。後來雙方關係
惡化，因為原告 L 向被告 W 要求支付未付清之權利金，而被告 W 則要求取得原
始碼。為了解決他們的意見分歧，雙方協議成立合資公司（IMMS），其中被告
W 和原告 L 各持股百分之五十，所有與其業務有關的智慧財產權都分配到該公
司上。ICD 並不是該協議的一部分。IMMS 是個陷入僵局的公司，並不是該訴訟
程序的一部分。

貳、訴訟爭點
（1）於被告 W 係以個人名義與原告 L 締約，而非代表 ICD 之情形，初審法官
是否錯誤的判定其所應承擔的法律責任?以及（2）既然判定被告 W 為該電腦程
式之專屬授權被授權人，其救濟之方式是否合理?

参、法院判決
（1）儘管原告 L 曾經開發票給被告之公司(ICD)，原告 L 開立的發票也在 ICD
的帳目中獲得證實，且締約雙方身分的書面證據並不一致，法官還是有權判定，
被告 W 個人對該電腦程式著作之原始創作人 L 有未付權利金的責任。（2）無論
被告 W 擁有何種專屬授權，他的一切權利已被後續協議分配到 IMMS 上，故不
得再為主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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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訴被駁回。

肆、案例評析
電腦硬體本身若沒有軟體的存在，則無法發揮其功能。日常生活中各式各樣的電
腦軟體，均係由電腦程式工程師發揮其智慧與創意所創作，我國著作權法將「電
腦程式著作」列為受保護的標的，賦予包括著作人格權與著作財產權在內的兩大
類型著作權，並於權利遭侵害時提供各種保護規定。內政部於民國八十一年六月
十日所公佈之「著作權法第五條第一項各款著作內容例示」公告中，將所謂的電
腦程式著作定義為：『包括直接或間接使電腦產生一定結果為目的所組成指令組
合之著作』。同時，著作權法基於調和社會公共利益、促進國家文化發展的立法
目的，對使用者亦給與於一定條件之下有「可以不經著作權人同意即可自由利用
著作」的合理使用活動空間。
由前述的著作權法相關規定與函釋可知，電腦程式確實是屬於著作權法所賦予享
有著作權的著作之一，並且我國著作權主管機關對於電腦程式也企圖以一較為彈
性的文字加以描繪電腦程式在法律上的定義與範圍。從條文之文字敘述可知，只
要能夠使電腦產生一定結果的指令之組合，在法律上即屬於所謂的電腦程式。電
腦程式如果符合著作權法上對於電腦程式的定義，則必然於該程式完成時同時取
得著作權。因此，在電腦程式著作權契約當中，經常會發生糾紛的就是該電腦程
式的著作權歸屬問題。
我國就此有論者指出，面對電腦程式的著作權歸屬問題，可能須考慮以下幾種情
形：(1)程式撰寫者是否與出資人與聘僱人為同一人？(2)是否有其他約定，以規
範著作權之歸屬？或(3)是否分別約定著作財產權之擁有人與著作人格權之擁有
者？以及(4)是否約定出資人或聘僱人為著作人？和(5)該程式是否屬於職務上工
作所產出之成果？613
本案之原告即是就其所撰寫的電腦程式著作權歸屬而與被告發生著作權之爭訟，
此時法院所須考量者，即為雙方之間是否成立僱傭關係，以及雙方之契約應如何
解釋之問題。此外，若雙方可成立僱傭關係，原告之創作是否屬於職務上工作所
產出之成果？在在均是法院所要一層層為之判斷者。
觀察本案法院之判決可以發現，英國法院在實務上亦是採取相同之法理，換言之，
其判決之邏輯也同樣係以雙方是否成立僱傭關係與契約之解釋著手，進而探討在
雙方的契約關係下，是否得認原告之創作屬於職務上之工作產出成果。而本案法
院在審視雙方所提供之證據後認定，由於雙方的契約已將該著作之相關權利分配
613

古清華，電腦程式著作權契約實務要點，http://www.laws.com.tw/computer.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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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後續雙方所協議成立的合資公司中，故就此被告即不得再為主張其為專屬被授
權人，同時，由於雙方於初始之契約中即以協議被告將支付原告計時費用與權利
金，是以原告對被告之債權關係，並不受後續的權利分配協議影響，兩者乃為不
同之協議與法律關係，法院因此而駁回被告之上訴。
本案如發生在我國，依我國著作權法之規定，若無「一方出錢請另一方創作」的
情形，創作者就是「著作人」，自著作創作完成時起享有著作人格權及著作財產
權。但若是一方出錢請另一方創作之情形，則須分成「受雇人的職務上著作」或
「出資聘人完成的著作」兩種情形來判斷，前者應適用著作權法第11條的規定來
判斷著作人和權利歸屬614，後者則適用著作權法第12條615。
在區分上，若雙方具有上下關係，受雇人須聽從雇用人指示工作，則應屬「受雇
人的職務上著作」的情形，適用著作權法第11條之規定。就此有學者認為著作權
法第11條，係用以規範受雇人職務上著作之著作權關係。「受雇人」主要係指公
司員工、公務員、獨資或合夥之受雇用之人，或其他任何具有雇佣關係之受雇用
之人，此一雇佣關係，不以有書面契約、有無辦理健保為要件，也不問是正式或
非正式員工、工讀生，只要在實質上有雇佣關係者，均屬之616。同時，學者也指
出，依著作權法第11條之規定受雇人職務上完成的著作，除了以受雇人為著作人，
享有著作人格權，而其著作財產權歸雇用人外，如要作特別約定，僅可約定由雇
用人為著作人，享有著作人格權及著作財產權，或在以受雇人為著作人情形下，
依第二項但書，約定著作財產權歸受雇人外，不可以約定由雇用人以外的他人為
著作人，或由他人享有著作財產權。此外，依此約定僅得為著作人之約定，以及
整個著作財產權的歸屬作約定，不得約定不同的著作人格權或著作財產權分別由
受雇人及雇用人享有617。
但若出錢方與創作者之間彼此是獨立的個體，則屬「出資聘人完成的著作」的情
形，應適用著作權法第12條的規定。惟此處值得注意者，乃係經濟部智慧財產局
於中華民國89年5月30日曾於(89)智著字第89004285號解釋函中指出，受聘人為
公司的時候，必須先依著作權法第11條第1項但書規定，先和該公司的受雇人約
定以公司為著作人，因此，出資人就無從再適用第12條第1項但書規定來和受聘
公司以約定讓出資人成為著作人。惟因著作人格權不能讓與，著作人雖擁有著作
614

我國著作權法第 11 條規定：
「受雇人於職務上完成之著作，以該受雇人為著作人。但契約約
定以雇用人為著作人者，從其約定。依前項規定，以受雇人為著作人者，其著作財產權歸雇用人
享有。但契約約定其著作財產權歸受雇人享有者，從其約定。前二項所稱受雇人，包括公務員。」
615
我國著作權法第12條則規定︰「出資聘請他人完成之著作，除前條情形外，以該受聘人為著
作人。但契約約定以出資人為著作人者，從其約定。依前項規定，以受聘人為著作人者，其著作
財產權依契約約定歸受聘人或出資人享有。未約定著作財產權之歸屬者，其著作財產權歸受聘人
享有。依前項規定著作財產權歸受聘人享有者，出資人得利用該著作。」
616
章忠信，著作權法逐條釋義，
http://www.copyrightnote.org/crnote/bbs.php?board=11&act=read&id=15
617
同前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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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格權，但著作財產權之歸屬卻以移轉而為他人所有，故我國也有學者稱之為「複
雜的變化球」618。
在本案之情形，由於原告與被告之間為解決該權利歸屬問題，雙方在訴訟前原有
一協議成立合資公司，而將所有與業務有關之智慧財產權之所有權歸於該公司，
法院即就此表示既然雙方已經以契約之方式將權利歸於合資公司所有，則原被告
雙方所爭執之著作權歸屬便應依該契約約定而為決定。另一方面，原告作為原始
著作人之權利（人格權）也仍存在，被告對其仍負有支付權利金的責任，是以法
院認為對此並無爭議，而判決被告仍應對原告給付權利金，而後續的相關權利則
應依其契約協議而由合資公司享有。

618

陳錦全，著作權案例彙編，經濟部智慧財產局
http://www.tipo.gov.tw/ch/MultiMedia_FileDownload.ashx?guid=89f6ee79-b8b8-4d39-9592-2b9494c
1a7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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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怠於主張著作權是否影響原告對共同著作的權益
Fisher v Brooker and another
COURT OF APPEAL, CIVIL DIVISION JUDGMENT: APPROVED BY THE
COURT FOR HANDING DOWN (SUBJECT TO EDITORIAL CORRECTIONS)
[2008] EWCA Civ 287, [2008] All ER (D) 73 (Apr), (Approved judgment)
4 APRIL 2008

壹、案情摘要
普洛柯哈倫樂團成立於 1967 年。樂團由四名成員組成，其中包括原告，是樂團
的風琴手，以及第一被告，樂團主唱與鋼琴手。雙方已簽署管理協議，且會議記
錄差不多在協議簽署後立即展開。樂團排練的其中一首名為「A Whiter Shade of
Pale」（音樂著作）的歌曲，是由第一被告作曲。這首歌演練數次之後，數處被
重新編寫，增添了八小節的風琴獨奏（下稱系爭著作）。系爭著作於 1967 年 5
月發行。樂團與第二被告簽署唱片錄製協議，協議規定前者將收取如唱片錄製與
出版等之權利金，而後者則取得音樂著作和錄音著作的著作權。原告於 1969 年
8 月離開樂團，樂團的夥伴關係因此解散。當時原告放棄歌曲權利金是基於未來
將不再收取其他唱片權利金的認定基礎上；但他的權利，特別是他的譜曲作品出
版的權利金，將不受影響。該著作後來受到歌迷熱烈推崇，不斷被視為史上最偉
大的歌曲之一。因此，原告之外的所有前樂團成員皆從權利金中獲得巨額的金錢。
直到 2005 年 4 月為止，原告並未告知第一或第二被告，他希望對其前樂團成員
賺取的權利金追加償金，或主張其對系爭著作擁有的共同著作權。面對原告的索
賠要求，被告則特別根據默示、懈怠、延宕和所有權人禁反言等衡平抗辩原則提
出抗辯。
經過審理後，初審法官判決：（1）原告是系爭著作的共同作者，因為八小節的
風琴獨奏可算是「對整個作品特殊與重要的貢獻」；（2）原告是系爭著作的共
同著作權人，占有比例估定在百分之四十；（3）被告對系爭著作的使用授權已
於 2005 年 5 月 31 日撤回（亦即 唱片首版發行 38 年後），以及（4）未來必須
進行關於系爭著作在 2005 年 5 月 31 日之後的使用與授權的損失調查。
被告提出上訴，認為初審法官的見解錯誤，因為原告提出索賠要求時，已有過多
無可辯解的延宕。

貳、判決理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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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在這些情況下，被告關於延宕的陳詞並不影響原告對系爭著作著作權的份
額(共同擁有的部分)。依據初審法官的判定，原告顯然對系爭著作的整體創作有
貢獻。 因此，給予原告系爭著作共同著作權的宣告將維持不變。
（2）觀察原告自始至終的整體行為，允許他成為系爭音樂著作的共同著作權人，
並撤銷默示授權，這是不公平的。初審法官應更廣泛的審酌抗辯陳詞中的延宕原
則，原因有三。首先，38 年來，原告默默地在一旁觀看，並且默示，這是為何
被告將全部著作權視為己有，並且行使作品的商業開發控制權，而完全沒有提及
他，或是給他報酬。其次，原告的默示行為是導致他尋求行使系爭著作著作權的
商業開發控制權是不合理且不公平的。共同利益和默認撤銷宣告的組合聲明，將
使原告透過對被告下達最終強制令，而取得未來商業開發控制權。最後，當默示
授權因為默許而成為不可撤回，原告不能要求著作權侵權的賠償損失，亦不能向
收取授權金的公司要求份額，或取得未來支付權利金的任何權利，以作為授與系
爭著作著作權使用明示授權的費用。
基於這些原因，本院將撤銷初審法院判決之第二，第三和第四項聲明。

參、法院判決
上訴將部分受理。允許部分上訴。原判決[2006] All ER (D) 306 (Dec)部分撤銷。

肆、案例評析
大致而言，本案例是關於共同著作權人之間的紛爭。首先，法院先釐清原告是否
係系爭著作之共同著作人。初審法院與上訴法院均肯認原告對於系爭著作之創作
有一定程度的貢獻，且與著作不可分離，因此認定原告是系爭著作之共同著作權
人。接而討論原告怠於主張權利的默示授權行為是否影響原告對共同著作的權益。
對於此點，上訴法院和初審法院有截然不同之見解。
易言之，此案例主要的爭點是在於原告怠於行使共同著作權人的權益之行為，是
否導致原告對於共同著作權益受到影響。首先，對於原告長期怠於主張共同著作
著作權的行為，上訴法院以及初審法院均認定原告默不作聲的行為，構成默示授
權。其次，分歧點在於上訴法院和初審法院對於原告在經過長達 38 年默不作聲
的期間後，是否可以撤回默示授權。初審法院肯認之，但上訴法院則以數點理由
駁斥。
從維持法秩序安定之層面而言，筆者認同上訴法院之見解，因為原告明知被告因
系爭著作而獲利，但卻在長達 38 年的時間從未對此提出索取權利金的主張，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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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讓被告產生自身對系爭著作擁有全部著作權或是原告默示授權的認知，若是認
為原告長時間的默示授權可以撤回，將嚴重影響法秩序。舉例而言，A 廠商販售
商品給 B 業者，明知 B 業者為促銷甲商品而在網頁刊登甲商品之圖片卻默不作
聲，仍提供該商品予 B 業者進行販售，顯已默示授權重製619。A 廠商日後若對 B
業者當時的重製行為提出告訴，顯然異於常理且影響法秩序的安定。再者，法諺
有云：「法律幫助的是警覺的人(指關心自己權利的人)，而非怠於行使自己權利
的人」
（Leges vigilantibus, non dormientibus, subveniunt.）
，原告索取權利金的主張
難謂有足夠理由。
就我國而言，以筆者搜尋我國法院案例之經驗620，未見與本案例相同事實之判決，
或許因為重點在於權利金之分配，所以共同著作權人間已達成協議而未進入司法
程序。日後，若有相似案件發生，本案例上訴法院之見解應可供司法機關或相關
單位參考。

619
620

經濟部智慧財產局，電子郵件 980721 解釋函。
以「默示授權&共同著作」當關鍵字在司法院法學資料檢索系統搜尋，未有所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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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表演人在著作權法上之表演權利
Experience Hendrix LLC v Purple Haze Records Ltd and others
COURT OF APPEAL (CIVIL DIVISION)
[2007] EWCA Civ 501, (Transcript: Wordwave International Ltd (A Merrill
Communications Company))
24 MAY 2007

壹、案情摘要
上訴人針對初審法院之判決提出上訴。該判決係關於法院對一位在 1988 年著作
權、設計和專利法制定之前去世的演藝人員的表演權利作成之判決。
該演藝人員是位著名的歌手暨吉他手。該演藝人員受到本案關注的表演是在英國、
瑞典，和美國等地舉行。被上訴人宣稱此表演享有表演權利，且尋求對這些侵害
表演權利的行為作即決判決。
初審法院（[2005] EWHC 249 (ch) [2005] EMLR 18）認為依據 1988 年著作權法
第 180 條第 3 項之規定：
「本篇賦予之權利適用於本篇施行前之表演， 但於施行
前籌備或完成之行為，不視為係侵害該等權利。」，系爭表演權利可適用 1988
年著作權法第三篇關於表演權利之規定。其次，系爭表演曾在瑞典演出，依據第
181 條之規定具備受著作權保護之資格。第三，根據第 191 條權利存續期間之規
定，系爭表演仍在存續期間而應受到 1988 年著作權法之保護。初審法院判決被
告（亦即本案之上訴人）敗訴。第二審法院（[2006] EWHC 968 (Ch); [2006]
E.M.L.R. 25）亦肯認初審法院之見解。
上訴人主張：（1）修訂前的 1988 年著作權、設計和專利法並不保護表演者在法
令生效前即逝世的表演；該法第 180 條並未賦予權利給表演者的個人代表；如果
該法確實有賦予這些權利，那麼，問題的困難所在將是如何對資產已遭清盤的「使
用表演」進行調查；該法令的解釋不應應用在法令制定前的事件上；（2）受保
護的表演必須曾經在能賦予其保護資格與條件的國家表演過，過去曾經在瑞典和
美國表演過並不足以構成這樣的條件；（3）初審法官錯誤的認定，被上訴人的
索賠主張為有理由，沒有任何被抗辯的可能性。

貳、判決理由
（1）在 1988 年著作權、設計和專利法（下稱 1988 年著作權法）頒布前，演藝
人員有強制執行民事法規的權利，以保護他的經濟利益，並且該權利可以已讓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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給他的個人代表。議會不可能企圖剝奪逝世演藝人員的權利，因為議會已明確考
量了這些權利應該存在的期限，亦即從表演開始的 50 年之間。如果該權利只有
在 1988 年著作權法生效時，演藝人員仍然活著的狀況下才能存在，則 1988 年著
作權法會明文訂定此一要件。1988 年著作權法的起草者顯然已意識到「創作者」
死亡的時間會影響權利存在與否的可能性，但 1988 年著作權法並未作這樣的規
定。1988 年著作權法顯然是具有溯及既往效力的，受到過去行為和約定的限定
性條件所約束。整個 1988 年著作權法的第二篇是以現在式書寫，但是卻適用於
過去已經發生的表演。合理解讀第二篇規定，應認知到過去也同時指涉著其脈絡
要求之處。如果該權利可以回溯性的賦予一個「人」，而這個人已經去世，那麼
這些權利就可以透過法律的運作，讓與給他個人的代表。若資產已經清盤，而且
無法為表演使用找到可以取得調查結果的人，應向著作權審議與調解委員會（the
copyright tribunal）取得「使用表演」之授權。1988 年著作權法應被適切的解釋
為，不管演藝人員在世或去世，修訂前的法令亦保護他的經濟利益以及資產。修
訂後的 1988 年著作權法，按照歐盟 1992 年 11 月 19 日訂定「有關出租權、出借
權 及 智 慧 財 產 領 域 中 之 與 著 作 權 有 關 之 相 關 權 利 指 令 (Council Directive
92/100/EEC of 19 November 1992 on rental right and lending right and on certain
rights related to copyright in the field of intellectual property)」、歐盟「統一著作權
保護期間指令」（Council Directive 93/98/EEC of 29 October 1993 harmonising the
term of protection of copyright and certain related rights）以及與貿易有關之智慧財
產權協定（Agreement on Trade-Related Aspects of Intellectual Property Rights，簡
稱 TRIPS）的解釋，並沒有剝奪 1988 年著作權法生效前即去世的演藝人員的權
利。議會不可能只顧及在 1988 年著作權法生效與修訂之間活著的演藝人員。
（2）
在 1988 年著作權法頒布之前，除了英國與歐洲經濟共同體的現有成員之外，沒
有任何國家是法令中定義的「賦予資格條件的國家」。因為第 180 條第 3 項明確
表示該法適用於正式開演前的表演，如果該國家必須在表演日期賦予資格條件，
則該條款將會限制性地對他國產生效力。上訴人對於「賦予資格條件的國家」的
詮釋應包括違反 TRIPS 規定的英國。美國與瑞典都在侵權行為發生時成為賦予
資格條件的國家。（3）根據此證據，初審法官認為無索賠抗辯之可能的判斷是
正確的。

參、法院判決
上訴被駁回。

肆、案例評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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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國 1988 年著作權、設計和專利法於 1989 年 8 月 1 日增訂第二篇「表演方面的
著作權」（Rights in Performances）的規定，在 2006 年彙整第二篇分成四章，包
括「第一章 導引」、「第二章 經濟權利」、「第三章 人格權」以及「第四章 保
障及延伸之資格與釋義」，對表演人權利的保護有較我國著作權法來得周延的法
律規範保護。本案例主要涉及的議題是關於對表演人權利的保護。上訴法院在列
舉數點理由後，肯認初審法院的見解。上訴法院認為如果權利保護只有在 1988
年著作權法生效時，表演人仍然生存的狀況下才能存在，則 1988 年著作權法會
明文訂定此一要件，但是議會未在第 180 條增加此一限制。其次，綜觀 TRIPS
與歐盟的規定亦能得知前述結論。第三，1988 年著作權法第 180 條第 3 項明文
規定「本篇賦予之權利適用於本篇施行前之表演，但於施行前籌備或完成之行為，
不視為係侵害該等權利。」，上訴法院認為所以上訴人之主張為無理由，上訴駁
回。
我國著作權法第 3 條對於「表演」或「表演人」並未加以定義，但是第 7 條之 1
第 1 項規定：「表演人對既有著作或民俗創作之表演，以獨立之著作保護之。」
換言之，表演人對「既有著作」或「民俗創作」之詮釋「表演」才受保護，且將
「表演」視為「著作」之一種而應能以著作人格權與著作財產權加以保護；至於
表演人具較高之創作性質之詮釋表演，若符合「戲劇、舞蹈著作」之定義者，顯
可依「戲劇、舞蹈著作」之相關規定受到法律保護621。
我國是在民國 87 年增訂第 7 條之 1 第 1 項規定：
「表演人對既有著作之表演，以
獨立之著作保護之。」立法理由：
「所謂『表演』係指對既有著作以演技、舞蹈、
歌唱、彈奏樂器或其他方法加以詮釋。由於不同之表演人對著作有不同之詮釋，
亦具創意，故與貿易有關之智慧財產權協定 (TRIPS) 第十四條第一項規定會員
應保護表演人之表演，爰增訂如上。」嗣後於民國 92 年修正成現行條文。從立
法理由可證我國立法者認為不同之表演人對著作有不同之詮釋，亦具創意應予保
護，必然有考量增訂前表演者之表演應受保護，所以本案例之情形若發生於我國，
筆者認為應可採行上訴法院之見解而予以適用我國現行著作權法之規定，表演人
對「既有著作」（歌曲）之表演以獨立之著作保護之，因此表演人即是「表演著
作」的著作人，而著作財產權之存續期間是存續於著作人之生存期間及其死亡後
五十年。
此外，表演人在我國亦享有著作權法第 22 條第 2 項規定「表演人專有以錄音、
錄影或攝影重製其表演之權利。」
；第 26 條第 2 項前段「表演人專有以擴音器或
其他器材公開演出其表演之權利。」不過，同條項之但書規定「但將表演重製後
或公開播送後再以擴音器或其他器材公開演出者，不在此限。」則對此權利範圍
加以限縮。
621

章忠信，表演人權利之保護，參閱網址 http://www.copyrightnote.org/paper.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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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來，我國著作權法關於表演人權利保護議題，較多討論者是電視戲劇、綜藝
節目高頻率重複播送扼殺演藝人員的生機問題622。關心此一議題的立委余天曾於
2009 年 12 月 15 日發表「表演人著作權授權契約範本」
，主張藝人擁有表演著作
權，契約內容包括電視台重播戲劇，須付藝人酬勞；節目製作單位須先付藝人車
馬費等，保障藝人工作權623。然而，回歸現實面考量，演藝人員往往是在簽訂表
演契約方面是處於弱勢的一方，因為須依附電視台或製作公司供應的表演機會而
生存，並因情勢所迫，通常會簽屬聲明放棄日後相關權益的契約。

解決此一問題可從法律、市場與契約等方面著手，有鑑於智慧財產權國際公約，
比如羅馬公約第 7 條以及 TRIPS 第 14 條規定關於表演人權利的保護，本文認為
應可從法律層面著手，建議仿照英國立法例於我國著作權法彙整與增修關於表演
人權利保護之專章規定，包括列明表演人權利的種類、存續期間和表演錄製物的
權利歸屬等方面，同時審思我國著作權法第 24 條第 2 項：
「表演人就其經重製或
公開播送後之表演，再公開播送者，不適用前項規定。」，關於表演錄製物再次
播送的規定是否符合時代需求或需加以調整，以提供表演人較為完善的權利保障
以促進文創產業的發展，並符合國際保護表演人權利的趨勢。

622

藝人重播節目 政府束手無策，醒報新聞，2009 年 4 月 14 日，參閱網址
http://www.awakeningtw.com/awakening/news_center/show.php?itemid=4814
623
余天護表演著作權 盼約定重播付費，中國時報，2009 年 12 月 16 日，參閱網址
http://taiwanpatent-ip.blogspot.com/2010/01/blog-post_14.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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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具有雷同情節之小說是否構成侵害著作權
Baigent and another v Random House Group Ltd
COURT OF APPEAL (CIVIL DIVISION)
[2007] EWCA Civ 247, (Transcript: Wordwave International Ltd (A Merrill
Communications Company))
28 MARCH 2007

壹、案情摘要
上訴作者們（B）對（[2006] EWHC (Ch) 719 [2006] E.M.L.R. 16）判決提出上訴，
根據此判決，被告公司（R）出版的小說「達文西密碼」（下稱 DVC）並沒有侵
害他們的「聖血和聖杯」（下稱 HBHG）一書的著作權。該書是一本極具原創性
的語文作品，其著作權目前還存在著。
HBHG 是一本非小說類的書籍，書中提出一個理論，認為耶穌的血脈傳承不僅倖
存下來，而且在五世紀時，已與梅羅文加王朝的血統結合。DVC 是一部偵探小
說，也是關於耶穌的血脈傳承。該書作者（D）開始書寫 DVC 之前，曾與其配
偶投注時間從事相關的調查研究。D 承認在某個階段曾經使用 HBHG 的材料。
B 認為 D 使用 HBHG 的核心主題，作為 DVC 一書的寫作基礎，並且抄襲 HBHG
相當多的內容。法官認為，雖然 HBHG 內有數個核心主題元素，該書並沒有一
個真正的核心主題，再說，如果它真有個核心主題，並且這個核心主題被抄襲，
這只不過是「對許多事實與概念相當一般性的見解」罷了，無法構成受到著作權
保護的對象；另外，這並不是 HBHG 一書的重要部分。
B 則認為，HBHG 有個核心主題，並且該書的著作權因為其核心主題受到大幅抄
襲而被侵害。

貳、法院判決
上訴被駁回。正如法官所判定，D 在寫作 DVC 的一些篇章之時，有機會接觸
HBHG，並在此階段挪用了 HBHG，書中的部分相關內容是依據該書的材料寫成
的。HBHG 的相關內容，亦即數個核心主題元素，也可以在 DVC 書中找到。然
而，法官對此作了正確的定論，認為 D 從 HBHG 擷取的內容幾乎等同於非常抽
象的廣義命題，以至於失去著作權保護的資格，因為它不是 HBHG 的作者在創
造作品時，應用技能和勞力所得的成果。在思想和表達的界線間，它做了錯誤的
判斷。在任何情況下，雖然相關的核心主題元素都在兩本書中出現，B 的訴求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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決於，一些核心主題的特徵經過抽象化後作了重新組合之後，他提出的核心主題
是否算是 HBHG 一書的核心主題，有足夠的資格條件成為該作品的重要部分。
法官有權認定該核心主題根本不是 HBHG 的主題，這只不過是一些在 HBHG 書
中挑選出的特徵，為了法庭的辯論目的而收集整理起來，並不是真正在閱讀整本
書後得到的心得。此外，法官有權駁回 B 的論點，反對該核心主題是 HBHG 的
重要部分，而且他沒有必要為此結論提出任何進一步的解釋，不管是哪些元素，
就算有從 HBHG 抄襲的跡象，他們並不等於該書的實質重要部分。

參、案例評析
本案之被告丹布朗乃係知名小說「達文西密碼」(The Da Vinci Code)的作者，而
其作品的成功除了在改編成為電影躍上大銀幕之餘，他的另外四本小說也在
2004 年初的同一周內，同時登上「紐約時報」的暢銷書排行榜。一時間，成為
了眾多媒體關注的焦點，除了先後被美國有線新聞網（CNN）、美國之音（Voice
of America）、美國國家廣播電台（National Public Radio）、今日秀（The Today
Show）等邀請上節目成為嘉賓，他也接受了多家雜誌採訪，其中不乏「時代周
刊」（Times）、「GQ」（GQ）、「新聞周刊」（Newsweek）、「人物」（People）、
《紐約客》（The New Yorker）等知名的雜誌。迄今為止，其小說已被翻譯成了
40 多種文字在全世界出版，在台灣則被出版商封為「全球驚悚小說之王」624。
本案之原告則為美國的作家理查雷伊(Richard Leigh)與培金(Michael Baigent)，他
們在 2006 年 2 月前在倫敦高等法院提出訴訟，指控藍燈書屋(Random House)出
版，丹布朗創作的「達文西密碼」，抄襲他們在 1982 年出版的作品「聖血與聖
杯」(The Holy Blood and the Holy Grail)因此對藍燈書屋與丹布朗提起侵害著作權
訴訟。
本案提出之後，蔚為各界討論，在判決前我國即有學者指出「除非雷伊與培金能
證明丹‧布朗創作的「達文西密碼」引用「聖血與聖杯」中的文字『表達』或『改
作』，如果僅能證明使用的是後者的『觀念』或『構想』，就很難構成成立侵害
著作權625。」本案之法院亦表示：「『聖血與聖杯』並沒有一個中心脈絡，丹布
朗的『達文西密碼』並未抄襲『聖血與聖杯』，同時『達文西密碼』在本案受到
擬歷史作品作者的仔細研究，然而如果小說家們必須讓其作品受到這樣的檢視，
將是不對的事。」因此而駁回原告的訴訟請求626。

624

引自維基百科 http://zh.wikipedia.org/wiki/%E4%B8%B9%C2%B7%E5%B8%83%E6%9C%97
章忠信，達文西密碼的致勝秘密----「觀念」引用或「改作」？
http://www.copyrightnote.org/crnote/bbs.php?board=2&act=read&id=121
626
此外，特別值得一提的花絮是，本案承審法官史密斯在長達 71 頁的判決書中也用斜體字隱藏
了自己的密碼，而這組密碼已被一名律師利用《達文西密碼》書中提及的斐波那契數列（Fibonacci
6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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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我國著作權法（下稱本法）第10條之1規定，著作權之保護僅及於該著作之表
達，而不及於其所表達之思想、程序、製程、系統、操作方法、概念、原理、發
現，本條說明的是「概念與表達區分之原則」，即著作權所保護者為著作之表達
形式（例如：以具體文字所表達的小說、論文等語文著作），而不是表達所隱含
之概念(包含思想、程序、製程、系統、概念…等)，也就是說「概念」不具獨占
性，非屬本法保護之對象。因此著作權人固得禁止他人以重製、改作等方式利用
其著作，但不能壟斷其創作所運用之概念，亦即不能禁止他人以相同概念，另為
獨立表達。由於「概念」不受本法之保護，因此縱使他人之創作，係運用相似或
相同概念，但如係以不同之方式「表達」，則該「表達」仍可另成為一新著作而
受本法之保護。
例如本案所系爭之小說情節，依據「概念／表達二分法」如確係以自己之表達方
式完成之著作(獨立創作之結果)，即使功能原理相同，仍得視為獨立之著作，而
應受本法保護，縱使作者有其他參考之來源，但依其文字闡述之概念，創作藝術
價值之作品(例如美術著作)，仍屬利用語文著作闡釋之方法或概念，並未利用語
文著作本身文字之表達，仍不會涉及重現著作內容之行為，與著作權之侵害無關。
類似之見解可見於經濟部智慧財產局電子郵件1000413b函釋；同樣的在經濟部智
慧財產局電子郵件980710a也採取相同之立場，該函釋指出「依本法取得之著作
權，其保護僅及於該著作之表達，而不及於其所表達之思想、程序、概念、原理、
發現等，亦即著作權所保護者為著作之表達形式，而表達形式有「外面之表現形
式」與「內面之表現形式」。「外面之表現形式」，係將著作人之思想以語言、
文字、色彩、聲音、影像加以表現，使人客觀感覺其存在；而「內面之表現形式」，
則對應著外面之表現形式，與外面之表現形式密不可分，存在於著作人內心之ㄧ
定思想之次序，例如小說故事中人物之性格及情節發展。因此，利用他人電影中
之「人物角色」倘已達概念的表達程度，則似會涉及著作權問題。通常而言，如
模仿原著作中人物、風格、形式、內容而另行創作，即會涉及「改作」他人著作
之行為，除有合理使用情形外，應經著作財產權人授權，始得為之。但如就原著
中人物一、兩個角色人物，僅仿其人名，但其性格、情節均不相同，則尚無侵害
著作權之問題627。」
這個判決再一次揭櫫著作權保護觀念表達而非觀念本身的原則。我國另也有論者
指出，這案例若發生於我國，應會有相同的判決結果，因著作權法第 10 條之 1
規定：「依本法取得之著作權，其保護僅及於該著作之表達，而不及於其所表達
之思想、程序、製程、系統、操作方法、概念、原理、發現。」，亦即，我國與
sequence）數學公式破解，謎底是「傑基費雪，你是誰？無畏戰艦（Dreadnought）」
，原來史密斯
法官是在向他一向景仰的皇家海軍上將費雪致敬，此舉不啻大大改觀英國法官保守古板的刻板印
象，更令人莞爾。詳參，徐佳姿，從英國「達文西密碼」乙案簡介我國著作權法規定 ，亞信國
際專利商標事務所，http://www.mission.com.tw/news-view.asp?idno=228。
627
詳參經濟部智慧財產局函釋，電子郵件 980710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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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多數國家相同，對於著作權的保護，係保護「表達」，而此原則旨在維護公益，
使思想與觀念等文化財得以散布與傳承628。
本案之判決凸顯著作權法中「概念／表達二分法」在著作權侵害與否的判斷之重
要性，歷來所有的創作大抵都是建立在前人的基礎之上，民國初年的法學者吳經
熊先生便嘗言：「一切創作也無非選擇，選擇得當便是創作。」629人人都能說故
事，同樣的題材與概念許多人都在使用；但如何能將故事說的精彩，如何得以自
己的方式而為表達，這才是本事，也才是著作權法所給予保障的對象。

628

徐佳姿，同註619。
吳經熊，＜淺析“民國民法”的價值觀與中國傳統價值觀的差異＞，氏著《法律的三度空間論》，
轉引註自習榮華編，《中國法學論著選輯》，（台北：漢林出版社，1977 年），頁 2。
6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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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相似之電腦遊戲場景是否侵害著作權
Nova Productions Ltd v Mazooma Games Ltd and others; Nova Productions Ltd
v Bell Fruit Games Ltd
COURT OF APPEAL (CIVIL DIVISION)
[2007] EWCA Civ 219, [2007] RPC 589, [2007] EMLR 427 (Transcript: Wordwave
International Ltd (A Merrill Communications Company))
14 MARCH 2007

壹、案情摘要
上訴人（N）對法院撤銷他對被告（X）提出的著作權侵權訴訟的判決（[2006]
EWHC 24 (Ch), [2006] E.M.L.R. 14）提出上訴。
N 享有一個以撞球運動為基礎的電腦遊戲著作權。N 指控 X 製作的遊戲侵害其
美術著作（Artistic work）的著作權，包括點陣圖圖像以及電腦產生並顯示給使
用者的對話框，文字著作，以及是設計者的備註說明和他為了執行遊戲而寫的程
式。法官認為，兩者的遊戲有一些相似處，但 X 並沒有對 N 的遊戲的美術著作
或語文著作（Literary works）作重大的抄襲。特別是，法官發現 X 所取用的一
些想法與 N 的程式設計者投注的技能和努力的關聯甚小，也不構成 N 所謂的語
文著作的表達形式，因此這並不構成歐盟 1991 年電腦程式法律保護指令（Council
Directive 91/250/EEC of 14 May 1991 on the legal protection of computer programs）
規定著作權保護的對象。
N 認為，（1）雖然 X 沒有重製任何個別圖形框架，但是有一系列顯示撞球桿與
和球的圖形是從其遊戲內的一個重要藝術元素重製而來的；（2）法官在什麼構
成系爭著作的「重大部分」這點上作了錯誤的判斷，而且，既然他發現遊戲有些
被重製之處，他應該發現，其中相當重要的一部分已被重製；（3）只有概念是
程式裡的「元素」（element）時，歐盟 1991 年電腦程式法律保護指令才會將之
排除在著作權保護之外。

貳、判決理由
（1）1988 年著作權、設計和專利法（下稱 1988 年著作權法）第 4 條第 2 項「美
術圖形著作」（Graphic work）的定義規定之各項事物，包括一系列的繪圖是一
系列的美術圖形著作，而不是一個單一的美術圖形著作。繪圖不是因「系列」而
享有著作權或受到保護。（2）並沒有所謂只要發現有重製（copying）的狀況，
就必然是擷取原作重大部分的一般性原則。與享有著作權之著作的雷同處和不重
要小細節的侵權嫌疑是指出抄襲行為的起點，但單靠這些細節並不能表示有重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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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重製行為產生。法官沒有作錯誤的判斷。（3）歐盟 1991 年電腦程式法律保護
指令很清楚地指出，電腦程式作為一個整體，包括了其籌備設計工作，只有「概
念」是不受保護的。歐盟 1991 年電腦程式法律保護指令的意義還必須按照與貿
易有關之智慧財產權協定（Agreement on Trade-Related Aspects of Intellectual
Property Rights，簡稱 TRIPS）的規定來解釋，該協定奠定了一個積極的規則，
認為著作權保護不能延伸到概念上。法院考量電腦程式的事實並不表示設定該程
式應執行哪些工作的單純「概念」不會被排除在外，而認為它跟著作的性質毫無
關聯。系爭著作是一個電腦程式，具有運作必需的一切編碼；一般性的想法只是
與這一點有些許相關性而已。一個由一些概念組成的概念還只是一個概念，不能
構成著作權保護的對象。法官判定 N 的概念啟發了 X 遊戲的某些方面，但這個
概念過於籠統，並不能等同於 N 遊戲的實質的重要部分。只是藉由模擬其他程
式來寫一個程式，但絲毫沒有涉及重製圖形著作的任何程式碼，這是合法的。

參、法院判決
上訴被駁回。

肆、案例評析
本案例處理的議題是電腦遊戲重製侵害的侵權爭議認定問題，上訴法院藉由探究
「概念/表達二分法」處理本案之重製侵害爭議。上訴法院認為被上訴人雖受到
上訴人著作之啓發而有所創作，雖兩者之電腦程式著作有相似之處，然相似之處
僅是概念之表現而非表達之重製，也非著作之重要部份。再者，即使有重製之情
形(俗稱抄襲)但不必然是侵害著作權。
本案所剖析的「概念/表達二分法」（the idea/expression dichotomy doctrine）是著
作權法處理著作權侵害爭議的重要原則，亦是著作權法的基本法理，著作權僅保
護表達而不保護概念，避免因賦予少數人專屬權利造成壟斷而有礙國家社會文化
之進步和知識之傳遞。我國著作權法第 10 條之 1 即訂有明文：
「依本法取得之著
作權，其保護僅及於該著作之表達，而不及於其所表達之思想、程序、製程、系
統、操作方法、概念、原理、發現。」從我國司法實務判決，台灣高等法院八十
年度上易字第五七四二號刑事判決：「著作權法所保護者為著作之原創性，如著
作人在參考他人之著作後，本於自己獨立之思維、智巧、技匠而推陳出新創造出
另一獨立創作，該作仍不失為原創性，並不因其曾經受他人創作之影響而有差異，
否則不僅拘束創作人之思維、構想，亦將嚴重影響文藝美術之發展」，以及台灣
高等法院台中分院在八十年度上字第三五七號民事判決：「按著作權所保護者是
著作人獨立創作之作品，該作品來自著作人獨立的表達方式，只要作品彼此間均
來自獨立之表達而無抄襲之處，縱然雷同，亦不過巧合罷了，仍均受著作權法之
保護，不得僅以客觀上之雷同類似，就認定主觀上有抄襲情事，因觀念在著作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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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上並無獨占之排他性，人人均可自由利用，源出相同之觀念或觀念之抄襲均無
禁止之理。」均可看出我國司法實務亦與本案之上訴法院秉持同一態度與見解。
電腦程式著作是近代科技發展而產生的新形態著作類型之一，我國著作權法第
11 條第 1 項所稱之著作，係指語文；音樂；戲劇、舞蹈；美術；攝影；圖形；
視聽；錄音；建築以及電腦程式著作，共計十種。並於同條第 2 項規定前述各款
著作例示內容，由主管機關訂定之。據此，「著作權法第五條第一項各款著作內
容例示」定義之電腦程式著作，則是「包括直接或間接使電腦產生一定結果為目
的所組成指令組合之著作」。經濟部智慧財產局表示所謂指令之組合，係指一系
列之指令，其間有一定之邏輯順序關係，能命令電腦產生一定之結果或解決特定
之問題630。以「電腦程式著作」而言，即是電腦程式以原始碼或目的碼等方式表
達者方屬之，因此不包括該電腦程式所產生之系統管理、使用、操作、維護等「功
能」631。
換言之，一般通稱的電腦軟體，除「電腦程式」（即程式指令）外，尚包括「程
式描述」（即以文字、圖解或其他方式所做的完整程序性表達）和「支援電腦程
式的輔助文件」（即程式指令的輔助資料，如使用手冊和其他說明文件）等部分
632
，也就是說電腦軟體不等同於我國著作權法所稱之「電腦程式著作」，後者之
範圍較小633。所以釐清電腦軟體中哪部分係屬著作權法保護之電腦程式著作，也
是法院在認定著作權侵害爭議所需處理之重點。
此外，觀察目前業界實務而言，往往可以發現許多電腦遊戲軟體在畫面的呈現上
有許多相似之處，例如本案系爭「美術圖形著作」（Graphic work）（亦即地圖）
的著作權侵害爭議，或是人物特徵相同，比如精靈的特徵尖耳朵、天使的特徵白
色鳥羽毛翅膀所引發的著作權侵害爭議。事實上，以地圖而言，圖形的繪製表達
因有一定的規則或基本要素須遵守以致必然產生相似之感，也就是說在某些情形
下，概念的表達方式是有限的(limited number of ways)，甚至除此之外別無其他
表達方式(only means)。對於此一情形，著作權法發展出「概念/表達合併原則」
(The merger doctrine of idea and expression)，在一定情形下，概念與表達合併而不
可分離(inseparable)、不可分辨(indistinguishble)，進而不予保護特定表達方式以
利知識之傳遞和文化之發展。爾後，「概念/表達合併原則」衍生出「必要場景」
(Scenes a Faire) 原則，係指在處理特定主題時，實際上必然須採用某些眾所周知
或一定之事件、角色、場景，雖該事件、角色或場景之表達方式與他人有所雷同

630
631
632
633

參閱經濟部智慧財產局，台(80)內著字第 8073629 號解釋函。
參閱經濟部智慧財產局，電子郵件 920812a 解釋函以及智著字第 09700041640 號解釋函。
參閱經濟部智慧財產局，電子郵件 951102c 解釋函。
陳錦全 著，電腦程式著作篇，經濟部智慧財產局，2006 年 8 月，頁 10。
302

之處，可是卻係表達該特定主題之標準方式，因此採用此特定的表達方式不構成
著作權侵害634。
筆者認為在現今研發應用程式的熱潮下635，往後關於電腦遊戲軟體的著作權侵害
爭議必然增多，建議業者和創作者、司法機關或相關單位在處理此類侵害爭議時，
審慎考量「概念/表達二分法」
、「概念/表達合併原則」以及「必要場景」原則，
以預防司法淪為相關產業打擊對手的私人武器，以及阻礙文創產業與新興電腦科
技的發展之惡果發生。

634

羅明通，著作違法抄襲之判斷基準－兼談電腦軟體著作權之侵害，參閱網址
http://www.ascc.sinica.edu.tw/nl/86/1315/05.txt
635
APP 熱 軟體應用人才需求大增，聯合新聞網，2011 年 9 月 25 日，參閱網址
http://udn.com/NEWS/BREAKINGNEWS/BREAKINGNEWS6/6612053.s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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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電腦軟體之著作權侵害
Point Solutions Ltd v Focus Business Solutions Ltd and another
COURT OF APPEAL (CIVIL DIVISION)
[2007] EWCA Civ 14, (Transcript: Wordwave International Ltd (A Merrill
Communications Company))
23 JANUARY 2007

壹、案情摘要
原告 P 為一電腦軟體供應商，其業務在於為金融服務業提供可以建立並使用電子
申請表格的軟體。被告 F 則是該市場具有主導地位的供應商。P 和 F 簽訂了一項
外包協議，根據此協議，P 承包 F 的工作，並可以使用它的一些軟體產品。外包
協議到期後，F 要求 P 確認它沒有利用任何 F 的軟體去開發 P 的產品。P 則否認
任何抄襲行為，並表示願意由 F 付費，在雙方彼此同意的獨立專家面前，作自願
性揭露。關於將此事交付專家處理之事宜，雙方都有一些進展，但 P 後來則論定
F 一直無所作為，以至於延宕處理程序，P 並且進行訴訟，發表一項未侵權聲明。
F 的立場則是，它沒有足夠的證據來了解是否 P 的軟體侵害了 F 的著作權。雙方
同意在沒有任何專家證據的狀況下接受審判。初審法官認為，P 沒有分擔可能的
權衡之責任來證實其軟體是一個獨立設計的產品。P 則認為，法官錯誤地判定，
P 未在可能性的權衡的基礎上證實它建立的產品沒有抄襲 F 的軟體，P 因此提出
上訴。

貳、判決理由
基於法官有權認定，法院應該謹慎地看待 P 的兩個主要證人提出的證據，而且法
院無法信任兩造對事實的描述是否完整而準確。此外，法院還有權斷定，P 未能
在可能性的權衡的基礎上，證實所有內含 P 軟體的個別著述作品，無論是 P 或
其分包商所寫，都沒有抄襲或改編自任何 F 產品的相應部分。P 沒有指出所有曾
經參與軟體寫作的人員的身分，也沒有請他們出來作證。就此，法官沒有曾經參
與開發 P 產品的人員提供的證據。只有證據表明分包商實質性的貢獻，但沒有證
據顯示他們對 F 軟體的使用。另一方面，雙方之間達成的協議，沒有提供任何證
據來協助法官判定軟體是否以不同語言寫成，而使抄襲之認定困難重重或毫無意
義可言，無法幫助法院判定是否掌握 F 產品結構的知識可能成為發展 P 產品的
跳板。
（由法庭共同議決）就 F 是否主張侵權之議題，若 P 在此問題上獲得勝訴，F 將
被要求退回該聲明，且不得再重複此侵權的訴訟主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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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法院判決
上訴被駁回。

肆、案例評析
關於電腦程式是否得成為著作權法的保護客體，早期曾有爭議存在。而此種爭議
之產生乃緣由於各國制訂著作權法之初，並未預見到電腦軟體的發展，傳統見解
上認為著作權法保護的是著作人精神創作之成果，並且必須屬於文學、藝術等領
域之創作，但在科技的發展之下，電腦軟體是給機器運作的，是否足以展現人類
之精神創作，抑或僅屬於技術思想成果而應由專利法保護，似乎未臻明確636。
直到美國國會在 1974 年設立「著作權新技術使用委員會」（簡稱 CONTU ），
研究電腦程式成為著作權保護客體的可行性，並於 1978 年提出最終報告，美國
國會更進而依照上述報告修正其著作權法，將電腦程式定義於第一章，率先以著
作權法保護電腦程式後，世界各國亦紛紛採之，1996 年的世界智慧財產權組織
著作權條約（The WIPO Copyright Treaty，以下簡稱 WCT）第四條更明文規定電
腦程式屬於伯恩公約第二條意義底下的文學著作 ，必須賦予相關之保護。故目
前對於電腦程式係為著作權保護之客體一事，國際間已達成一定之共識。現今世
界各國大多已不再籠統的就電腦程式之全部均賦予著作權的保護，而須視各個副
程式或組成元件是否符合著作權要件，分別決定是否給予保護。
一般來說，電腦程式可以分為文字部分及非文字部分，文字部分例如原始碼與目
的碼，可受著作權法保護；但非文字部分，例如結構、次序等等，就存有較多爭
議637。我國現行著作權法於第五條第一項第十款仍將電腦程式著作為我國所保護
之著作類型之一，至於電腦程式著作的認定，內政部於民國八十一年六月十日所
公佈之「著作權法第五條第一項各款著作內容例示」公告中，將所謂的電腦程式
著作定義為：『包括直接或間接使電腦產生一定結果為目的所組成指令組合之著
作』。是以無論該電腦程式係以原始碼或目的碼方式呈現，亦無論其由何種程式
語言撰寫，只要它是得以「直接或間接使電腦產生一定結果為目的所組成指令組
合」，又符合著作權法之保護要件者，就可以受到著作權法之保護。
在本案所爭議的電腦程式著作是否有抄襲之判斷上，依據台灣高等法院台中分院
八十年度上字第三五七號民事判決稱：「所謂抄襲，乃係剽竊他人的著作當作自
己所創作，認定抄襲之要件有二：1.接觸，2.實質相似」。我國有學者認為，是

636

林惠文，淺談我國對電腦程式著作之保護，
http://www.copyrightnote.org/crnote/bbs.php?act=read&board=35&id=38
637
同前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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否構成著作違法抄襲的判斷基準，被告須有近用(access)原告之著作；被告之作
品與原告之著作有實質相似(substantial similarity)；以及實質相似部分必須為著
作之「表達」(expression)而非僅屬著作之「構想」(concept)或「觀念」(idea)本身
638
。
如依上述之見解，就是否有近用著作之可能，本案中由於雙方曾有合作關係，而
被告又係長期於業界提供該項服務之主要供應商，是以依社會通念，應有「合理
之機會」(reasonable opportunity)或「合理之可能性」(reasonable possibility)得以
接觸系爭著作之內容。
就其是否有實質相似之部分，我國之學者指出，應合併考量質與量之觀點分析，
並認為所謂實質相似應不以文字之相似為必要639。是以在電腦程式方面，包涵程
式之結構(structure)、次序(sequence)、及組織(organization)等之非文字表達的電
腦程式著作，依據上開之見解，也同樣受到我國著作權法的保護。
惟本案很可惜的是，法官並未獲得雙方之舉證。原被告雙方之間達成的協議，沒
有提供任何證據來協助法官判定該系爭之軟體是否以不同語言寫成，而使法官無
以據之判定是否構成實質相似而有抄襲之可能，因此無法做出對原告有利的判
決。

638

羅明通，著作違法抄襲之判斷基準－兼談電腦軟體著作權之侵害，《資訊法律專題》
http://www.ascc.sinica.edu.tw/nl/86/1315/05.txt
639
同前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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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語文著作重製權之侵害
London General Holdings Ltd and others v USP plc and another
COURT OF APPEAL (CIVIL DIVISION)
[2005] EWCA Civ 931, (Transcript: Smith Bernal)
22 JULY 2005

壹、案情摘要
上訴人（L）是一提供金融服務的公司，他們對法院要求他們支付被告（U）著
作權侵權賠償金的命令提出上訴。被告是著作權所有人，也是他們的競爭對手。
U 提出交互上訴。L 參與一項新計劃之經營，為家庭電器零售商提供延伸保固。
L 從第二被告那裡取得一個重要的計劃契約，該文件的宗旨是為未來計劃提供一
個契約樣本。L 並與第二被告簽署與之相關的保密協議。原始樣本的著作權後來
歸 U 所有。該契約樣本由 L 經手修改，但最終版本則忠實地反映原始契約文件
的實質內容。L 保存了最終版本的電子版，這個版本以及其副本即是本案中為 U
所指控，認為此一文件侵害了 U 的著作權。
L 與一個客戶交易時曾經使用了這個契約範本，並將它寄交給律師以聽取建議。
L 還在與新客戶（P）的數個談判中使用它，將之再次披露給同一律師、P 以及
其律師。此時，L 和 U 雙方也同時正在競爭，企圖取得 P 的業務。P 表示，它傾
向於 L 的投標出價，最後，U 為了取得合約，降低了它報價：它減少 15,000 英
鎊的執行費，再加上其他的削價，整個計劃執行下來，其利潤虧損高達 111,720
英鎊。結果 U 取得合約，但 U 則向 L 要求損失賠償。法庭判定 L 應支付總數 126,720
英鎊的損失賠償金，即 U 的利潤損失加上 15,000 英鎊的名目版權金。L 認為 U
同時取得損失賠償金以及著作權授權金作為其利潤損失之補償，已經從雙重賠償
中受益，因為所有的侵權行為皆歸咎於 L 最初使用了該契約文件範本的行為。
L 則主張，基於可預見性和缺乏因果關係之理由，該損失並不是它違反著作權所
造成。U 則認為，如果 L 上訴成功，且 U 並無法藉由賠償金彌補其利潤損失，
那麼它應獲得 40,000 英鎊的損失賠償金，彌補它全額執行費用的損失，且該受
權金額應該增加。

貳、法院判決
法院允許上訴與和交互上訴的請求，認為（1）L 關於雙重賠償的說法是個錯誤
的認定。侵害著作權的重製物可投入多種用途，其中每一個用途都可能引發損失
賠償的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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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如果損失賠償的要求不能歸咎於任何違反著作權之行為，這不是基於 L 提
出之理由，而是因為它超出了著作權法賦予的保護範圍。上訴的真正問題所在是，
違反著作權所造成的損失應該以何種理由得到賠償。若著作權之著作是個書面文
件，則違反著作權的行為尚包括未經授權而使用該契約之實際文本。它不包括竊
盜文中可找到的想法。至於有關 P 的這些事實，與 U 的想法不同的是，事實上
U 並沒有遭受到範本實際契約在未經授權的使用下所造成的損失。法院判給它的
利潤損失賠償金之裁決暫且擱置。
（3）完整執行費用之償還並不合乎道理，但 15,000 英鎊的著作權授權金賠償費
用只考慮到第一個侵權行為，這個金額還必須提高，才算考慮到後來的侵權行為
之賠償。此評估只是個簡略而迅速的計算，因為它必須在從未發生的交易上去估
算可能的價值。該賠償金額以著作權授權金的名義，提高到 35,000 英鎊。

參、案例評析
本案原被告雙方所爭執者，乃為一業務文件範本之著作權而起，因此本案的的一
個問題在於，業務上之文件是否可為著作權之標的？按商業習慣上所簽訂之各項
業務所用之文件如契約範本等之擬訂，亦須智慧之投入，當然可以成為著作而受
著作權法之保護。
本案第二個爭議點則在於，使用他人有著作權的文件作為範本而為簽約之用，是
否侵害著作權？此際，則須考量，「使用」他人有著作權的文件為範本之行為態
樣究竟為何種使用？就重製他人擬訂之文件範本，作為與其他廠商簽約之用的部
分，可能構成侵害重製權。但我國有學者認為若是使用著作財產權人印製好的契
約與其他廠商簽約，未有重製他人契約之行為，例如，購買文具行印製好的出賃
契約，作為租賃簽約之用，並不會構成侵害重製權640。
然而，下一個要問的問題則在於，重製他人所擬訂之文件範本而為簽約使用，這
裡的「重製」應如何解？傳統著作權法中所認為的「重製」，必須係將著作內容
再現於有體物上相當期間，以可供眼見耳聞、重製及傳播641。美國著作權法第
101 條規定：「『重製物』係指以現在已知或未來發展出來之任何方法，將著作
固著於錄音物以外之實體物，使該著作之內容可以供直接或藉由機械或設備之幫
助而被感知、重製、或其他傳播。」642我國著作權法第三條第一項第五款則將重
製定義為以印刷、複印、錄音、錄影、攝影、筆錄或其他方法直接、間接、永久
或暫時之重複製作。至於所再現之著作內容，祇要能被人類所眼見耳聞、重製及

640

章忠信，契約是否屬於著作權保護標的，
http://www.copyrightnote.org/crnote/bbs.php?board=3&act=read&id=147
641
Nimmer on Copyright, §8.02[B], David Nimmer, Melville B. Nimmer, 1996.
642
17 U.S.C.§1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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傳播，不問其是否係借助機械或設備之幫助而達成，均得屬於重製之範圍。我國
著作權法除了在例舉之重製方法外，並加上「或其他方法有形之重複製作」等語，
亦應足以使其他各種再現著作內容之行為被包括於「重製」之定義中。要而言之，
所謂的「重製」應係指將著作內容「再現」而使得他人得以見聞、重製及傳播者。
惟本案被告將他人之文件作為範本，推出自己的版本並與他人訂約之行為，是否
符合此處之「重製」定義，尚有疑問。
從本案之事實而言，原被告雙方雖就該文件簽訂了保密協議，係爭之契約文件則
經被告之修改，原告則指控該修正過的版本忠實地反映原文件的實質內容故而侵
害其著作權。就此，本案法院對是否構成重製的問題並未言明，但仍可從其判決
理由中窺見一二，上訴法院認為：「若著作權之著作是個書面文件，則違反著作
權的行為尚包括未經授權而使用該文件之實際文本。它不包括竊盜文中可找到的
想法。」法院並且說：「事實上原告並沒有遭受到範本契約在未經授權的使用下
所造成的損失。」因此可以推估，法院就該契約範本是否構成重製之情形，應係
予以否定，認為被告所使用的新契約版本並未對原告的原始契約範本構成侵害。
事實上，著作權法所保護的標的乃為「表達」，使用該些契約中的概念、想法，
若被告係以自己之方式而另為表現，法院則認為並不構成著作權侵害，此乃著作
權法中的「概念／表達二分法」之彰顯。
另一方面，本案並未談及若係擷取他人擬訂之契約部分條款而為自己的契約內容
應如何處理之問題。就此，是否得以抗辯其為合理使用？還是便因此構成實質上
的「重製」而侵害著作權？我國有學者認為，則應視其利用情形依我國著作權法
第六十五條第二項關於「合理使用」所定的各項標準判斷之643。
無論如何，由於世界各地的商業交易來往頻繁，定型化契約的範本乃係業務上所
常見的契約文件，小自租賃契約大至國際貿易都可見到其蹤影，但其內容是否受
到著作權法的保障，則較少為人所注意，本案之爭議則凸顯了在商業貿易上，契
約條款的著作權爭議與實務意見，亦值得吾人參酌。

643

章忠信，同註 6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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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運動員相片貼紙是否受著作權保護
Football Association Premier League Ltd and others v Panini UK Ltd
COURT OF APPEAL (CIVIL DIVISION)
[2003] EWCA Civ 995, [2003] 4 All ER 1290, [2004] 1 WLR 1147
11 July 2003

壹、案情摘要
被告公司在英國境內發行銷售描繪知名足球運動員的收藏貼紙。每個貼紙的正面
印有足球隊員的攝影圖像以及他的名字。在貼紙上，大部分的球員均以穿著足球
隊球衣的樣貌顯現，且在球衣上印有俱樂部的徽章和英格蘭超級足球聯賽的標
誌。
原告（Football Association Premier League，FAPL）曾授權過一個足球隊的官方
貼紙和照片專輯集冊的生產許可。透過該授權， FAPL 代表英格蘭超級足球聯
賽的各俱樂部授予許可權的持有者官方團隊之紋飾與標誌之獨占使用權，並授予
其在貼紙與相冊的產品製造過程中，複製該紋飾與標誌的權利。訴訟程序是由
FAPL 所提出，被授權人以及若干英格蘭超級足球聯賽俱樂部則試圖要求強制令
之執行，以制止被告所出版發行且侵害其著作權的貼紙與攝影專輯之流通。被告
則辯稱，根據 1988 年著作權、設計和專利法（下稱 1988 年著作權法）第 31 條
的規定，在藝術作品中附帶納入一件具有著作權的著作並不構成對該著作的侵
權。
初審法官裁定，1988 年著作權法第 31 條關於「附帶納入」一詞的運用帶有某種
不經意、次要的意味。他授予該強制令，並認定納入徽章的舉動很顯然地不是件
偶然的事故，因為徽章是該藝術作品的一部分，而該藝術作品的整組商品則包含
了職業足球員的照片。這正是被告刻意做的事情，畢竟如果不是為了這個徽章，
它就不會將完整的圖片印製在商品上。被告對此提出上訴。

貳、法院判決
上訴法院認為，針對被告之主張，考察 1988 年著作權法第 31 條的第 1 項上下文
脈絡中所謂的「附帶性」的問題關鍵在於了解，著作權據稱受到侵害的作品（作
品「A」）被納入受到侵權指控的照片（作品「B」）中的原因究竟為何。要回
答這個問題，必須客觀地審視衡量作品「B」是在何種境況下被創造的。
問題的答案並不在於詢問創造那個形象的個別僱員或拍攝照片的攝影師的主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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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圖。然而，解決這一問題時，沒有理由不能考慮作品「A」為何會被引入作品
「B」的商業原因與任何審美因素。很顯然地，第 31 條的第 1 項以及第 3 項若
一併考量，「附帶納入」一詞的意義在第 1 項的脈絡中，並不局限於不經意的，
或是非蓄意地將某些東西納入其中。若真是如此，則第 3 項涉及如視聽或廣播中
偶然出現的音樂，或是背景音樂等的這項規定將是多餘的。但在本案中，既然創
造球員在貼紙上或攝影專輯中呈現的影像目的在於製作能吸引收藏者的東西，也
就是球員穿著其俱樂部球衣的影像，而且既然該影像的真實性取決於是否在該影
像中納入具有著作權的個別俱樂部的徽章和 FAPL 的標誌，那我們就不能認定這
個納入具有著作權的著作到自己作品中的行為是附帶發生的。

肆、法院判決
上訴駁回。

伍、案例評析
本案爭訟之焦點在於被告所製造並販售流通的運動員相片貼紙上有原告著作權
的運動俱樂部標誌紋章存在，事實上，本案之原告英格蘭足球超級聯賽（Football
Association Premier League，FAPL）乃為國際上知名的運動賽事組織，其旗下球
隊隊徽及運動員的照片均極具商業價值，而被告在未經授權的情形下擅自取得該
些照片並將其製成相片貼紙並為販售，並且抗辯其所販售地該些相片貼紙上有原
告著作權之徽章出現乃係出於「附帶納入」，就此，法院認為案件之問題並非在
於探究該擷取影像者的主觀意圖，而應該自其使用該些照片的目的而為考量，換
言之，由於被告使用這些照片的目的在於製作此類上有球員穿著其俱樂部球衣的
影像照片，藉以吸引收藏者的目光，法院認為如此一來便無論如何也不能稱之為
「附帶納入」，是以駁回被告的上訴請求。
另一方面，本案被告之抗辯也引發出吾人思考著作權法在論定是否構成侵權上的
認定問題，是否有「附帶使用」(incidental use)的適用？易言之，被告得否抗辯
其照片上出現該些有著作權的俱樂部標幟乃係一種「附帶納入」？
所謂的「附帶納入」，通常係指在報導時事的過程中，對於在現場出現、且無法
不觸及的他人著作，往往發生為進行報導之目的而不得不使用之情形。對於這種
對著作不得不利用之型態，屬於對著作作品的「附帶使用」，由於從新聞實務觀
點來看，新聞所要求者乃為時宜性。及時之報導(timely report)是促使新聞傳播活
動不斷進步之原因；對於採訪現場所接觸之著作，難以等到利用人一一取得授權
再為撥出或報導，是以著作權法將其規範為一種「合理使用」的概念。例如我國
我國著作權法中，與「新聞報導對著作之利用」直接相關之條文，主要為第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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條與第52條。前者為對報導中所接觸著作之利用，後者則著重於報導對著作之引
用644。其中，我國著作權法第49條「報導得利用他人著作之條件」，亦有論者將
之稱為「附帶使用」645。
按我國著作權法第49條之規定：「以廣播、攝影、錄影、新聞紙、網路或其他方
法為時事報導者，在報導之必要範圍內，得利用其報導過程中所接觸之著作。」
我國學者有認為，本條是關於時事報導的合理使用規定。在利用主體方面，並無
限制，只要符合「時事報導」之目的，任何人均得為之。所謂「時事報導」，係
指當日所發生之事實的單純報導，如就新聞時事另製作新聞性節目，就新聞事件
做專論報導、評論等，則不屬於本條所稱之「時事報導」情形，惟可依第五十二
條合理使用之規定，為報導之必要，在合理範圍內，「引用」已公開發表之著作。
646

我國實務上，對著作權法第49條此一條文之見解，依智慧財產局93年09月13日電
子郵件930913函釋：「按該條文規定之構成要件必需是為『時事』之報導者始得
在報導中之必要範圍內，利用其報導過程中所接觸之著作，並非所有之報導均可
適用該條而主張合理使用，除非所利用的報導屬於『時事報導』，否則，即難以
適用著作權法第四十九條的規定。」此外，智慧財產局93年11月24日電子郵件
931124函釋也指出：「著作權法（下稱本法）第四十九條所稱『時事報導』，係
指單純為傳達事實的『新聞報導』；至『新聞評論』，則是就單純之新聞事件加
上個人意見之論述。因此，電視台新聞部之記者就當日所發生之事實的單純報導，
屬於本法所稱之『時事報導』，在報導之必要範圍內，得利用其報導過程中所接
觸之著作；如就新聞時事另製作新聞性節目，就新聞事件做專論報導、評論等，
則不屬於本法第四十九條所稱之情形，惟可依本法第五十二條合理使用之規定，
為報導之必要，在合理範圍內，得『引用』已公開發表之著作。」由上開學理與
實務意見，可見實務上與學理上對於該項利用係屬合理使用並無不同之解釋，然
而這些立法與解釋例均僅係針對「新聞報導」而言，惟本案所爭議者，乃為被告
所拍攝並販售的運動球賽明星相片貼紙，此際被告得否主張其相片貼紙中出現原
告所擁有著作權的俱樂部標誌乃為一種合理使用的「附帶納入」則仍有待討論。
對於此一問題，或許吾人可援引美國的著作權法作為解套的一種方法，按美國著
作權法並未針對此類時事報導之附帶使用，設置獨立法條，蓋以美國著作權法第
107 條 合 理 使 用 之 規 定 概 括 處 理 647 。 學 者 Nimmer 則 將 此 類 情 形 稱 之 為
644

我國著作權法的合理使用規定，與新聞媒體較明顯相關者，有第四十九條(報導得利用他人著
作之條件)、第五十二條 (得引用他人著作之條件)、第五十六條(廣播電視得錄製他人著作之條件)、
第六十一條(媒體時論之轉載或播送)。此外在第九條(著作權標的之限制)第一項第四款，有特定
著作不受保護的相關規定。
645
詳參黃怡騰，著作權法上合理使用原則之研究，國立政治大學法律研究所博士論文，頁 466。
646
章忠信，著作權法逐條釋義，
http://www.copyrightnote.org/crnote/bbs.php?board=11&act=read&id=58
647
美國著作權法第107條：
不論第 106 條及第 106A 條如何規定，有著作權著作之合理使用，包括重製為重製物或影音著
作或該條所定之其他使用方法，為批評、評論、新聞報導、教學(包括為課堂使用之多數重製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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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ackground Shot」648，意即在背景拍到他人的著作。此處不限於視覺上的拍攝，
亦包含聲音的錄製。而另一位美國的學者Lessig則在其著作在《誰綁架了文化創
意》一書中舉出影片製作人瓊‧艾爾斯(Jon Else)之紀錄片案例649，一般而言，紀
錄片被定位為電影藝術創作，而非普遍定義中的「新聞報導」，但學者認為本案
例仍然可以主張合理使用而不侵害該被記錄片中被引用人之著作權650。
要而言之，由於在美國的著作權法架構下係以合理使用處理類似的問題，因此無
論係「附帶納入」、「附帶使用」或是論者所謂之「Background Shot」適用的範
圍將不只限於「時事報導」，故而本案之係爭問題如果發生在美國，則可能會有
大不同之處理方式。可惜的是本案法院與原被告兩造均並未提及「附帶納入」
(incidental use)此一法理，無得窺見英國法院實務上對於本案是否得以就該些係
爭運動員之相片，因運動員穿著其所屬球隊球衣，其上必然有該俱樂部徽章無法
避免其利用而得主張有合理使用之適用空間。
惟著作權法之立法目的，乃係鼓勵創作與藉由新的創作投入以提升社會經濟活力
的原則，並可見諸於我國著作權法第一條之條文：「為保障著作人著作權益，調
和社會公共利益，促進國家文化發展，特制定本法」。此規定即揭示了除以著作
人之權益保障外，社會公共利益與國家文化發展亦是法律所欲兼顧之其他目標，
而其本質上並非全然對立衝突之立場。換個角度看，本案之原告所主張被侵害者，
僅因被告所製造販售的該些運動員相片貼紙上有其擁有著作權的俱樂部標幟，而
尋求法院之禁制令禁止被告產品之販售流通，是否是一種藉由著作權的保護而為
干涉他人經濟活動的著作權濫用（copyright misuse）？尚值得吾人深思。

學術、或研究之目的者，非屬著作權之侵害。於特定個案決定著作之使用是否為合理使用，其考
量之因素應包括 ：
(1)使用之目的及性質，包括該使用是否為商業性質或為非營利教育之目的。
(2)該有著作權著作之性質。
(3)就設有著作權著作之全體衡量，被使用部份之質與量 。
(4)其使用對該有著作權著作之潛在市埸或價值之影響。
於考量前開因素時，如著作尚未公開發表者，並不當然排除合理使用之認定。
中譯文參考經濟部智慧局網站，http://www.tipo.gov.tw/ch/index.aspx
648
See MELVILLE B. NIMMER & DAVID NIMMER, NIMMER ON COPYRIGHT, at
13-230.17(2008)
649
Lawrence Lessig，劉靜怡譯，誰綁架了文化創意，早安財經文化，2008 年，頁 146。
650
參閱Lawrence Lessig，前引註書，類似本案的合理使用認定問題，該書作者建議參考RICHARD
A. POSNER WITH WILLIAM F.PATRY, FAIR USEAND STATUTORY REFORM IN THE WAKE
OF ELDRED(20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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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新聞報導自由是否得作為侵害著作權之抗辯
Ashdown v Telegraph Group Ltd
Court of Appeal
2001] EWCA Civ 1142, [2002] QB 546
July 18 2001

壹、案情摘要
原告保有他擔任某個重要政黨領導人時所寫的日記，意圖於日後出版。之後，他
交出該領導人之地位，著手準備該出版材料，並在絕對機密的境況中，將之出示
給報刊與出版社。材料內容包括 1997 年 10 月為時一分鐘的一個特別重要政治會
議的記錄。該為時一分鐘的記錄副本落入被告報刊的政治版編輯手中，且該報刊
於 1999 年 11 月 28 日出版了數篇與之相關的文章，並逐字地大量引述那一分鐘
會議記錄。原告對被告提出訴訟，宣稱他違反保密責任，並侵害著作權，原告並
尋求禁制令與損害賠償或提交利潤帳目。法院判決原告勝訴，理由是，考慮一項
侵害著作權的可起訴事件是否已發生，或者考量此違約事件適當的補救措施之時，
法院應考慮到歐洲人權公約（the European Convention for the Protection of Human
Rights and Fundamental Freedoms）第 10 條651款所賦予的言論自由，就如安排在
1998 年人權法案（the Human Rights Act 1998）中的計劃，此條款要求法院對每
宗個案的事實給予個別考量，以評估歐洲人權公約第 10 條之規定所產生的影響。
法院判決原告勝訴，因為被告在訴訟中的抗辯無法成立，且在此之外沒有其他令
人信服的理由讓侵權訴訟部分接受法院之審判。被告提出上訴。

貳、判決理由
法院認為，（1）雖然 1998 年人權法案第 12 條652沒有要求法院特別著重該條第
（4）項述及之言論自由之相關事項，而只是強調必須顧及歐洲人權法理學特別
651

Article 10：1. Everyone has the right to freedom of expression. This right shall include freedom to
hold opinions and to receive and impart information and ideas without interference by public authority
and regardless of frontiers. This article shall not prevent States from requiring the licensing of
broadcasting, television or cinema enterprises. 2.The exercise of these freedoms, since it carries with it
duties and responsibilities, may be subject to such formalities, conditions, restrictions or penalties as
are prescribed by law and are necessary in a democratic society, in the interests of national security,
territorial integrity or public safety, for the prevention of disorder or crime, for the protection of health
or morals, for the protection of the reputation or rights of others, for preventing the disclosure of
information received in confidence, or for maintaining the authority and impartiality of the judiciary.
652
Article 12（Freedom of expression）：(1) This section applies if a court is considering whether to
grant any relief which, if granted, might affect the exercise of the Convention right to freedom of
expression. (2) If the person against whom the application for relief is made (“the respondent”) is
neither present nor represented, no such relief is to be granted unless the court is satisfied — (a) that
the applicant has taken all practicable steps to notify the respondent; or (b) that there are compelling
reasons why the respondent should not be notified. (3) No such relief is to be granted so as to restrain
publication before trial unless the court is satisfied that the applicant is likely to establish tha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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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視言論自由的脈絡，只有在極少數情況下才可能會出現言論自由的權利與
1988 年著作權、設計和專利法（下稱 1988 年著作權法）提供的保護發生衝突的
情形，即使該法令中有一些特殊的例外；在這些情況下，法院必須盡可能地以顧
及言論自由權利的態度來審酌 1988 年著作權法之規定，法院因此有必要仔細地
研究個別案件之事實；而且，在多數情況下，法院僅僅只是拒絕禁制令的酌情濟
助，這就已經足夠，但是法院須要同時認識到，如果報刊認為有必要複製其他個
人原來使用的確切言詞，原則上它應賠償作者此舉對作者所造成的一切損失，或
向他提交利潤帳目，明示重製其著作所得來的一切利潤。
（2）公眾利益抗辯面對 1988 年著作權法第 171 條第 3 項所規定之違反著作權事
項之時，在何種情況下前者可能會優先於著作權，這很難精確地列出類目或作確
切的定義；自 1998 年人權法案生效之後，在一些少見案例中，顯示公眾利益戰
勝了 1988 年著作權法所賦予的權利，這當中有最明顯的落實言論自由權利的公
眾利益存在；並且，雖然 1988 年著作權法第 171 條第 3 項因此允許公眾利益辯
護之提出，但是以公眾利益作為重製享有著作權之著作之形式的正當理由，而非
以其作為包含在著作內之資訊內容的正當理由，這將是相當罕見的狀況。
（3）上訴遭駁回，理由是雖然重製原告的確切詞語並未屬於 1988 年著作權法第
30 條第 1 項所規定的合理使用的例外，因為這些詞語的重製並非是意圖將這機
密的一分鐘當成著作，為了批評或評論它所作的重製，而只是批評或評論其中所
描述的行動；且與本案相關的會議舉行於文章發表的前兩年，但是由被告指出的
問題有助於闡明該會議中持續的公眾利益，因此，系爭報刊的目的是以第 30 條
第 2 項提及的報導時事新聞為宗旨，是毫無疑問的；但是，雖然這當中可以接受
的是，被告對原告自身之言詞有限制地引用確實有其正當性理由，可是其重製程
度之大卻沒有任何可商榷的正當性理由，這很顯然地是以新聞之名，進一步地增
加被告的商業利益；惟毫無疑問，因第 10 條之規定，所以被告可從中使用原告
的著作權中獲利，而無需支付補償金。

參、法院判決
上訴駁回。原判決 [2001] Ch 685; [2001] 2 WLR 967; [2001] 2 All ER 370 確認。

肆、案例評析

publication should not be allowed. (4) The court must have particular regard to the importance of the
Convention right to freedom of expression and, where the proceedings relate to material which the
respondent claims, or which appears to the court, to be journalistic, literary or artistic material (or to
conduct connected with such material), to (a) the extent to which (i) the material has, or is about to,
become available to the public; or (ii) it is, or would be, in the public interest for the material to be
published; (b) any relevant privacy code. (5) In this section — “court” includes a tribunal; and “relief”
includes any remedy or order (other than in criminal proceeding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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無論是言論自由或是，從言論自由衍生而來的新聞自由，法律賦予保護的原因當
中包含了極大部分的公眾利益考量，著作權法賦予著作權人私益的專屬權利保護，
因此兩者間必然極易產生衝突。據此，著作權法為顧及公眾利益以及資訊的傳遞，
在著作權法制中為公眾保留了合理使用的空間。前述的公眾當然也包含了傳達事
實之新聞媒體業者，因此我國或是英國均在著作權法以時事報導做為合理使用著
作的理由。然而，著作的使用是否「合理」即是法院審理此類著作權侵害爭議必
須釐清的要點所在。
本案例是英國某位政黨領導人在擔任要職時所寫的關於職務上是物的私密日記，
在其接洽出版社之際，其中一個特別重要政治會議的記錄副本在極機密的情況下
被某報刊取得，該報刊於 1999 年 11 月 28 日出版了數篇與之相關的文章，並逐
字地大量引述系爭會議記錄。上訴法院主要基於公眾利益的考量並審慎審酌歐洲
人權公約第 10 條和 1998 年人權法案第 12 條關於「言論自由」的規定，以及 1988
年著作權法第 30 條第 2 項關於時事報導的合理使用規定之後，確認原判決，駁
回上訴。
上訴法院基於保護公眾利益(民眾知的權利)以及言論自由（或新聞自由）作出本
判決，筆者認同法院和位公眾權益之立場，不讓私益(著作權)的保護優先於公眾
利益（言論自由）。以筆者本身之觀點而言，筆者認為系爭會議記錄之性質應屬
事實之記載，非屬著作權保護之標的，當然若紀錄中參雜紀錄者融入個人情感與
創意的表達之部分，誠屬個人之創作應能取得著作權之保護，撇開此部分不論，
報刊即使逐字大量引用屬事實之記載的會議紀錄應不構成著作權侵害。
若此案例發生於我國，依照我國著作權法關於時事報導之規定，第 49 條：「以
廣播、攝影、錄影、新聞紙、網路或其他方法為時事報導者，在報導之必要範圍
內，得利用其報導過程中所接觸之著作。」據此，即便系爭會議記錄被視為著作，
依據本條之規定，報刊在「必要範圍」內予以使用應可免除侵權疑慮，然何謂「必
要範圍」，筆者認為可從「除此之外無其他佐證資料」、「佐證程度」（亦即該
著作對證明報導真實性之重要程度）以及「擷取範圍」（系爭著作對於原著作整
體之使用的「質」與「量」）來考量。此外，何謂「時事報導」應可從新聞學上
所稱「五個 W 一個 H」原則，即單純闡述何人(who)於何時(when)在何地(where)
因何原因(why)如何(how)發生何事(what)等653，獲得判斷標準。
另外，我國著作權法第52條：「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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為報刊業者提供一線生機，
惟是否屬於合理範圍至少應審慎考量第65條：「著作之利用是否合於第四十四條
至第六十三條規定或其他合理使用之情形，應審酌一切情狀，尤應注意下列事項，

653

章忠信，新聞自由與著作權之保護，參閱網址
http://www.copyrightnote.org/crnote/bbs.php?board=2&act=read&id=20
316

以為判斷之基準：一、利用之目的及性質，包括係為商業目的或非營利教育目的。
二、著作之性質。三、所利用之質量及其在整個著作所占之比例。四、利用結果
對著作潛在市場與現在價值之影響。」之規定後作出判斷。然就本英國案例之事
實而論，系爭會議記錄係屬未發表之著作，報刊業者恐無法適用本條而免責。
言論自由（新聞自由）與著作權保護的難題，筆者相信在今日資訊傳遞迅速的科
技環境下必然是日益增多。再者，因為科技的進步，新聞報導的模式也產生變化，
近來常見新聞報導直接連結或鑲嵌YouTube網站上影音資料檔案畫面於電視畫
面或網頁上，雖YouTube網站的使用者條款規定上傳者放棄多項權利並允許他人
使用其上傳之資料，但若上傳之資料本是侵權資訊，即使有此約款，後續使用者
恐陷侵權之疑慮，所以筆者建議新聞業者應審慎並注意此問題以免後患無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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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報紙之剪報是否侵害著作人之著作權
Newspaper Licensing Agency Ltd v Marks & Spencer plc
House of Lords
[2001] UKHL 38, [2003] 1 AC 551
12 July 2001

壹、案情摘要
原告「報刊授權代理有限公司」（Newspaper Licensing Agency Ltd.），針對 2000
年 5 月 26 日上訴法院批准被告「馬克斯與史班瑟公共有限公司」(Marks & Spencer
Plc)提出上訴的判決提出上訴，被告之上訴是針對萊特曼法官於 1999 年 1 月 19
日所作之判決所提出。在這個判決中，萊特曼法官判定被告在沒有授權的狀況下，
複製了原告著作權作品相當多的部分，因而判定被告侵害了原告作品之印刷排版
之著作權，而此種複製並不構成合理使用。在合理使用點上，上訴法院准允原告
訴諸上訴，而被告訴諸交互上訴，以作進一步裁決。
原告主張，一篇出版於某報刊，作為該報刊之一部分的文字作品，其印刷排版本
身也可以算是一個作品，而受到著作權之保護。此外，該文字作品之印刷排版隨
著文字作品出版後，本身也可以算是該報刊的整體印刷排版之實質重要之一部分。
這是因為相關保護之賦予是奠定在個別作品的基礎上，相對於集體作品及其組成
部分。
上訴法院多數意見認為，依 1988 年著作權法第 8 條第 1 項，出版商對於所出版
的版本之排版安排，應為整個報紙的印刷安排，而非該報紙上發表的每一單篇文
章之排印與編排方式。如此解讀條文，對著作權的規定過於狹隘而限於形式，僅
僅保護了頁面上的圖像（the image on the page）。對於這種著作權的形式，重要
的是出版商所出版的版本，不論它包含單一的文學著作、戲劇著作或音樂著作，
或幾個著作的一部分。1988 年著作權法第 8 條第 1 項對於所出版版本的引用，
無論是對單一或多數的著作而言，其本質均在保護其架構。因此它是否構成了第
16 條第 3 項對著作物相當部份的重製，上訴法院認為其判斷標準需考量數量上
或其他有關的因素，例如其重製的深刻程度是否讓讀者一眼就能明白。而這也反
過來可能取決於是否是該版本的重要部分。換言之，上訴法院認為「實質性」
（substantial）此一字眼在此處所指的乃為相當的數量，亦即必須將立法的目的
也作為考量的因素之一。此外，重覆的複印報刊於此並不能構成相當部份的重製，
個人性的複製行為本身並不構成相當部份的重製。上訴法院認為本案無法證明該
已發行的報刊之相當部分有任何的減損，因此裁定核准上訴，並據此判決被告並
未侵害原告之著作權。原告不服，提請上訴至最高法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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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法院判決
1911 年著作權法將「彙編文件」視為「文字作品」，本身即符合受保護之資格，
這使得「不同作品之集冊」可以同時宣稱有兩個分開且獨立的著作權；其中一個
涵蓋該集體作品，而其他個則涵蓋每個作者個別的貢獻。至此之後，這兩種不同
的著作權即一直被保留至今。
1956 年著作權法第 15 條款則決定性地納入了對印刷排版的保護，使保護的要求
不只可以針對集體作品整體，同時也可以針對集體作品的組成部分，在個別作品
的基礎上提供保護。現行法律與此相關的規定記載於 1988 年著作權、設計和專
利法第 1 與第 8 條，第 16 條第（3）項，以及第 17 條中。
「版本」是指一個作品的一個版本或一個期刊之期號，使每一批向大眾公開發行
的份數能構成一本「書」的一個「版本」，即使在這一批公開發行的份數與其他
批公開發行的份數之間，可能並沒有內容的添增或修改。印刷排版是內含在作品
中，以一個作品版本的形態受到保護。該保護的範圍包括個別作品和諸多作品的
彙整，亦即此保護涵蓋了整個作品本身。這與錄音唱片之彙編有相當顯著的相似
性，其中彙編自身以及其下的個別作品都有受到保護。
上訴法院的決議沒有將 1988 年著作權、設計和專利法（下稱 1988 年著作權法）
第 8 條第（1）項內的定義納入實質考察中，乃根基於考量第 1 條款定義的印刷
排版與第 8 條第（1）項一併解讀之下所理解的印刷排版的可保護性。全國新聞
有限公司之訴訟代理人的主張過於簡化而苛刻。文字內容不能自印刷排版剝除，
如果將之剝除，這是只保護印刷的鉛字面。內容必須是受保護的印刷排版的一部
分。
否則，如果不能為報刊的文章與報導的印刷排版要求保護，而只能為報刊整體的
印刷排版要求保護，那麼被告已經複製該報刊相當重大的部分。
法院認為本案的關注重點並不在於受保護的作品的份量越大或篇幅越長，所謂的
相當重大的部分就會有更多的量額。問題的焦點在於，從質量的角度看來，作品
自身使其獲得保護資格的關鍵部分是否已被挪用。從質量的角度看來，作品自身
使其獲得保護資格的某些屬性必須佔作品很小的比例，在此問題中才會被視為不
佔有重大部分。在受保護的印刷排版案例中，究竟要到何種程度才能構成重大部
分，關於此問題之判斷可參考圖書館員製作摹寫副本之相關規定。
若一篇文章或報導的印刷排版得在獨立完備的出版中受到保護，那麼它應被視為
集體作品的印刷排版中相當重要的一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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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院並認為被告所主張根據 1988 年著作權法第 1 條第（1）項規定之定義來解釋
「出版版本」一詞，意味著出版商投放至市場的版本。法院指出，出版版本的著
作權與授予文字作品的保護並無相關，而出版版本的保護也並非自文字作品的保
護中衍生出來。提供著作權保護給出版版本之印刷排版作品中係由 1956 年著作
權法所引進的一項新類別。因此，參考比格雷戈里委員會的報告更早的任何規定，
都是不恰當的。它與文字作品的著作權不同，且與之清楚區分的權利。其性質和
範圍應從上述規定來考量，並且必須考慮它希望對症下藥的禍源：盜版版本之出
版。文字作品和印刷排版作品之間並不存在二元對立的關係。侵害印刷排版的著
作權必然涉及文字作品著作權之侵權。然而，構成文字作品著作權之侵權的同時
不盡然也構成任何印刷排版之侵權。
法院指出，如果立法機關希望保護「語文、戲劇和音樂作品之印刷排版」，那麼
它會確切地以上述言語，完全地，直截了當地陳述出來。如此一來，就完全沒有
引介出版版本這一概念之必要。這個概念是為了確保以任何形式構成整體的出版
作品，都將會在該法令的宗旨下，被視為一個版本，並以版本的角度來處置。無
論它是否構成一個語文、戲劇或音樂作品的整體，無論它是該作品的一部分，或
整組作品的一部分，或者是以上任何狀況的組合，這都沒有什麼區別，在該法令
章程的宗旨下，已出版的東西仍然會構成一個版本。認為這些規定為每件個別作
品或作品的組成部分在一個完全的出版版本以及其整體上建立了多層次的保護，
這是複雜且不必要的。1988 年著作權法第 9 條第（2）項（d）款將出版商定義
為一出版版本的印刷排版的作者，這即清楚地顯示，在此條例的宗旨下，出版版
本將被視為一個整體。
印刷排版適用於一書頁的外表。它包括印刷文字的佈局與形式，與文字本身或其
傳達的訊息是沒有關連的。侵害這種作品的著作權，必須對作品的印刷排版採用
篇幅相當大的一部分。既然一份報刊中包含了許多篇文章，單獨一篇文章並不算
是報刊的印刷排印中相當重大的一部分。尤其是文章經過裁切且重新編排，以配
合刊載它的頁面，那麼，這一點的正確性更是特別顯著。事實是，每篇個別的文
章幾乎沒有從那份報刊上複製印刷排版的樣式。從個別的裁切看來，是不可能想
像出整份報刊的完整面貌的。在一般情況下，一個完整頁面的樣貌甚至是難以想
像的。這種受到限制的複製並非是作重大部分的複製。此外，只有臨摹複製的行
為才會構成侵權：參見 1988 年著作權法第 17 條第（5）項。
最後，法院認為，究竟什麼是此作品的重大部分，這應與該限制因素一起考量。
因此，一個複製品必須挪用了一個出版版本的佈局與其印刷排版的重要部分，才
能構成對該版本相當重大部分的複製。個別影印報刊文章不可能構成這樣的複製。
從報刊印刷內容總體數量的脈絡看來，被告印製的份數是少得微不足道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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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案例評析
關於報紙的著作權爭議，所在多有，本案之爭議即在於被告在未經原告之授權下，
擅自將原告所出版之報紙內容做成剪報之行為是否構成侵害著作權的問題，原告
主張被告將其新聞內容做成剪報的行為係已破壞他的排版，而侵害著作權，本案
之法院則認為，是否侵害其著作權，應由其質（Quality）與量（Quantity）之觀
點分析。
從量的角度來看，過往關於報紙篇章內容之引用，國內外的著作權法大抵都有「合
理使用」的規範空間，例如我國著作權法對於報紙內容的利用，有一些合理使用
規定，第六十一條規定：「揭載於新聞紙、雜誌或網路上有關政治、經濟或社會
上時事問題之論述，得由其他新聞紙、雜誌轉載或由廣播或電視公開播送，或於
網路上公開傳輸。但經註明不許轉載、公開播送或公開傳輸者，不在此限。」由
於剪報上所剪貼的內容仍是屬於「揭載於新聞紙、雜誌或網路上有關政治、經濟
或社會上時事問題之論述」因此我國有學者認為，為了利於媒體的流傳討論，著
作權法六十一條之規定允許其他新聞紙、雜誌轉載或由廣播或電視公開播送，或
於網路上公開傳輸。但又為了尊重著作財產權人的意願，讓其保留有不受轉用的
權利，若經其註明不許轉載、公開播送或公開傳輸，就不再可以自由利用654。學
者並且指出，很多新聞紙、雜誌都會在刊頭明顯處標示「本報文圖非經授權禁止
轉載」的文句，就是要排除他人的合理使用655。
但即使新聞紙、雜誌已標示禁止轉載，他人還是有合理使用的機會。我國著作權
法第五十一條規定：「供個人或家庭為非營利之目的，在合理範圍內，得利用圖
書館及非供公眾使用之機器重製已公開發表之著作。」然而這些條文與本案都有
一個共同的問題，甚麼樣程度的使用才是「合理範圍」呢？
自我國著作權法之相關規定而言，就「合理使用」之判斷標準，我國著作權法第
65 條第 2 項規定：「著作之利用是否合於第 44 條至第 63 條規定或其他合理使
用之情形，應審酌一切情狀，尤應注意下列事項，以為判斷之基準：一、利用之
目的及性質，包括係為商業目的或非營利教育目的。二、著作之性質。三、所利
用之質量及其在整個著作所占之比例。四、利用結果對著作潛在市場與現在價值
之影響。」我國有論者指出，此四款基準係直接援引自美國著作權法第 107 條有
關合理使用判斷要素之內容，其到底孰重孰輕，從美國著作權法第 107 條之立法
過程討論觀察，4 款基準並無差別，必須一一檢視656。

654
655
656

章忠信，抄寫社論會不會侵害著作權？
同前註
章忠信，著作權侵害之鑑定，月旦法學雜誌，2011 年 3 月，第 190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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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第 65 條第 2 項之文字觀之，除須逐一審酌 4 款判斷基準，且還應審酌一切情
狀，整體考量是否構成合理使用657。就是否構成「合理使用」一事發生爭議時，
依據經濟部智慧財產局於 99 年 11 月 02 日的電子郵件 991102 函釋：「由於著作
權係屬私權，在具體個案中，對於利用著作有無構成合理使用、有無造成侵害等，
如有爭議，仍應由司法機關調查事證予以審認。」最後之裁判者，仍屬司法機關
之權責。
從而，基於類似的合理使用質與量之法理，法院認為本案的關注重點並不在於受
保護的作品的份量越大或篇幅越長，本案真正的爭議點，則應聚焦於其「質」的
部分，換句話說，即是「作品自身使其獲得保護資格的關鍵部分是否已被挪用」
的問題。
而就原告所主張之印刷排版部分是否屬於得使作品獲得保護資格的關鍵部分，法
院認為印刷排版與文字作品的著作權仍有不同，惟兩者之間並非是呈現二元對立
的關係，相對的，法院認為，兩者之間有並存之關係，若係以盜版複印的方式呈
現，則同時會侵害文字與印刷排版，但法院也強調，若國會有意保護印刷排版的
著作權，則應於條文之中明訂。法院認為印刷排版包含印刷文字的佈局與形式，
透過印刷排版而使的文字著作成為一個整體性的「版本」，但其與文字本身或其
傳達的訊息並沒有關連。換言之，法院認為對於著作的排版僅是使其構成一個可
受著作權保護的整體要件，而版本本身卻並非是受到著作權保護的標的，是以若
要構成著作權侵害，則必須對作品的印刷排版採用篇幅相當大的一部分，但由於
本案事實中，被告僅係對報紙之篇章進行剪裁，法院認為並沒有構成重大的複製，
並不構成著作權之侵害。

657

學者亦多採此見解，參見羅明通，著作權法論 II，第 254-264 頁（台英國際商務法律事務所，
2009 年，第 7 版）
；黃怡騰，著作權法第 65 條第 2 項 4 款衡量標準之研究，第 4-10 頁，2001 年
12 月，
http://www.tipo.gov.tw/ch/MultiMedia_FileDownload.ashx?guid=75489f71-f36a-4416-92a7-ef7729fec
095.zip；蕭雄淋、幸秋妙、嚴裕欽，國際著作權法合理使用立法趨勢之研究，第 222~224 頁，經
濟部智慧財產局委託研究案，2009 年 12 月，
http://www.tipo.gov.tw/ch/Download_DownloadPage.aspx?path=3343&Language=1&UID=9&ClsID=
46&ClsTwoID=240&ClsThreeID=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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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新聞標語是否可受著作權保護
Newspaper Licensing Agency Ltd and other companies v Meltwater Holding BV
and other companies
Chancery Division
[2010] All ER (D) 306 (Nov); [2010] EWHC 3099 (Ch)
26 November 2010

壹、案情摘要
第一原告，「報刊授權代理有限公司」(Newspaper Licensing Agency Ltd)是一家
為其會員負責管理智慧財產權的公司，其業務為授予報刊內容之使用授權，收取
授權費用，並重製報刊內容。其他原告們（出版商們）是國內的報刊出版商，且
是第一原告的股東成員。第一與第二被告（統稱融文(Meltwater)）提供企業客戶
商業媒體監測服務，亦即「融文資訊(Meltwater news)」。「融文資訊」監測各種
不同形態的網站，並提供監測報告給客戶。每份報告包含一篇相關文章的一個標
題與一份摘錄。第三被告為「公共關係顧問協會有限公司」（PRCA），是個具
有法人公司組織性質的專業人士協會，該協會代表使用「融文資訊」服務的成員
們的利益，這些成員同時也是英國境內的公共關係服務供應者。由於線上媒體監
測服務的擴增，第一原告對此類服務的商業用戶公佈了兩個新的著作使用授權計
劃。第一個計劃是關於對媒體監督組織之授權，而其他個則是對接收與使用他們
提供的服務的使用者授權。PRCA 及其成員（終端用戶）爭論，他們需要原告授
予網路終端用戶許可證（WEUL），以便合法地接收與使用「融文資訊」。第一
原告提出訴訟程序，以便對該議題作出裁決，他強調，在沒有徵得其同意的狀況
下，接收融文服務的終端用戶將會侵害出版商之標題與/或出版商之文章的著作
權，且/或出版商的資料庫的著作權。終端用戶的侵權將有三種狀況：終端用戶
透過接收與閱讀「融文資訊」的管道，無論是透過電子郵件的方式或直接在融文
的網站上取得資訊，終端用戶都會重製一份「融文資訊」，以及該資訊內具有著
作權的內容而違反 1988 年著作權、設計和專利法（下稱 1988 年著作權法）第
17 條重製權侵害之規定。依據 1988 年著作權法第 23 條之規定，終端用戶也會
在業務過程中持有侵害著作權的違法重製物。終端用戶會透過點擊一個文章連結
之行為會造成 1988 年著作權法第 17 條所規定之重製權侵害，並且終端用戶也會
在業務過程中持有侵害著作權的違法重製物而違反 1988 年著作權法第 23 條之規
定。依據 1988 年著作權法第 18 條之規定，終端用戶將「融文資訊」或其內容轉
寄給客戶們之行為是向公眾散布著作重製物。

貳、案例爭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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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諸多問題癥結點中，特別有：（1）標題是否為 1988 年著作權法第 17 條所指
稱之享有著作權之著作，與「歐盟法院」
（ECJ）對「歐盟著作權統一指令」
（Directive
2001/29/EC of the European Parliament and of the Council of 22 May 2001 on the
harmonisation of certain aspects of copyright and related rights in the information
society , “the Information Society Directive (EC) 2001/29”）第 2 條658的解釋有關係；
（2）是否文本之摘錄構成文章相當重大的一部分，而適用 1988 年著作權法第
16 條款第（3）項須參酌 Newspaper Licensing Agency v Marks and Spencer 案659，
以及 Infopaq International A/S v Danske Dagblades Forening 案660；（3）是否透過
「融文資訊」連結到出版商的網站會構成侵權；（4）是否以批評或評論為宗旨，
以及以報導時事新聞為目的，根據第 28A 條關於暫時性重製的規定能適用於本
案。

參、判決理由
法院裁定：
（1）只要著作的部分所包含的元素是作者智慧創作之表現，則不需要作出局部
與整體的區分。重點在於著作中被摘錄的部分是否具有原創性。
在本案中，有足夠證據顯示新聞標題在策劃上涉及相當程度的技巧，並且是經過
匠心的設計，意圖以有趣的方式來告知讀者文章的內容，以吸引讀者，因此標題
無論是作為有別於文章的獨立項目，或是作為文章內容的一部分，都可以被視為
是語文著作。
（2）只要原著作能夠展現出個別性的特徵，反映出文章作者或作者們的創造，
即使只是著作很小的一部分，也能受到著作權的保護。然而，在實踐上是否真是
如此，仍然要視每個案件的事實與等級程度而定。文章內由作者使用技巧與投注
心力創造的一些重要特徵，對該文章是否因原創性而能享有著作權具有特別重要
的意義，而文章的挪用是否真是來自於文章內的這些重要特徵，這經常只是個印
象而已。
在本案中，有些文本之摘錄確實包含了展現整篇文章的作者的智慧創作的元素，
這是毫無疑問的。不管是考察作者投注於其原創文章的心力與技能是否有不公平
658

Article 2（Reproduction right）：Member States shall provide for the exclusive right to authorise or
prohibit direct or indirect, temporary or permanent reproduction by any means and in any form, in
whole or in part: (a) for authors, of their works; (b) for performers, of fixations of their performances;
(c) for phonogram producers, of their phonograms; (d) for the producers of the first fixations of films,
in respect of the original and copies of their films; (e) for broadcasting organisations, of fixations of
their broadcasts, whether those broadcasts are transmitted by wire or over the air, including by cable or
satellite.
659
[2001] All ER (D) 140 (Jul) 38
660
[2009] All ER (D) 212 (Au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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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被盜用的狀況，或是考察部分句子是否有被挪用，而且這些被挪用的句子「可
以透過傳達給讀者一個表現作者的智慧創作的元素，進而傳達給讀者諸如報刊文
章等之類出版品的原創性」，其狀況都是如此。在多數情況下，文本之摘錄（尤
其是標題與開頭之起始文字）並非只是孤立的字詞或子句，自身沒有任何意義。
他們提供了文章的語氣與聲調，且一般說來，他們有著吸引讀者進入整體作品的
特殊功能。由於文本之摘錄不只包含文本中最引人入勝之文字章節，而且還包括
標題與起頭之文字，它在簡短的字數限制下，為終端用戶提供一個盡可能清晰明
瞭的文章主題與內容概念。
（3）在本案中，終端用戶收到一封內含「融文資訊」的電子郵件時，「融文資
訊」的重製物會因此而存在終端用戶的電腦中，一直到郵件刪除為止。此外，當
終端用戶透過融文網站在螢幕上檢閱「融文資訊」之時，同時也重製了一份該網
站的內容在其電腦中。因此，終端用戶在這兩種情況中重製了標題與文本之摘錄，
並因此構成初步的侵權行為。以批評與評論為目的，以報導新聞時事或合理使用
為宗旨，1988 年著作權法第 28A 條規定之侵權行為，諸如暫時性重製等，沒有
一項可以適用於本案。

肆、法院判決
終端用戶在無出版商授權之情況下接收使用「融文資訊」之行為構成侵害出版商
著作權。

伍、案例評析
本案例之爭點之一在於新聞標題是否享有著作權保護?爭點之二，原文摘錄新聞
報導內容是否侵害著作權?承審法院首先陳明具原創性之著作均應可享有著作權
保護，其次認為 1988 年著作權法第 28A 條關於暫時性重製行為的免責規定不適
用於本案，最後做出「終端用戶在無出版商授權之情況下接收使用「融文資訊」
之行為構成侵害出版商著作權」之結論。
此一案例若發生在我國必然會引起多方重視，因為我國著作權法第 9 條規定：
「下
列各款不得為著作權之標的︰一、憲法、法律、命令或公文。二、中央或地方機
關就前款著作作成之翻譯物或編輯物。三、標語及通用之符號、名詞、公式、數
表、表格、簿冊或時曆。四、單純為傳達事實之新聞報導所作成之語文著作。五、
依法令舉行之各類考試試題及其備用試題。前項第一款所稱公文，包括公務員於
職務上草擬之文告、講稿、新聞稿及其他文書。」特別是第三款的「標語」以及
「單純為傳達事實之新聞報導所作成之語文著作」，事實上，著作權法並未針對
標語另作定義，經濟部智慧財產局認為「標語」通常係指為宣傳而做的簡明扼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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語句，其創作之目的即意圖為一般人所周知，因此不得為著作權之標的，自亦不
受著作權法保護661。
就新聞標題而言，國內有論者認為「只是單純傳達事實，不受著作權法保護；有
些情形則因新聞標題通常很短，可以以新聞標題不具有著作權法所要求的『創作
性』作為不予保護的理由662」；亦有論者認為「獨立的新聞標題不能成為著作，
不受著作權法保護，其利用不會構成侵害著作權，但新聞標題目錄可能可以構成
編輯著作，其利用要經過授權663」。
至於新聞報導，通說認為依照著作權法之規定，單純為傳達事實之新聞報導不享
有著作權以免有礙資訊流通。所謂「單純為傳達事實」係指單純敘述何人（who）
於何時（when）在何地（where）基於何原因(why)如何(how)發生何事(what)之事
實傳遞報導。反面言之，參雜記者本人之智識、觀點和情感所形成之新聞報導論
述部分，若具備原創性應屬享有著作權之著作，任何人未經著作權人的授權，除
有合理使用之情事或合於其他法律規定外，不得肆意利用否則即構成著作權侵
害。
綜上所述，本案例之情形適用我國著作權法之規定，新聞標語因第 9 條之規定不
得做為著作權標的而無著作權侵害之可能；新聞內容部分則視摘錄之內容係屬
「單純為傳達事實」之部分亦或「作者原創之著作」以判斷是否構成侵害著作權。
惟筆者認為，誠如本案法院所云「新聞標題在策劃上涉及相當程度的技巧，並且
是經過匠心的設計，意圖以有趣的方式來告知讀者文章的內容，以吸引讀者」，
所以是否對所有新聞標語均一視同仁的對待，不可做為著作權標的而無法取得著
作權保護，值得深思。

此外，有論者認為「相互競爭的新聞業者或以新聞作為內容營利服務者，任意以
競爭業者新聞報導的標題設置連結，提供其使用者新聞內容服務，則仍有可能構
成公平交易法的違反664。」
，筆者認為或許可以藉此彌補對新聞標語保護之不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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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閱經濟部智慧財產局，電子郵件 951024a 解釋函。
賴文智，校園著作權百寶箱，參閱網址
http://www.tipo.gov.tw/ch/AllInOne_Show.aspx?path=2244&guid=0dbd0d72-6fb5-4757-8b3e-f2c551a
ece73&lang=zh-tw#p104
663
章忠信，使用「新聞標題」
，是否會構成侵害著作權?，參閱網址
http://www.copyrightnote.org/crnote/bbs.php?board=3&act=read&id=1014
664
賴文智，校園著作權百寶箱，參閱網址
http://www.tipo.gov.tw/ch/AllInOne_Show.aspx?path=2244&guid=0dbd0d72-6fb5-4757-8b3e-f2c551a
ece73&lang=zh-tw#p104
66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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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著作權及資料庫之侵害
Football Dataco Ltd and other companies v Sportrader GmbH and another
Chancery Division
[2010] All ER (D) 185 (Nov); [2010] EWHC 2911 (Ch)
17 November 2010

壹、案情摘要
第一原告為「足球協會英格蘭足球超級聯賽有限公司」(Football Association
Premier League Ltd)，「足球聯賽有限公司」(Football League Ltd)等公司則為第
二及第三原告，這些公司組織的業務活動是在英格蘭與蘇格蘭兩地在各種不同的
聯賽與競賽中組織職業足球賽。第一原告的業務在於創造並開發利用某些與上述
兩個「足球聯賽」公司舉辦的比賽有關的資料與智慧財產權等權利之事務。第四
原告則係由第一原告所聘任之分包商，其任務在於協助它建造與開發利用它的資
料與權利。
被告們分別是一間德國與瑞士公司。第二被告是該集團的控股公司，且為第一被
告的母公司。第一被告透過網際網路提供為客戶足球與其他運動的即時比分、比
賽結果與其他相關的統計資料，包括英國足球賽。第一被告提供原告們一個與其
業務有競爭關係的服務；其資料稱為「體育即時資料」。該資料儲存於德國與奧
地利的網路伺服器中 ，但可以透過來自其他地方（包括來自英國）的連結進行
存取。原告對被告們侵害著作權與資料庫權之行為提出訴訟，這些權利存在於由
原告所編輯，名為「足球現場直播」的資料庫中，其中資料包括英國足球比賽的
統計資料。
原告強調，在彙整他們的資料的過程中，被告從「足球現場直播」複製了他們的
資料，並因此構成英國著作權與資料庫權的侵權行為，因而應為此擔負法律責任。
在初步訴訟程序中，被告申請一個命令，宣稱該法院並無權受理原告對他們提出
的索賠要求，或者是法院不應行使任何此類的審判權，被告並據此申請索賠表的
預留送達（審判權申請程序）。原告提出申請，希望能修改其索賠要求的個別項
目，以澄清目前涉嫌侵權的行為，並加入新的項目（修正案申請程序）。

貳、法院判決
在審判權申請程序上，出現了再利用的法律問題，這是歐盟資料庫保護指令
（Directive 96/9/EC of the European Parliament and of the Council of 11 March
1996 on the legal protection of databases）第 7 條第 1 項的規定，要求會員國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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給資料庫權利持有人的一個權利。第 7 條第 2 項 b 款的規定則定義為「向公眾提
供一個資料庫全部或大部分的內容，以發送複製本、出租、或是經由網上或其他
形式傳送」的任何形式。該問題之癥結點在於向公眾提供資料庫內容的舉動是在
何處發生的：它是發生在伺服器所在之處，或是在公眾所在之處，或者兩個皆是。
該問題之考量依據為歐盟衛星廣播及有線再傳輸有關之著作權及其相關權利協
調規則指令（Council Directive 93/83/EEC of 27 September 1993 on the coordination
of certain rules concerning copyright and rights related to copyright applicable to
satellite broadcasting and cable retransmission）以及由 1996 年著作權及相關權利條
例（the Copyright and Related Rights Regulations 1996, SI 1996/2967）
（該《條例》）
對 1988 年著作權、設計和專利法（下稱 1988 年著作權法）第 6 條所作之修訂案。
根據這些規定，該傳輸行為發生之處即是通訊信號受到該廣播製作人的控制，被
引入一系列連續不斷的通訊之處（「發射理論」）。該問題進一步的考量依據為
1988 年著作權法第 20 條第 2 項 b 款，關於著作權侵權之規定。該條文規定，「以
電子傳輸的方式，使得該公眾的成員可在某時某地，以個別選擇的方式對該作品
作存取」。
就歐盟資料庫保護指令第 7 條第 2 項 b 款的宗旨而言，一行為要構成以線上電子
傳輸的方式向公眾提供內容的行為，則它必須發生在該電子傳輸發生之處。
重要的是，英國不僅是將發射理論應用在衛星廣播上，而且它還將之應用到所有
的無線廣播上。至於侵權行為若發生在伺服器的所在地點，在採用歐盟資料庫保
護指令的國家中，防止線上傳輸之權利將會防止資料傳輸或資料之再傳輸發生在
伺服器的所在地點；如果資料傳輸來自於歐盟以外的地區，那麼在接收資料傳輸
的國家內，其他受限制的行為將會阻止任何對該資料庫進一步的使用。將資料放
置在英國以外的伺服器上可能不會構成資料庫權之基本侵權行為。這並不能說採
用發射理論就等於是在數位作品一發表後即採行一個詳盡的規則；這裡並沒有隨
後之侵權行為不能起訴的問題。確實，將資料放置在某個國家的伺服器上可以使
該資料被其他個國家的大眾所接觸，但這並不意味著開放資料給大眾的一方有以
傳輸資料之方式將資料內容提供給收受國家的大眾的行為。對該規定最好的解釋
是認定該行為只發生在傳輸資料的國家中。對 1988 年著作權法第 20 條第 2 項 b
款與歐盟資料庫保護指令第 7 條第 2 項 b 款，關於透過電子或線上傳輸的方式將
作品提供給公眾這方面的解釋，兩個法令之間並沒有明顯的區別。
在本案的所有情況中，雖然原告沒有提出資料庫權基本侵權的論據，但事實上已
經提出與客戶的連帶責任非常可信的論據。特別是，原告聲稱，一個在英國的客
戶已經對「足球現場直播」作出全部或絕大部分的複製行為。原告已經充分地提
出由一位英國客戶授權複製的案件作為抗辯的論據。因此，被告與其客戶之間的
共同侵權行為有充足的論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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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案例評析
本案之被告，在為其使用者建立運動賽事的各項情資分析資料庫時，乃大量自原
告擁有著作權的「足球現場直播」進行重製，而法院認為主要的癥結點在於該資
料庫對公眾提供資料庫內容的行為是否違反了著作權法的規範，亦即該將電子資
料庫放置於網路上供大眾流覽的行為是否構成1988年著作權法第6條「以數位傳
輸之方式使得公眾在任何場合得以其所選擇的方式對該著作進行存取。」
自第一個爭議點而言，隨著網路資源共享風氣盛行，新的網路服務出現連帶導致
著作權侵權訴訟案例不斷發生，形成科技法律領域值得研究之重要課題，網際網
路成為新的著作流通管道，終端使用者往往係自著作交易市場取得著作重製物後，
在未經著作權人合法授權的情形下，自行將著作重製物數位化之後，上傳至網際
網 路 與 其 他 使 用 者 進 行 傳 輸 、 交 換 ， 著 作 權 法 乃 有 公 開 傳 輸 權 (Right of
Communication to Public) 665之立法。我國有學者認為，公開傳輸權主要是指網路
或其他不屬於公開播送的傳播，其方式仍是以聲音或影像，向公眾提供或傳達著
作內容，而且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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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內容的點選方式的互動傳播(on-demand)。網路科技發達後，新的著作利用方法，
「公開傳輸」一方面透過網路，無遠弗界，打破空間限制，另方面將著作置於網
路上，可以讓利用人隨時點選，接收利用，突破了廣播電視時代，播完就消失的
時間限制，是著作權人重要的權限666。
簡要言之，公開傳輸權主要是使著作人、表演人及錄音物製作人對於其著作物於
網路傳輸的情形擁有控制權，任何透過網路向公眾傳輸或是對公眾提供，由公眾
自行下載、重製的行為均須經其同意，若在未經著作權人授權的情況下而為上述
之行為，即屬侵害著作權法中的公開傳輸權。
而本案被告所為之行為，則是將運動賽事之相關資訊整合於其對會員所提供
的資料庫中，供其會員得隨時點閱、流覽，由於英國除著作權法之外，尚有所謂
的歐盟資料庫保護指令的適用問題，是以法院必須先解決上開「向公眾提供資料
庫內容的舉動」是在何處發生的問題。對此，法院則採取「發射理論」，認定傳
輸行為發生之處，即是通訊信號受到該廣播製作人的控制而被引入一系列連續不
斷的通訊之處，換言之，是以傳輸行為的發生地為考量，並進而考慮該行為是否
是「以電子傳輸的方式，使得公眾的成員可在某時某地，以個別選擇的方式對該
作品作存取」而侵害著作權法上的公開傳輸權，由於本案事實中被告很明顯的是
以電子傳輸的方式使得其會員得以隨時以各別選擇的方式對著作進行存取，已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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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權利主要規範於我國著作權法第三條第一項第十款
章忠信，著作權法逐條釋義，
http://www.copyrightnote.org/crnote/bbs.php?board=11&act=bbs_read&id=5&reply=5
6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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侵害了原告的公開傳輸權。
就第二個議題，法院則考量「該資料庫所提供的資訊是否是對原告擁有著作權的
內容而為重製」，法院認為原告已經提供了足夠的證據得以證明被告大量的自其
「足球現場直播」做出極大量的重製行為，已構成了著作權法上的侵害。
資料庫之保護為國際間針對網際網路數位科技發展後所產生之新議題。現行國際
著作權公約，不論是伯恩公約、羅馬公約、世界貿易組織協議附錄「與貿易有關
之智慧財產權協定」（WTO/TRIPS）或一九九六年「世界智慧財產權組織著作
權條約」或「世界智慧財產權組織表演及錄音物條約」，均不保護未具原創性之
資料庫667。我國著作權法第七條規定「就資料之選擇及編排具有創作性者為編輯
著作，以獨立之著作保護之。」此一保護客體亦僅限於「具有創作性」之資料庫，
未具創作性之資料庫於現行著作權法中並不受著作權保護。
然而，我國是否有需要仿照歐盟資料庫保護指令設立關於資料庫之相關立法？由
於線上電子資料庫具有高經濟價值，並且對文化創作、技術創新和提升國家整體
競爭力有所幫助，完整的收錄相關資料，正是資料庫最重要的價值之一，有論者
認為，資料庫最大的成本不在於程式設計，而在於資料的蒐集及後續的維護，是
以對資料庫著作權的保護，向為國際間所重視668，實務在資料庫的使用與編輯上，
也屢屢發生爭議。從著作權法的立法目的係在於保障著作人著作權益，調和社會
公共利益，促進國家文化發展而言，似有加以保護之必要，特別是現今全球網路
科技發展快速，資料庫的保護與否殊值吾人認真對待。

667

詳參張懿云、古清華、陳錦全等，資料庫之保護，經濟部智慧財產局 88 年委託研究報告
郭香吟，從著作權觀點看資料庫之保護，
http://www.copyrightnote.org/crnote/bbs.php?board=35&act=read&id=25
66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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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哈利波特Ⅳ火盃的考驗與著作權爭議
Allen v Bloomsbury Publishing plc and others
Chancery Division
[2010] All ER (D) 162 (Oct); [2010] EWHC 2560 (Ch)
14 October 2010

壹、案情摘要
J於 1987年寫作「威利巫師」（Willy the Wizard, WTW）一書，並於同年在英國
出版。1989年7月，J宣布破產，並於 1997年2月逝世。2004年10月4日，處理J的
破產案件的破產管理官將WTW著作權連同所有孳生之起訴緣由全部讓與給J之
子繼承，指定他為J經過認證之遺囑之遺產受益人與管理人。2008年6月11日，J
之子委任原告為該遺產之受託人，並將該書之著作權與起訴緣由指派給受託人處
理。2004年，當時代表 J之子處理事務的律師寫信給第二被告（R），著名的「哈
利波特」系列書籍的作者，向其表明這五冊已出版之「哈利波特」系列書籍之出
版可說是持續地，刻意地侵害WTW著作權。該項指控被駁回，並且在隨後三個
月內有大量的書信往來，該侵權事件後來並沒有後續動作。2008年7月，屆時新
的律師受到原告與J的財產經紀人之指示，寫信重新提出著作權侵權之指控，此
時他不僅重提WTW著作權侵權之事，同時也發起關於J未發表的作品HA的著作
權侵權之指控。他再次宣稱，「哈利波特」的前五冊書籍是侵權作品。然而，隨
著信件之持續，原告企圖將他的索賠要求限制在第四冊「火盃的考驗」（Harry
Potter and The Goblet of Fire），但同時保留自己對其他冊書籍之權利。這項指控
在信函中再次受到駁回，此事再次沉寂約七個月之久。然而，在2009年6月11日
發出之信件中，原告的律師寫信通知第一被告出版公司的律師關於第一被告出版
的第四本書對WTW著作權造成侵權的訴訟程序即將開始。關於HA的索賠要求明
顯地未被提及。2010年2月，原來的投訴提出後將近六年之後，R在訴訟中以第
二被告的身分與之交會。根據原告的論據所描述，在1987年之時，L收到數件
WTW的副本，並將其中一個副本遞交給R，當時R尚未寫作「火盃的考驗」，或
更確切地說，她尚未寫作任何其他「哈利波特」的書籍。L在約八年後成為R的
著作經紀人（literary agent）。被告針對此索賠要求提出即決判決的請求，因為
原告的索賠要求沒有真正的成功可能性，且他也沒有其他令人信服的理由，讓該
索賠要求進入審判程序。
在這些議題中，首先須要先確定的是，原告對此事件之指控是否真有成功的可能
性，是否他真能確定 R 寫作其第四本書之時，有機會看到 WTW 的內容，並重
製該書之內容。原告指出，L 於 1987 年收到數本 WTW；他並指出，在 R 寫作
其第四本書，或任何其他「哈利波特」書籍之前的某個時間點上，L 將其中一本
WTW 交給 R。根據 L 與 R 的陳述，被告辯稱 R 寫第四本書之時，沒有機會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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得或重製 WTW 的內容，她於 2004 年才得知此書之存在，並且在 2010 年第一次
看到這本書。第二，原告的指控是否有一個真正成功可能性，能夠證明二書之間
的相似之處可以說是來自於 WTW 一書的實質部分。根據原告論據的敘述，WTW
有五大劇情主題，而這些劇情主題是 R 的第四本書中的一個重要主題，並且與
該書之情節息息相關。據說，WTW 之次要故事情節、主題與插曲圍繞在 R 書的
主要元素周圍相繼發展著，且這些包含一些次要元素的主要劇情元素還可以在第
四本書中發現，總共促成 27 處相似點。原告認為，這些相似性的整體構成了
WTW 相當重要的一部分；原告並認為此爭議應接受法院的實質審理，不應以即
決判決為之。被告辯稱，在所有控訴之中，特別是原告所提出之相似性是一些高
層次的概念，並沒有受到著作權保護。

貳、判決理由
法院裁定：
（1）在本案中，雖然被告對原告證據的批評有相當的說服力，但依據現有的資
料，尚無法達成最終定見，本案可能會需要更全面的調查。因此，被告未能證明
原告之指控沒有成功的可能性，亦即被告未能證明原告無法確定 R 寫作其第四
本書之時，是否有機會取得 WTW 的內容，並重製該書之內容。
（2）著作權並不保護一件語文作品的內容，其中包括概念、事實、事件等之選
擇、安排與發展。在評估原作是否有相當重要的一部分被使用的關鍵性問題之時，
法庭應考慮本案件的所有事實，包括重製的性質與程度；被使用內容的質量與重
要性；被使用內容的原創性程度為何，或者該內容是否只是相當平凡無奇的內容；
以及作者在創作原作品之時所貢獻的技能與心力是否有很大一部分被使用。
在本案的情況下援用相關原則，原告指控所依據之相似性似乎是相對簡單而抽象
的概念，這些概念具有相當程度的一般性，以至於它們是屬於概念的範疇，而非
概念之表達。但是，在此階段不能斷言原告舉出的論據是如此荒謬而只能將之視
為想像力過於豐富的言詞。因此，原告在建立相似性上的立論有真正成功的可能
性，認為這些相似性的共同體呈現出其核心架構。

參、法院判決
基於本案之情形，本院將會作出條件式命令，要求原告提供被告費用的擔保，並
將進一步的證據與論點作為該論據之基礎與條件。

肆、案例評析
創作難以僅憑一己之力、天馬行空就可完成，創作者都是站在巨人的肩膀上，承
332

襲與享受前人辛苦累積的成果並從中發展、衍生新論述或發現新事物。換言之，
創作的過程中必然會接觸多方資源而獲得啟發，也可能從他人的著作中擷取靈感
（概念）而創作屬於自己的新著作。所以著作權法中有一重要原則「概念/表達
二分法」（the idea/expression dichotomy doctrine）即是為此而產生，雖然著作權
賦予著作權人專屬權利但並不賦予著作權人獨佔「概念」的權利，僅保護著作權
人融貫自身累積之智識、心力與精神所呈現之表達方式，藉此一方面促進與維護
知識的傳遞，同時另一方面也給予作者繼續創作的經濟誘因。
在主題相同的作品中，
「概念/表達二分法」是用以判斷是否有著作權侵害情事產
生的重要原則，審理本案之法院即適用此原則處理本案之著作權侵害爭議。因雙
方對於「事實」部分有重大歧異，且原告之主張非顯無理由，因此法院否決被告
提出即決判決之請求。
一般而言，判斷著作權侵害與否之基本要件有二：1.近用(access)，被告須有近用
原告之著作；2. 實質相似 (substantial similarity)，系爭著作與原告之著作須有實
質相似，且實質相似部分必須是著作具有原創性表達」(expression) 之部分「而
非僅屬著作之「概念」(idea)。而我國著作權法第 10 條之 1 亦訂有「概念/表達
二分法」之明文：「依本法取得之著作權，其保護僅及於該著作之表達，而不及
於其所表達之思想、程序、製程、系統、操作方法、概念、原理、發現。」
本案例之原告亦遵循此一模式，舉證證明被告曾近用「威利巫師」（Willy the
Wizard）一書，然而在關於「重製表達」與「擷取概念」之主張尚未能完全說服，
但被告之抗辯亦無法完全證明原告之主張不可採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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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收錄演唱會演出內容之免費CD是否享有著作權
Experience Hendrix LLC and another v Times Newspapers Ltd
Chancery Division
[2010] EWHC 1986 (Ch) ; [2010] All ER (D) 16 (Aug)
3 August 2010

壹、案情摘要
H 是一個歌手、作曲家兼吉他手，有個曇花一現的短暫職業生涯。他出生在美國，
於 1966 年來到英國加入了兩名英國藝術家組建的一支樂團，該樂團取名為「吉
米˙漢醉克斯體驗該樂團」（該樂團）。1969 年 2 月 24 日，該樂團在「阿爾伯特
皇家音樂廳」（RAH 演唱會）舉行演唱會，這是當時該樂團為期兩個月的歐洲
巡迴演唱的高潮點。GG 是個好萊塢的成功製片人兼作曲家，負責該樂團的商業
銷售權。GG 進一步簽署了一份獨家唱片錄製合約，獲得拍攝該樂團的歐洲巡迴
演唱會的權利。GG 並與他的合夥人 SG 取得 RAH 演唱會個別的聲音與影片的錄
製權。
1970 年 9 月，H 去世之時，GG 與 SG 仍然正在進行影片的編輯。在美國進行法
律訴訟程序後，第一原告（成立於華盛頓州，為 H 的家族所持有並為其所控制
的有限責任公司）取得 H 音樂遺產的控管權，其控管的權利主要是 H 的音樂作
曲、唱片與表演權等相關權利。第二原告是一家成立於美國加州，為 GG 所持有
並控管的公司。它持有 RAH 演唱會（該唱片）的唱片錄製著作權的合法權利。
它唯一的計劃是開發 RAH 演唱會的內容。
2003 年 6 月原告們之間達成了一項協議，他們將攜手合作，為 RAH 演唱會製作
一部片長與劇情長片等長的影片。該影片將會在世界各地的電影院上映，並且同
時（或幾乎同時）發行與相關之光碟與 DVD，而且將會有商業銷售及各種促銷
活動（該計劃）同步進行，而支出費用及最後所得之利潤將由原告們之間平均分
攤。他們決議進行該計劃的合作事宜之後，即於 2004 年進行修復 RAH 演唱會
影片之連續鏡頭，原告們並聘任一位著名的娛樂經銷商來從事該計劃之推廣促銷。
影片在 2006 年上半年之前就已經準備就緒，可以進入「最後的混音」，而在原
製作排程中， 此作業原本預定於 2006 年 10 月才會開始。至少在 2006 年 9 月之
前，原告們正埋首在影片拍攝完成後的製片階段中，並全力準備該影片的推出。
被告報刊公司曾決議星期日泰晤士報的價格將自 2006 年 9 月起，從原來的 1.80
英鎊提高到 2.00 英鎊。在作成此決議後，2006 年夏，其高層管理人員決定在該
報刊附上三個免費贈品（提供免費的光碟或 DVD 給該報在英國境內的讀者，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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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據授權的相關條款，視狀況提供愛爾蘭共和國的讀者相同的光碟或 DVD，以
增加該報刊之授權），自 2006 年 9 月 10 日的那一號，亦即報刊價格提高至 2.00
英鎊的那一個周日開始，連續三個星期日報刊皆會附贈一個贈品。
在這一事件中，該期報刊所選擇的免費贈品是 H 的音樂光碟。2006 年 9 月 6 日，
第一原告的律師，「Eversheds 律師事務所」致函被告，向被告說明其客戶持有
H 絕大多數歌曲與錄製音樂的權利，包括唱片的著作權，以及 1969 年 RAH 演唱
會的表演人權利，而且據了解，被告下期週日版的星期日泰晤士報提供的免費贈
品將會包括 RAH 的內容。S 任職於被告的公司法律事務部，是負責商業事務的
資深律師，他於當日稍晚之後通知「Eversheds 律師事務所」，說明其即將發行
的免費贈品中的唱片，是透過「Charly 授權有限公司」（CAL）而授權的，且第
一原告已經認可 CAL 擁有著作權。「Eversheds 律師事務所」則於 9 月 7 日再次
致函被告，其中特別否認第一原告已經認可 CAL 擁有著作權，重申第一原告的
著作權與 RAH 演出中的表演人權利，並提出警告，聲稱若被告向公眾發行未經
授權的光碟，那麼被告將對第一原告的權利構成侵權。
9 月 8 日，「Eversheds 律師事務所」再次致函被告，其中特別對第一原告關於
RAH 內容的一些構想多所著墨。而就在同一天，被告的律師回應「Eversheds 律
師事務所」，提出 CAL 對該唱片所持有之權利的論據，陳述宣傳光碟贈品採行
的步驟，並指出要停止加入什錦袋裝樣品的過程為時已晚。接下來並沒有任何禁
止被告發行光碟贈品的嘗試，而且 130 萬片隨刊附在星期日泰晤士報的光碟也於
2006 年 9 月 10 日在英國與愛爾蘭共和國境內售出。隨著被告免費贈品的發行，
該計劃之工作便於 9 月底暫停。
原告們於 2007 年 3 月 13 日對被告提起訴訟。原告們聲稱，根據 1988 年著作權、
設計和專利法第 96 條之規定，透過授權並以這種方式製造並免費分發贈品，被
告已構成對其權利之侵害，並且對他們造成重大損失。
原告們於 7 月 26 日申請即決判決；該申請案於 2007 年 12 月由法官聽取（十二
月聽證會）。他們的申請案成功地獲得法官的認可，法官所出的命令記錄了一個
簡易裁決，記載原告們在表演與唱片錄音上應享之權利，以及免費贈品之發行對
這些權利所構成之侵權。法官並下達了救濟之禁制令，其中包括移交，並且下令
調查免費贈品之發行造成原告們之損失，或者是，由原告們作選擇，是否要被告
提出該發行所獲得之利潤帳目。法官指示被告送達證據，以便原告們作出選擇。
2008 年 5 月 16 日，原告們選擇對其損失進行調查，希望能採取一系列裁決之形
式，讓各方之法務會計專家對最後的計算結果達成共識。

貳、法院判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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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在本案中，原告們暫停該計劃之推出的原因有二。第一，原告考慮到免費
贈品發行的規模，他們希望先取得確認之訴，確認即使沒有任何一方進入訴訟，
故也沒有任何一方受到訴訟之嚴格約束，CAL 還是沒有權利授權 RAH 內容的使
用許可。延遲的目的在於安撫該計劃的商業贊助者對原告們的 RAH 內容使用權
利的顧慮，並同時制止已接受 CAL 授權的其他人使用 H 創作的任何內容。在這
些情況下，原告們先等待法院對這一重要問題作出判決後再進行計劃之推出，這
是個合理的作法。其次，在 130 萬張品質比較低劣的 RAH 演唱會之唱片發行之
後，需要一些時間來等待英國市場之沉澱。在這些情況下，暫停計劃之決定很顯
然地是由免費贈品的發行所造成。
（2）根據證據顯示，影片原本於 2007 年 1 月之前即可有足夠完整的形式給準經
銷商觀看，並可以在 2007 年 7 月 1 日之前已做好全球發行的準備。然而，由於
發行協議的協商是在相當悠閒的步調中進行，並且在確定該協議之後，影片正式
發行的時間表決定為六個月，再加上在 2006 年 9 月之前，計劃的進展明顯缺乏
任何緊迫性，如果沒有任何免費贈品之侵權，該影片以及相關的光碟與 DVD，
最早可能向公眾發行的日期將是 2007 年 9 月。它們發行的時間還可能會更晚。
這將不會早於 2007 年 7 月。該事業之後續進行並沒有任何真正的緊迫性。
（3）在該計劃兩個暫停原因中的第一個理由獲得確認的狀況下，無疑地，在 2008
年 2 月 19 日之後，而且也可以說在 12 月聽證會作出定論之前，該計劃之推出並
無進一步的障礙。此後，該計劃之暫停只能歸因於兩個原因中的第二個理由，原
告們沒有任何理由未能進行計劃之推行。關於兩個計劃暫停原因的第二項原因，
根據證據顯示，發行免費贈品的不良影響將會於 2008 年 9 月消失。因此，計劃
推出的延遲不可能因為免費贈品所造成市場之損失而超過那個時間。雖然沒有證
據顯示原告們在英國的市場所遭受的損失應歸咎於原告們提出的原因。
（4）初審法院禁制令的第 13 條第 1 項，法院命令侵權人支付受害方「因為他/
她的侵權行為後果所造成的實際損害的適當的」損害賠償。法院在開展這項工作
之時，無論是「考慮到受害方所遭受的所有適當因素，如負面經濟後果，包括其
利潤損失」（所受損害），或是「在適當案例中」，「如果侵權人被要求授權使
用相關的智慧財產權的話，則須繳付權利金或使用費等」（簡稱名目授權方法）
以賠償受害方之損失 。
在本案中，考量所受損害是評估原告們的損失的正確方法，這些損害不僅僅只限
於英國法院管轄權領土範圍內所遭受的損害。然而，評估這些損害的量額時，不
太可能去預測，因而也不太可能提供計算損失的可靠依據，確切地計算該影片票
房之進款，畢竟該影片在審判當時，在美國或在其他地方尚未發行、尚未完成，
而且不管它當時會以什麼樣式與形式呈現，並沒有任何提供證據的獨立的專家已
經看過該影片，而且即使專家們有看過它，也不具備相關專業知識來作評論。嘗
試計算該影片發行與放映的成本也不是更有事實根據的作法。因此，在此情況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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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據資訊估計該計劃之推行，能夠從該劇情長片之發行，以及 DVD 與光碟之銷
售獲取的最好的，最大的利潤將會是三百萬美元。根據該證據之顯示，我們可以
假定，其他收入來源，如商品與手機鈴聲長期累積的獲利，會帶來至少美金 280
萬的收入。然而在該免費贈品的衝擊之下，其收入將會被延遲一年。因此，被告
發行免費贈品對原告們的權利所構成的侵權行為會使原告們在 12 個月之內損失
580 萬的收入。不過，為了將原告們延遲收取美元 580 萬的收入所造成的損失表
述為自侵權之日起算的損失，亦即 2006 年 9 月 10 日開始計算之損失，我們有必
要估計到那一天為止原告們所遭受的損失的量額，並在預估後的數值上加上利息，
以得出至判決日為止的損害賠償之總額，該估算是以經常性的美國基準利率加上
1％作為相關的計算方式，畢竟原告們將會在美國得到該款項，且該款項是以美
元計算。

參、案例評析
在傳播業界，唱片公司為了新專輯的推出或有利自家唱片銷售之考量，常會特製
單曲 CD 或集結自家唱片主打歌曲之 CD，以非賣品的方式，交給電台播放宣傳，
或是隨著報社雜誌的發行以特別附贈的方式進行宣傳。由於這些 CD 未在市面上
行銷，在歌迷心目中因具稀有性，更具有收藏價值。
本案雙方所爭執的問題，其實在於對於該些贈品CD的使用與授權，英國1988年
著作權、設計和專利法對於表演人之權利設有專章，特別規範了表演人對於其表
演具有各項特別的權利，諸如第191A條第1項即言明：「本法賦予表演人下列權
利：重製權、散布權、出租權及出借權、向公眾提供著作之權。」669並將之皆視
為係「表演人之財產權」。其中第182A條第一項即規定：「未經表演人同意，對
符合資格之表演全部或任何部分之錄製物而為重製，係侵害該表演人權利。」此
一權利，在英國的著作權法中則被稱之為表演人的「重製權」670；並於同法第182B
條設置了所謂的表演人之「散布權」671，規範若未經表演人同意，公開發行符合
資格表演之全部或任何部分的重製物，則屬侵害該表演人的權利，當然，既然係
屬表演人的財產權，也可以自由的將表演人財產權當作個人財產或動產依照遺囑
處分或依法予以讓與、授權。
相對的，在我國之情形，依據我國著作權法第二十八條之一規定：「著作人除本
法另有規定外，專有以移轉所有權之方式，散布其著作之權利。表演人就其經重
製於錄音著作之表演，專有以移轉所有權之方式散布之權利。」我國著作權法雖
然並未針對表演人之權利設立專章，但此處的著作權人仍然享有散布權，同法第
669

詳參英國 1988 年著作權、設計與專利法第 191A 條第 1 項。
英國 1988 年著作權、設計與專利法第 182A 條第 4 項即規定：「表演人依本章授權或禁止重
製的權利在本章係為『重製權』」
。
671
詳參英國 1988 年著作權、設計與專利法第 182B 條第 5 項。
67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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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十九條之一又規定：「著作原件或其合法著作重製物之所有人，得出租該原件
或重製物。但錄音及電腦程式著作，不適用之。」此即為著作權法中所承認的「第
一次銷售原則」或「散布權耗盡原則」，祇要是原版的CD，任何物權移轉之行
為原則上都不會構成著作侵害著作權。
惟本案兩造所爭執的，並非賠償金額的計算方式，重點應係在於究竟被告之報社
是否是在未取得原告之授權或同意之下，而將原告擁有著作權的該些CD作為報
紙之贈品而為散布、發行，因此而侵害了原告的表演人權利？對此，被告主張其
係在相信其已獲得授權地其行下而為發行該些免費的贈品CD，而非蓄意的侵害
著作權，換言之，被告主張其係「善意」不知或非可得而知事實上並無取得授權
的情形。然而法院並不採信，其緣由即在於被告事實上即根本未取得授權，在案
情事實中原告亦已多次由其律師發出警告信函，作為一間大型的企業體，本應承
擔這些商業上之行為是否取得充分之授權或是否可能觸及任何法律之爭議問題
的風險，斷不可以善意信賴為由，脫免侵權之責任。本案之判決亦是在彰顯英國
著作權法實務上對於表演人權利的保護與重視。
而就著作權侵權之損害賠償方式，一般而言，損害賠償原則在於填補損害，通常
採取「所受損害」與「所失利益」等綜合因素加以考量，而本案之案情由於涉及
到音樂 CD 之發行，因此法院於判決之中除了那入前述之所受損害、所失利益等
要素外，尚顧及到音樂市場的銷售動向，而為判決。就目前國內著作權之侵害問
題應如何賠償的問題，本案法院之裁量模式或許可做為我國判決上對於著作權侵
權賠償計算之參考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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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電影索引網站是否侵害著作權
Twentieth Century Fox Film Corp and others v Newzbin Ltd
[2010] EWHC 608 (Ch)
Chancery Division
[2010] All ER (D) 43 (Apr)
29 March 2010

壹、案情摘要
原告們是知名的電影製作廠商與經銷商，是眾多享有著作權保護的視聽著作
（films）之著作權人或共同著作權人。這些電影在未經授權的狀況下，是禁止重
製或散布的。被告並未取得授權。被告是一家公司，在全球網路的討論系統中經
營一個網站。原告們對被告提出訴訟，指控該網站之經營構成其著作權之侵權。
原告們聲稱，被告的網站經營重點是在盜版行為上，因為它的網站找出違法重製
的視聽著作，並為其作分類，而且在其索引之中顯示這些違法重製的視聽著作之
名稱，並且因為它提供設備給其用戶搜索特定的違法視聽著作重製物，並且顯示
其搜尋結果，而且它還提供了一個簡單的單次點擊機制，讓用戶取得違法視聽著
作重製物。被告則認為，其網站只是一個搜索引擎，導引至特定的討論系統，而
不是整體的網路世界。它聲稱，它的網站為該討論系統的內容作索引，並且如果
可能的話，亦提供超連結，因此，任何非法內容的供應只能算是發生在點選超連
結的用戶以及該相關討論的伺服器提供者之間。
原告們辯稱，被告透過以下方式，直接或間接地侵害了它們的著作權：（1）根
據 1988 年著作權、設計和專利法（下稱 1988 年著作權法）第 16 條之規定，被
告允許其會員行使侵權行為；（2）被告造成並鼓勵會員進行侵權行為，並與之
構成共同侵權；及（3）根據 1988 年著作權法第 20 條第 2 項（b）款之規定，被
告向大眾傳遞原告們享有著作權的著作。因此原告們要求執行禁制令。

貳、判決理由
（1）1988 年著作權法第 16 條賦予視聽著作的著作權人行使各種行為的專屬權
利，其中與本訴訟有關的行為有複製視聽著作。該條進一步規定，一個人若在未
經著作權人授權的狀況下，作出或允許他人作出任何被著作權限制約束的行為，
那麼上述行為將構成對視聽著作著作權的侵權行為。既定的法律規定，「允許」
意味著授予或據稱授予他人行使被指控的行為的權利。它沒有延伸到僅僅讓某個
行為成為可能，協助或鼓勵某個行為的狀況。授予或據稱授予他人行使該相關行
為可能會在所有相關情況中有著明示性或暗示性的顯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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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據證據顯示，原告們的著作權已被被告的會員所侵害。被告提供並建立一個設
備，允許會員進行侵害著作權作品的行為，而且這是一直完全為其所控制的設備。
被告提供的索引有很大一部分的內容具有商業性質，而且極可能受到著作權之保
護。被告網站提供其會員視聽著作的詳細資料並且提供下載視聽著作的設備。根
據證據顯示，一個被告網站的正常會員會從被告的活動中推論被告已聲稱它有授
予會員重製從網站上點選的任何視聽著作所需的一切權限，而且被告已經批准，
認可與縱容會員重製原告們的視聽著作。
（2）既定的判例法規定，一個導致著作權侵權的人必須嚴格地為侵權者的侵權
行為負連帶責任。同樣地，兩個或兩個以上的人若結成共同侵權行為人，那麼他
們必須共同負連帶責任。僅僅只是知道、援助或促成主要的侵權行為，這是不充
分的。共同侵權行為人必須自身也涉及侵權行為，就如他自己行使該侵權行為一
樣。這個狀況是指他引發、煽動或遊說主要侵權人去從事侵權行為，或者兩者之
間構成一個整體，或有一致的行動，或達成共同行動的協議，以促成該侵權行為
的產生。
根據證據顯示，被告知道它經營的網站促成視聽著作違法重製物被使用。被告經
營的網站，其設計是刻意讓視聽著作的違法重製物可隨時提供給其會員使用，該
網站的結構是透過引導會員到他們選擇的違法重製物的方式，然後利用單次點擊
下載之功能，為會員提供下載這些違法重製物的途徑等來促成這種侵權行為。被
告透過在其會員論壇上提供建議，以協助其會員從事侵權之行為。此外，被告還
因侵權行為而獲利。
被告促使會員侵害原告們的著作權，被告與會員共同侵害原告們的著作權。
（3）根據證據顯示，被告人的會員已下載了原告們的視聽著作，並且是在他們
個別選定的地點與時間進行。被告以高度具有關鍵性的方式介入，將原告們的視
聽著作提供給新的視聽著作觀眾，也就是被告之會員。它提供一個複雜的系統，
允許會員輕易地下載視聽著作，而造就上述狀況。被告在充分了解其行動後果的
狀況下，提供了該系統。因此，被告提供其會員任意使用原告們具有著作權的視
聽著作的機會，並因此向公眾傳播這些視聽著作。
被告對原告們負有侵害著作權的責任，因為被告允許會員重製原告們的視聽著作，
促成並參與會員的侵權行為而成為共同侵權行為人。被告參與了一項刻意的行為，
知道透過其網站隨手可得的絕大多數內容是具有商業性質的，而且可能受著作權
之保護，並且知道會員下載這些內容是對著作權構成侵權。

參、法院判決
授予禁制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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肆、案例評析
在科技發展迅速的環境下，許多因科技發展而產生著作權侵害的爭議紛起，尤以
網友使用 P2P 軟體侵害著作權的問題甚為嚴重。本案例是被告架設網站提供電
影索引與下載資訊，並幫助用戶未經授權下載違法著作重製物，導製片商的著作
權受侵害，遂提出本訴訟。法院在審酌被告整體行為後，認為被告之幫助行為和
用戶的直接侵權行為構成共同侵權，被告乃是共同侵權行為人故須承擔侵權責
任。
在美國亦有一案情與本案雷同之案件，即是 Columbia Pictures Industries, Inc. v.
Gary Fung 案672，被告 Gary Fung 經營之 Isohunt 網站，為 Napster 及 Grokster 等
傳統「點對點」檔案分享網站的進化版。提供用戶點對點服務，讓用戶可利用網
路輕易快速與其他用戶交換檔案。檔案分享內容儲存在用戶個人電腦，而非儲存
在被告網站的中央伺服器。透過被告網站，即一般俗稱「BitTorrent」或「BT 網
站」，用戶直接自其他用戶電腦（而非直接自被告伺服器）下載內容，因此屬於
另類的點對點檔案分享服務。因被告之用戶侵害原告著作權，故原告於 2006 年
9 月對被告 Gary Fung 提出著作權侵害訴訟。原告指控被告經營網站提供檔案分
享網路服務，並從用戶之侵權行為獲利。原告堅稱被告及其網站協助其用戶侵害
檔案著作權。原告更指出，由於被告經營及促銷網站，允許用戶免費下載有著作
權之熱門電影、電視節目、音樂、軟體程式、電子遊戲及其他內容。被告之用戶
未經原告授權，即自被告網站下載原告之著作。
我國亦有相同案例673可見此一網路侵害著作權的型態是為全球性之問題，在有需
求即有供給的情況下，此類侵權問題獲得各國之重視並積極研擬對策。澳洲在
2011 年通過關於侵權檔案分享的著作權增修法案「Copyright (Infringing File
Sharing) Amendment Act 2011」，英國也在 2010 年通過 2010 年數位經濟法案
「 Digital Economy Act 2010 」 由 英 國 國 家 通 訊 傳 播 委 員 會 （ Office of
Communications, OFCOM）負責處理網路著作權侵害問題（Online infringement of
copyright），採取二階段實施方式課予網路服務提供者（Internet Service Provider,
ISP ）保護著作權義務，架構三振機制。第一階段初始義務（Initial Obligations），
ISP 就著作權人提出之侵權通報（Copyright infringement Report）
，依法負有轉送
通知給使用者之義務，以及依照著作權人要求之期間提出侵害列表的義務。第二
階段技術義務（Technical Obligation）
，待第一階段之措施無法有效降低網路著作
權侵害問題時，課予 ISP 採取特定技術措施的義務，例如流量限制、斷線等。但
有關三振機制仍僅具備法律架構，是否實施仍待第一階段侵害通報的實施狀況而
672

Columbia Pictures Industries, Inc. v. Gary Fung, 2009 U.S. Dist. LEXIS 122661.
詳情請參閱智慧財產法院 98 年度刑智上更(一)字第 16 號以及 99 年度刑智上易字第 37 號刑
事判決。
67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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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674。我國著作權法則於第 87 條第 1 項第 7 款規定：
「有下列情形之一者，除本
法另有規定外，視為侵害著作權或製版權：七、未經著作財產權人同意或授權，
意圖供公眾透過網路公開傳輸或重製他人著作，侵害著作財產權，對公眾提供可
公開傳輸或重製著作之電腦程式或其他技術，而受有利益者。」又可稱為 P2P
條款。立法理由說明增訂 P2P 條款之規定是對於技術之提供者賦予法律責任，
故非難之行為是「提供行為」。至於技術提供者對於使用者之後續侵害著作權行
為，在民事上是否成立「共同不法侵害」、「造意」或「幫助」；刑事上是否另成
「共犯」、「教唆犯」或「幫助犯」，另行判斷。
然法律規範是最後防線，如何面對予消彌這場科技、著作權人與著作使用者的著
作權戰爭，端視各國立法者的智慧、政府的經濟政策、著作權人的應變能力和民
眾的需求與消費模式間如何獲取平衡。

674

王文君，網路著作權侵權三振條款比較分析－以法、英、紐立法例為核心(4)，
http://www.is-law.com/post/8/575，最後瀏覽日 2010.12.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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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經授權而使用受著作權保護的照片
Grisbrook v MGN Ltd and others
Chancery Division
[2009] All ER (D) 254 (Oct);[2009] EWHC 2520 (Ch)
16 October 2009

壹、案情摘要
原告是一個自由攝影師，專門從事名人與其他知名人士的攝影工作。第一被告
（D1）是出版各種全國性報刊的出版商，包括其他被告。1981 年至 1997 年期間，
原告提供攝影照片給被告，這些攝影出版於他們的報刊中，包括刊在頭版與/或
以電腦資料的列印稿、負片與數位格式等形式儲存在 D1 的照片檔案資料庫的照
片。D1 使用照片之事，當事人雙方之間並沒有簽立書面合同來規範，但原告辯
稱，他有一個非獨占的許可權，可依通告之需任意撤銷。並不是所有自由攝影師
提交的照片都會被刊登或保留在檔案資料庫中。包括原告在內的攝影師們提交了
照片之後，若他們的照片被報刊使用了，攝影師們並沒有被特別告知，所以攝影
師們檢查該報刊已出版的版本之後與 D1 聯繫，以商定照片使用的價格。當事人
雙方之間達成一個共識，認為原告所持有的攝影作品的著作權可追溯到被告使用
這些照片之前與之後。D1 的所有報刊都可能使用儲存在他的檔案資料庫的照片，
但他也可能透過供稿聯合組織在報刊上同時發表這些照片，或授權給其他出版物
使用。一個攝影師的照片在某報刊出版後，接下來該報刊如果要在不同的版本中
繼續使用這些照片，那麼該報刊應該付給該攝影師額外的費用。這是個報業的標
準做法。
被告為以下兩個狀況中畫了一個區分：第一個狀況是一張照片在一個新的故事中
作後續使用時，報刊應該付給該攝影師額外的費用，以及第二個狀況是報刊完整
或局部地複製某個以前曾經出版過的故事到一個新的出版版本中，在此狀況下，
報刊並不需要付給該照片的攝影師額外的費用。原告則爭辯說，重新出版並沒有
收取新的費用。雙方當事人之間的糾紛導致法院在 2002 年 12 月下了一個裁定
（2002 年命令），該命令包括 D1 不侵害原告著作權的承諾。該裁定有效終止被
告進一步使用原告照片的許可權。
之後原告的照片出現在隸屬於被告的網站上，作為獨立出現的照片，或是刊登在
頭版內容的重製品上。這些網站包括該報刊完整的檔案資料庫網站，或是銷售報
刊頭版重製品的商業企業網站。原告展開訴訟，認為該網站提供過去該報刊出版
資料的完整檔案資料庫，這是違反被告在 2002 年裁定中所作的承諾。
原告向法官提出他的看法，認為被告所有複製過去該報刊出版過的資料的行為都
343

構成對其照片著作權的侵權，因此是違反被告在 2002 年命令中所作的承諾。D1
則對此提出異議。被告則主張：
（i）2002 年命令的宗旨並不是為了處理照片隨著
已經出版的報刊的重製品重複出現的問題，事實上此問題是 2002 年命令所沒有
預見的問題；
（ii）照片作為已出版的內容的一部分，它在過去的使用或對它作建
議性的使用並不構成侵權行為，因為它的使用一旦授權之後，應將之視為可以延
伸到該出版內容未來的所有的複製或使用上；以及（iii）將原告另外具有著作權
的作品列入已出版的報刊中將會剝奪他宣稱他著作權的權利，以至於跟被告自身
在編輯作品的著作權相牴觸。

貳、判決理由
（1）該裁定命令似乎在起草的時候刻意以籠統概括的字眼來涵蓋未來對原告著
作權可能的侵害，而且它也沒有將原因歸咎於一個更為嚴格的意義的基礎。在被
告對法官提交的看法中，他認為該命令中的承諾應該解釋為可以排除對過去已經
出版，且包含了原告的攝影作品的報刊版本的複製品造成侵權的可能性。要讓被
告提出的看法的合理性成立，必須在上述可能性上外加一個附帶條件，但是這樣
一來，如果在 2002 年時，被告與原告任何一方都沒有考慮到這個問題的話，以
及在義務非常清楚的狀況下，被告提出的這個看法的合理性將會很難成立。認為
在定訂 2002 年命令之時，雙方在當時就打算將其承諾的法令參考固定在當時的
法律，這是不切實際的看法。在該命令沒有明文規定的狀況下，不管之後 1988
年著作權、設計和專利法（下稱 1988 年著作權法）的規範如何更動，各方都應
認定自己的行為是受到該法令的規範。這意味著，構成 1988 年著作權法第 20
條所定義的著作權侵權行為是涵蓋在該命令的承諾中。
（2）著作權持有人擁有獨佔的專有權利來重製並對大眾發行其作品，這是個既
定的法律。所有著作權的授權都是一種對著作權擁有人的法定權利的減損或放寬，
這是個既定的判例法。在缺乏明確的協議的狀況下，被告必須提出正當性的理由，
以解釋為何他要延伸授權的許可範圍，去涵蓋這些原本是分開獨立的侵權行為。
沒有攝影師會希望保留他的否決權，否定報刊安全而有效地儲存過去出版的版本
的能力。因此，該授權應延伸到任何新的技術形式，不時可以幫助出版商達成上
述保存出版內容的目的。允許雙方在任何媒體上儲存其作品內容，這本來是隱含
在雙方之間的交易條件中。由於不存在任何的書面授權，因此該授權許可的條款
與條件必須透過雙方之間在交易過程中的隱含意義來確定。根據證據顯示，很顯
然地，在 D1 支付費用原告費用後，原告則授予 D1 出版任何一張他的照片的權
利。在任何未來出版的版本中，若有進一步出版該照片的需求，則必須進一步支
付其他費用。D1 曾經徵得原告的同意，可以將原告的照片保留與儲存在他們的
圖片檔案資料庫中，包括數位檔案資料庫。顯然地，原告在其未來的出版品中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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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這些照片的許可權是有時間限制的，而且這許可權已經在 2002 年命令下令後
終止了。被告表明，該授權所涵蓋的範圍應該包括資料庫的存檔彙整，以及被告
以存檔為使用目的的授權。透過其網站來使用該作品是其他種不同類型的使用。
當時，雙方當事人在取得許可權的時候，並沒有考慮到網站的作品使用授權的問
題，而且在那個時候，雙方並沒有考慮有因此規範雙方權利的必要性。

參、法院判決
根據證據顯示，被告所經營的網站已經或可能會侵害原告的著作權。據此，法院
核准上訴。

肆、案例評析
本案所係爭的該些照片涉及到著作利用的授權，一般而言，被授權之人並未取得
著作財產權，著作財產權仍由著作財產權人享有，只是可以被授權人得以依授權
利用的地域、時間、內容、利用方法等，利用他人地著作。而由於著作授權利用
的方式與種類有很多變化，條件也不盡相同，因此著作授權利用之範圍應完全依
當事人契約之約定，若對於約定不明的部分，為保護著作財產權人，在我國著作
權法上係採「權利保留」原則，推定為未授權675。
另外就報刊雜誌社的線上網站與資料庫利用著作人擁有著作權的著作物之爭議，
針對被告抗辯其對照片的利用乃係根基於過去的授權。在美國的New York Times
Company,Inc v. Jonathan Tasini案676，美國法院在解釋美國著作權法第201條(c)項
677
的涵意時，特別指出其中所謂「對該特定編輯著作物之改作」僅是對於特定期
刊中某特定期別的後續版本給予保護。此一規定乃是由於後續版本的內容未必與
前版的內容完全一致，而對於同一個別著作物再度被援引使用到後續再版的編輯
著作之中又未必可受到本條前二項規定的保護之故。同時美國法院引據其國會的
立法理由報告書，採取了對「其後同一系列著作」(後續系列)的狹義解釋，指出
編輯著作權人的權利不及於將其中的個別自由創作或著作物再列入到全新的文
選、完全不同的雜誌期刊或其他的編輯著作。
如前所述，本案之承審法官亦採與New York Times Company,Inc v. Jonathan Tasini
案相同之法理認為原告所授權的範圍並不包括讓報告在其資料庫繼續而為利用，
其授權最多也僅係是令被告得以保存資料之目的而可以將原告的照片保留與儲
存在他們的圖片檔案資料庫中，包括數位檔案資料庫。但無論如何，本案之法官
675

章忠信，著作權法逐條釋義，
http://www.copyrightnote.org/crnote/bbs.php?board=11&act=bbs_read&id=44&reply=44
676
New York Times Company,Inc v. Jonathan Tasini,533 U.S. 483 (S.C. 2001).
677
17 U.S.C. § 201(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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區分該為保存之目的而授權與其得以在網站上使用該作品仍然是不同的行為態
樣，因此而可能構成侵權。
同樣的情形若發生在我國，依現行著作權法第二十八條規定：「著作人專有將其
著作改作成衍生著作或編輯成編輯著作之權利。」同法第七條則規定就編輯著作
之保護，對其所收編著作之著作權不生影響。同時我國法對重製的定義是：指以
印刷、複印、錄音、錄影、攝影、筆錄或其他方法直接、間接、永久或暫時之重
複製作。改作則是以翻譯、編曲、改寫、拍攝影片或其他方法就原著作另為創作。
經濟部智慧財產局 93 年 10 月 15 日電子郵件 931015 函釋則表示「按著作權法第
十條及第四十一條分別規定：著作人於著作完成時享有著作權。著作財產權人投
稿於新聞紙、雜誌或授權公開播送著作者，除另有約定外，推定僅授與刊載或公
開播送一次之權利，對著作財產權人之其他權利不生影響。因此著作人於著作完
成時，即受著作權法之保護，且著作人將其著作投稿於雜誌社，除其與雜誌社有
特別約定外，該著作之著作財產權仍歸著作人享有。」
是以若向報社投稿或投書，依著作權法第四十一條相關規定，除非投書人或投稿
人與報社間另有約定外，報社僅取得投書人或投稿人（即著作權人）授與刊載一
次的權利。如欲轉與他人使用刊登，除符合著作權法規定的合理使用情形之外應
再徵得著作權人之同意。
約而言之，目前國內外的實務上678對於雜誌在著作權法中基本上就僅有「推定一
次」的刊登權利，除非雙方當事人之間另有特約。如果真的如本案之被告抗辯其
乃為保存資料之目的，或許得以援用「載體中立」的概念，使得原始的授權得以
被「延伸」，但這些個別的文稿篇章被從資料庫中檢索出所呈現的面貌就必須仍
能保留該刊物的原始面貌，始不構成侵權。所以單是以電子資料庫的形式保存並
不足夠，依目前的通說與實務見解而言679，惟有完整保留原始編排形式，作為編
輯著作人之出版商才有可能可以保留其重製之權利。

678

參見美國 Greenberg v. National Geographic, 244 F.3d 1267,(11th Cir. 2001)一案中國家地理頻道
雜誌將其原告攝影師的投稿照片作成可翻閱的電子書樣式而完整保留其編排，或加拿大
Robertson v. Thomson Corp.[2006] S.C.J. No. 43 案。
679
同前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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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揭露私人日記內容之著作權侵害爭議
HRH Prince of Wales v Associated Newspapers Ltd
Court of Appeal (Civil Division)
[2006] EWCA Civ 1776

壹、案情摘要
上訴人報刊出版商針對一則控訴其違反保密責任以及侵害著作權的即決判決680
提出上訴。被上訴人威爾斯親王一直保有手寫日記的習慣，記錄他在海外之旅過
程中的印象與看法。威爾斯親王的日記透過他的一名僱員為仲介而傳到上訴人手
上，這位僱員這樣做，是違反了她與被上訴人的僱用合約。上訴人在這些諸多日
記的一本日記中摘錄了大量內容，並對之進行出版。被上訴人則對此提出違反保
密責任以及侵害著作權的訴訟程序。上訴人則否認該日記的內容屬於保密內容，
而且根據 1988 年著作權、設計和專利法（下稱 1988 年著作權法）對被上訴人所
提出侵害著作權的主張提出抗辯。被上訴人主張根據 1998 年人權法案之附錄 1
的第 1 篇第 8 條(Sch.1 Part I Art. 8)之規定，出版自該日記摘錄之內容之行為是侵
害他的隱私權。上訴人則對此加以否認，並聲稱所謂對被上訴人的任何隱私權所
造成的影響，事實上依據 1998 年人權法案附錄 1 第 1 篇第 8 條第 2 項681 (Sch.1
Part I Art. 8(2))之規定係屬正當，因為係對 1998 年人權法案附錄 1 的第 1 篇第 10
條682(Sch.1 Part I Art. 10)所規範之上訴人與公眾權利的保護具有必要性。
法官認為，實際上，與該日記有關的所有對於事實真相之爭議並沒有任何一項需
要進行進一步審理，法官並著手嘗試解決剩下的問題，因此將即決判決判給被上
訴人。

680

[2006] EWHC 522, [2006] E.C.D.R.20)
Article 8（RIGHT TO RESPECT FOR PRIVATE AND FAMILY LIFE）
：1. Everyone has the right
to respect for his private and family life, his home and his correspondence. 2. There shall be no
interference by a public authority with the exercise of this right except such as is in accordance with the
law and is necessary in a democratic society in the interests of national security, public safety or the
economic well-being of the country, for the prevention of disorder or crime, for the protection of health
or morals, or for the protection of the rights and freedoms of others.
682
Article 10（FREEDOM OF EXPRESSION）：1 Everyone has the right to freedom of expression.
This right shall include freedom to hold opinions and to receive and impart information and ideas
without interference by public authority and regardless of frontiers. This Article shall not prevent States
from requiring the licensing of broadcasting, television or cinema enterprises. 2 The exercise of these
freedoms, since it carries with it duties and responsibilities, may be subject to such formalities,
conditions, restrictions or penalties as are prescribed by law and are necessary in a democratic society,
in the interests of national security, territorial integrity or public safety, for the prevention of disorder
or crime, for the protection of health or morals, for the protection of the reputation or rights of others,
for preventing the disclosure of information received in confidence, or for maintaining the authority
and impartiality of the judiciary.
68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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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訴人則認為，這個案件有一些關於事實真相的爭議尚待解決，必須進行進一步
的審判，而且上訴人認為該日記的內容並不屬於保密內容，也不具私人性質，再
說，出版該日記之內容構成 1988 年著作權法第 30 條所規定的合理使用。

貳、判決理由
（1）這個案件並沒有關於事實真相的爭議尚待解決，而必須進行進一步的審判。
（2）該日記內的資訊明顯屬於保密內容，而且具有私人性質。
（3）被上訴人希望保留該日記內容的私密性質，這是個合理的期望。經手該日
記副本的僱員們都必須承擔契約性質的保密責任，而且收到這些日記副本的任何
人也都必須將它們視為具有保密性質的事物。
（4）在本案中，很明顯地，該日記的內容是在違反保密責任的狀況下被揭露。
在考慮是否有必要為了防止揭露在保密狀況中接收到的資訊而限制言論自由之
時，法官所應考察的事項不只是該資訊是否與公共利益密切相關而已，他應該考
察是否所有情況下，為了顧及公共利益，必須違反保密責任。在應用均衡性考察
之時，造成當事人必須負擔保密義務的關係的性質可能會具有相當的重要性。 本
案所涉及的資訊是屬於私人資訊，任何對公眾揭露該資訊的行為都是對被上訴人
在 1998 年人權法案附錄 1 的第 1 篇第 8 條(Sch.1 Part I Art. 8)規定之權利構成侵
害。僱員遵守他們所承擔的保密義務有重要的公共利益。揭露該日記內容所具有
的公共利益並沒有大於該資訊的保密性質，也沒有超過接收該資訊之時所形成的
保密關係。對第 8 條所規定的權利的牴觸是比對第 10 條所規定的權利的牴觸更
為嚴重，這將包括防止上訴人出版該資訊。即使在沒有違反保密責任的狀況下，
被上訴人也會提出違反隱私權的要求，而這個要求將是無法回答的。
（5）法官正確地下了結論，其認為即使上訴人主張本案符合 1988 年著作權法第
30 條第 2 項的宗旨，上訴人出版系爭資訊的行為也不構成該條所規定的合理使
用情況。其次，即使審酌 1988 年著作權法第 30 條第 1 項的宗旨，上訴人也無法
以合理使用作為抗辯理由。第三，即使根據 1988 年著作權法第 171 條第 3 項的
規定，上訴人出版該資訊的行為也不具任何公共利益。

參、法院判決
上訴駁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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肆、案例評析
本案系爭日記被視為是著作乃是無庸置疑的，惟上訴人透過非法管道（僱員竊取）
取得後出版之行為是否侵害著作權，必須審慎處理此一問題以避免過度擴張著作
權（私權）而有害公眾利益；反之亦然。上訴法院權衡僱員以及上訴人在保密程
序下獲得資訊的保密責任與揭露系爭日記資訊相關之公眾利益後，認為僱員遵守
他們所承擔的保密義務有重要的公共利益而揭露該日記內容所具有的公共利益
並沒有大於該資訊的保密性質，也沒有超過接收該資訊之時所形成的保密關係。
其次，上訴人的出版行為非屬 1988 年著作權法第 30 條第 1 項以及第 2 項所規範
之合理使用。第三，上訴人出版該資訊的行為也不具任何 1988 年著作權法第 171
條第 3 項所指稱之公共利益，所以無法援用而免責。因此，法院駁回上訴。
揭露私人資訊所涉及的著作權侵害責任一直是新聞雜誌出版業者在選擇報導披
露資訊時所必須承擔的風險，純粹就公眾利益而言，新聞雜誌出版業者以捍衛正
義的使者自勉，秉持公平、公正之態度審慎處理所接收之資訊，而後決定是否揭
露於眾以維護社會公義；然這把衡量的尺應如何拿捏即是一大難題，何種情況下
公眾利益的保護優先於私人資訊的保密責任，考驗新聞從業者的道德與專業素
養。
我國著作權法第 49 條：
「以廣播、攝影、錄影、新聞紙、網路或其他方法為時事
報導者，在報導之必要範圍內，得利用其報導過程中所接觸之著作。」、第 52
條：「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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及第 65 條：
「著作之利用是否合於第四十四條至第六
十三條規定或其他合理使用之情形，應審酌一切情狀，尤應注意下列事項，以為
判斷之基準：一、利用之目的及性質，包括係為商業目的或非營利教育目的。二、
著作之性質。三、所利用之質量及其在整個著作所占之比例。四、利用結果對著
作潛在市場與現在價值之影響。」為新聞雜誌出版業者留下利用著作的空間。
就本案例而言，若上訴人出版之資訊既非關於時事（最近發生的國內外事件），
且私人日記在保密情況下應屬非公開發表之著作，似僅可援引第 65 條概括性合
理使用著作之規定作為免責抗辯。
本文觀察我國著作權法未發現我國訂有如英國 1988 年著作權法第 171 條第 3 項：
「本篇（著作權）之規定對於依據公眾利益或其他理由而禁止或限制行使著作權
之法規，不生影響。」，為能更周全保護言論自由和民眾知的權利，或可參酌該
條之立法於我國著作權法中增訂相似條款，避免因私人利益而妨礙資訊之流通和
阻礙我國著作權法「調和社會公共利益，促進國家文化發展」之立法目的的實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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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網路下載音樂是否侵害著作權
Polydor Ltd and others v Brown and others
CHANCERY DIVISION
[2005] EWHC 3191 (Ch), (Transcript: Smith Bernal)
28 NOVEMBER 2005

壹、案情摘要
原告都是唱片公司，其中六位原告是「英國唱片工業」的成員。他們聲稱，被告
一群人曾經使用點對點軟體來下載原告們擁有著作權的錄音唱片，並將這些唱片
提供給他人使用。原告們在取得法院命令下，已自網際網路服務供應商的協助中
指認出被告們的身分。與第二被告有關的證據顯示，他在他的電腦中執行
LimeWire 的軟體，並且提供超過 400 個有聲檔案給其他 Gnutella 網絡端對端軟
體的使用者下載。他承認他有使用該軟體，但卻聲稱他並不知道這樣做會把音樂
在網路上傳播出去。原告們尋求對第二被告進行即決判決。

貳、法院判決
同意作即決判決；根據 1988 年著作權、設計和專利法（下稱 1988 年著作權法）
第 16 條第 1 項(d)款，以及第 20 條規定，著作權的持有人擁有傳播其作品的獨
佔權利，包括將錄音唱片傳播給大眾的權利，可以以電子傳輸的方式，使得該公
眾可在某時某地，以個別選擇的方式對該作品作存取。若將一臺正在執行點對點
軟體的電腦連接到網際網路上，並且原告們的著作權作品的音樂檔案是放在這臺
電腦一個共享目錄中，這即構成了侵權行為。作為一個基本的侵權行為，該侵權
者是否知道，或是有理由相信他正在進行侵權行為，這都是無關緊要的事。被告
的答辯沒有任何真正成功的可能性。

參、案例評析
本案所涉及之檔案分享軟體乃為知名的網路p2p（peer to peer，點對點傳輸）分
享軟體LimeWire公司，全案之訴訟爭點則在於其公司網站上所提供的分享軟體
LimeWire遭到著作權人指控為被告用以執行並用以侵害著作權，被告雖抗辯不
知其執行分享軟體的行為會構成侵害著作權，但法院並不接受，認為無論被告是
否知道，或是否有理由知道其正在進行侵權行為，被告執行該點對點檔案分享軟
體的行為即已構成侵權。
由於網路的快速發展，非法之檔案分享方式也越來越多元，著作權人除了以法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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途徑對付非法分享檔案的行為人之外，對於提供分享工具的分享軟體公司，也採
取了一連串的法律行動，例如同為英美法系國家的美國音樂工業協會 RIAA
（Recording Industry Association of America；RIAA）對非法音樂的整飭始於美國
最高法院在2005年的裁決，認定任何傳播侵權設備的人都應該為他人的侵權負責，
同 年 RIAA 就 要 求 7 家 P2P 業 者 停 止 供 應 相 關 服 務 。 而 RIAA 在 2006 年 控 告
LimeWire侵犯著作權，2010年5月聯邦法院認為LimeWire及其管理團隊應該為誘
導使用者盜版負責，當時RIAA執行長Mitch Bainwol表示，LimeWire是提供商業
P2P服務的最大業者之一，不像其他願意協商授權、採用過濾機制或降低非法行
為的P2P業者，LimeWire選擇藐視法令及創作者。根據NPD Group的調查，
LimeWire為全美最大的P2P音樂交換服務，2009年的數據顯示，透過P2P服務下
載音樂的使用者中，有58%是使用LimeWire683。
美國曼哈頓地方法院之法官Judge Kimbam於是在2010年10月26日對其下達永久
禁制令，要求該站關閉檔案分享軟體中的搜尋、下載、上傳、檔案散布及檔案交
易功能。法官要求LimeWire必須立即永久關閉該服務。該開發免費P2P檔案分享
軟體的LimeWire則發表聲明表示，對法院判決感到失望，但此時已無選擇，只
能關閉對旗下軟體的散布及支援服務。該禁制令僅限於LimeWire產品，公司仍
會留存。此外，LimeWire也決定與音樂產業合作，以創造全新的音樂服務。而
LimeWire網站也出現一則公告，表示法院已強制要求該站停止散布及支援檔案
分享軟體，並強調下載或分享未授權的內容是非法的684。
針對非法的檔案分享，著作權人為維護自己的權益，自然是無所不用其極地尋求
各種手段來為禁止網路上的非法檔案分享，除了提起訴訟之外，英國國會的下議
院則在2010年4月間以壓倒性票數189票對47票通過 Digital Economy Bill（下稱
數位經濟法案），允許著作權人得中斷非法分享檔案者的網路連線，賦予英國當
局封鎖此類網站的權力685。
種種跡象顯示，歐洲主要國家都站在著作權人這一邊。繼比利時法院認為，網路
服務提供者(ISP)對於他人利用他所提供的服務進行非法網路檔案分享的行為，
負有法律責任，應該採取必要的技術措施，加以遏止，而以判決令被告Scarlet
於六個月內完成技術設置，阻絕或過濾非法的網路檔案分享活動，否則將每日科
以2,500比利時法郎罰款686。法國則在2009年10月通過類似法律687。NBC環球集
683

陳曉莉，法院要求LimeWire關閉檔案分享服務，
http://www.ithome.com.tw/itadm/article.php?c=64159
684
同前註。
685
Greg Sandoval，陳智文譯，非法檔案分享 英國將採「三振制」，
http://www.zdnet.com.tw/news/comm/0,2000085675,20144978,00.htm
686
章忠信，比利時法院判令ISP業者有義務遏止非法網路分享活動，
http://www.copyrightnote.org/crnote/bbs.php?board=2&act=read&id=140
687
該法案即為「促進網路上創作之散布與保護法案(PROJET DE LOI favorisant la diffusion et l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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團法務長Rick Cotton表示：「英國的立法確認了以數位的方式偷竊是合法著作的
殺手。（該法）創造了一個精準的架構，網路服務提供者得採取行動降低非法活
動、保護著作權人，和協助建立（數位）經濟。」此法的通過也代表英國政府將
採取所謂的「三振」(three-strikes-out)原則，以保護著作權人。非法分享檔案的
網路使用者，在接到一定次數的警告後，若仍繼續違法行為，ISP 可暫停或終止
提供服務。由於該三振法規具有爭議性，美國政府會否追隨歐洲的作法則仍待辯
論。2009年5月，CNET 記者 Larry Magid 在一篇報導中引述數位權利維護團體
Public Knowledge（公共知識）主席Gigi Sohn的說法表示：「唱片業和好萊塢在
國會有很多朋友。他們的目標是讓其他國家盡可能通過許多這類法律，然後他們
再以此施壓（美國）國會。」688
另一個同樣為英美法系國家的紐西蘭則在今年（2011）4月通過「著作權法(檔案
分享侵權)修正法案The Copyright (Infringing File Sharing) Amendment Act 2011」
，
依據這項修正，著作權人發現網路使用者有進行檔案分享之侵權情事後，得向網
路服務提供者(ISP)提出指控，ISP將對被控侵權之使用者發送侵權通知。此一通
知可分三個層次：(1)「發現侵害通知（detection notice）」：著作權人已發現該
特定IP使用者有侵權行為之通知。(2)「警告通知（warning notice）」：同一著作
權人第二次發現同一特定IP使用者有侵權行為之通知。(3)「執行通知（enforcement
notice）」：同一著作權人第三次發現同一特定IP使用者有侵權行為之通知689。
對於經ISP對於特定IP使用者發出「執行通知仍未改善者，著作權人得申請著作
權仲裁法院(Copyright Tribunal)命侵權使用者賠償1萬5千元澳幣(約1萬2千美金)
以下之損害賠償，並請求法院命ISP將該特定使用者予以斷線，最長六個月。我
國有學者認為紐西蘭這項修正，多少參考了法國2009年9月22日修正通過之「促
進網路上創作之散布與保護法案」及英國2010年4月9日通過之「數位經濟法案」
所採之「三振機制」。然而，就在紐西蘭通過著作權修正法案之後不久，聯合國
人權委員會(UN Human Rights Council)在2011年6月3日發布了一份由特別專員
Frank La Rue所撰擬的「促進及保護意見與表達自由報告(Report of the Special
Rapporteur on the promotion and protection of the right to freedom of opinion and
expression)」強調，網路是個人行使意見與表達自由權利之關鍵手段(a key means
by which individuals can exercise their right to freedom of opinion and expression)，
人民這項屬於「世界人權宣言及自由權公約（Universal Declaration of Human
Rights）」第19條及「公民與政治權利國際公約（International Covenant on Civil and
Political Rights）所保護之自由使用網路權利，各國不應立法剝奪或限制。該報
告並以日前中東地區政治變動過程中，人民利用網路所產生政治與民主改革為例，
protection de la création sur internet, HADOPI)」
688
同註 685。
689
章忠信，紐西蘭新修正著作權法遏止非法檔案分享侵權，
http://www.copyrightnote.org/crnote/bbs.php?board=5&act=read&id=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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說明此項權利之不可侵犯性與重要性690。
該項報告特別批評法國2009年之「促進網路上創作之散布與保護法案」及英國
2010之「數位經濟法案」所採之「三振機制(three-strikes-out)」，已嚴重違反人
權，使得紐西蘭也遭批評掃到。我國學者也指出因為新法剛通過，還沒有開始施
行，並不宜立刻調整，紐西蘭政府仍信誓旦旦不會重新檢討新法案，也許只有在
施行一陣子之後才會開始檢討。至少，紐西蘭對於警告通知制度實施成效之評估
與斷線措施之開始，將會更為審慎691。
然而在2010年10月Limewire公司於美國遭到法院禁制令判決後，旋即於2010年11
月，網路上便出現了LimeWire的改造版本，軟體名稱為LimeWire Pirate Edition (簡
稱LPE)，一群不知名的網路團隊以LimeWire5.6 Beta版本去做改造讓其得以回復
檔案分享互傳功能，不過原版上的部份功能並不能使用或設定692。從英美法院的
判決與立法沿革來看，著作權人雖然對防止非法分享檔案竭盡所能的防堵，卻依
然防不勝防，新一代的檔案分享技術依然不停推陳出新，如何在著作權保護與使
用者權益間取得平衡，將是著作權法所須衡量的重大任務。

690
691
692

同前註。
同前註。
LimeWire 推出私人改造版本，http://rappin-club.blogspot.com/2010/11/limewire.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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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於電視節目中使用新聞報導上之名人照片是否屬合理使用
Fraser-Woodward Limited v British Broadcasting Corporation and another
CHANCERY DIVISION
[2005] EWHC 472 (Ch), (Transcript)
23 MARCH 2005

壹、案情摘要
原告 Fraser-Woodward 攝影公司因被告英國廣播公司和 Brighter 電視製作公司侵
害原告擁有系爭照片的著作權，而請求損害賠償。這些系爭照片是眾所周知的貝
克漢家族成員的照片。系爭照片最初刊登在各種坊間小報，這些照片的刊登是取
得 Fraser-Woodward 攝影公司之授權。Brighter 公司在它製作的電視節目中使用
刊登在報紙上的照片，然後由英國廣播公司播出。14 張系爭照片是擷取自報紙
頭條新聞、文章和照片圖像之剪輯。除了貝克漢 14 號照片之外，其他照片顯然
是兩個或兩個以上的貝克漢家族成員在公共場合進行他們每天的日常活動時被
偷拍的照片。這些照片不是貝克漢家族成員正襟危坐在攝影機前讓攝影師拍攝的
正式宣傳照片，而是在毫無預警之情況下或不想被拍攝的情況下被 Jason Fraser
拍下的照片。貝克漢 14 號照片是只有貝嫂維多利亞一人單獨入鏡的照片。除了
一張照片在螢幕上出現約 4 秒，其他照片在螢幕上出現均法務不超過 2 或 3 秒，
有些照片甚至只有驚鴻一瞥。有時這些照片以靜止圖像出現，其他時候攝影機則
快速移動全景或放大。系爭電視節目之內容包括對貝克漢夫婦，尤其是維多利亞
之報導的調查，從她身為辣妹樂團成員的演唱生涯開始，並揭露維多利亞與新聞
界的關係。這是透過 Morgan 的敘述，對不同記者和媒體人員的採訪、Jason Fraser
的採訪內容， Morgan 採訪維多利亞貝克漢和她母親的剪輯，以及電影、流行視
頻、報紙頭條新聞、文章和照片圖像剪輯的合輯。
原告指控這些照片的使用構成著作權之侵害。被告的主要抗辯是 1988 年英國著
作權、設計及專利法第 30 條(1)項的合理使用，以及同法第 31 條(1)項的附帶納
入。被告表示其製作該節目之目的是為「批評和評論小報新聞以及八卦小報與其
所報導之名人製造新聞並從中獲利的方式。」原告主張：批評或評論必須是對系
爭照片本身的批評或評論，而且該批評或評論必須具有某些程度的特定性，一個
附帶的觀察是不足以構成得以援引著作權法之合理使用規定予以免責的批評或
評論。在合理使用的情況下，使用者對著作之使用不應與著作權人對著作的正常
利用相衝突，或不合理損害著作人的合法權益。原告認為，對著作使用之真正目
的必須是真正的批評或評論，而不得假借批評或評論之名使用著作。原告也認為
著作被重製的程度，也是考量著作之使用是否屬於合理使用的相關因素。就照片
而言，展示照片的時間越長和照片的完整呈現，則照片之使用就較不構成合理使
354

用，尤其如果對照片實際上沒有太多批評。此外，原告認為被告在系爭電視節目
中使用系爭照片時並未清楚明示出處與著作人身份。被告則主張：批評或評論之
觀念應可自由闡釋，由於節目可能影響理性觀眾，所以必須綜觀整體節目。被告
使用系爭照片所為之「批評或評論」可分二方面：即照片本身及其喻含的理念。
首先，被告主張是對系爭照片（或至少其中一些照片）加以批評或評論。因為被
告在電視上對系爭照片之使用相當短暫，且使用系爭照片之目的是在批評或評論
小報新聞對名人的八卦報導，所以被告主張對系爭照片之使用構成合理使用。

貳、判決理由
「批評與評論」之抗辯的標題下所產生的第一個問題是，系爭照片之使用的目的
是否為批評與評論那些照片，或是批評與評論另一著作。就此，有兩點需要釐清。
首先，是否有批評或評論？若有批評或評論，是甚麼著作被批評或評論？
被告認為，批評或評論的概念必須從寬解釋。被告主張本案系爭照片之使用是對
照片本身及另一著作﹙即小報新聞對貝克漢家族，尤其是維多利亞貝克漢的八卦
報導﹚的批評或評論。因此被告使用系爭照片所為之「批評或評論」可分二方面：
即對照片本身（或至少其中一些照片）及其喻含之理念的批評或評論，以及對另
一作品﹙即八卦小報﹚的批評或評論。然而本院認為，系爭電視節目必須整體觀
之而不應不當切割，系爭電視節目也必須從合理觀眾之角度予以檢視。
原告 Fraser-Woodward 攝影公司對被告之主張提出下列幾項回應。首先，針對被
告主張系爭照片之使用是對照片本身的批評或評論，原告主張被告對系爭照片之
使用必須是對那些照片真正的批評或評論，然而原告認為本案並非如此。判定被
告對系爭著作是否有真正的批評或評論的指標之一，為被告是否無須使用系爭著
作即可達成批評或評論的目的。其次，就對另一作品的批評或評論而言，原告主
張另一作品必須是受著作權保護之著作，換言之，另一作品必須是屬於 1988 年
英國著作權、設計和專利法第 1 條所保護之著作，且被告必須指認出該著作，然
而原告認為本案並非如此。原告之律師 Michalos 小姐對於另一著作可否為一般
媒體的態度，以及對系爭著作所喻含之理念的批評或評論可否作為對另一著作之
概念的論述，有所質疑。
原告之律師援引之澳洲 De Garis v Nevill Jeffress Pidler Pty Ltd 案，考量了「批評」
與「評論」的含義。承審該案的 Beaumont 法官從 MacQuarie 詞典中找出「批評」
的定義如下：「批評」為(1) 分析和判斷一個文學或藝術作品之品質的行為或藝
術，例如文學批評；（2）判斷事情的是非曲直的行為；……（4）文章或論文的
批判；批評，評論。「評論」的定義如下：「評論」為(1) 針對最近的文學作品，
在期刊上出現的評論文章或報告；批評，評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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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該案，系爭著作是剪報，所以 Beaumont 法官從 MacQuarie 詞典中擷取的定義
側重於文學批評或評論。被告之律師則以從牛津英語詞典中擷取的定義予以反駁：
「批評」的定義如下：
「批評」為(2a) 評論者的著作。(2b) 表達或包含某件事情
之分析評價的一篇文章或論文。
「評論」的定義如下：
「評論」為(1) 對某一主題
某件事情的一般性鑑定或評估。
這些定義的確對審理本案提供一些幫助，但法院認為應銘記 Robert Walker 法官
在 Pro Sieben Media AG v Carlton UK TV Ltd 案所言：
「『批評或評論』和『時事報
導』為範圍廣泛並且界限不明的表達。任何想要界定『批評或評論』和『時事報
導』之確切界限的企圖將注定失敗，他們應該從寬解釋。」
被告之律師提醒法院注意在 Ashdown v Telegraph Group Ltd 案，合理使用規定為
取代著作權保護的一個實例，但法院不認為此一看法對如何判定屬於合理使用之
批評或評論的性質，能有所幫助。法院認為或許可將之認定為是對「批評或評論」
採取從寬解釋的依據，如 Robert Walker 法官在 Pro Sieben Media AG v Carlton UK
TV Ltd 案所言，但除此之外，此一看法對審理本案的助益不大。因此，法院彈性
適用「批評或評論」之定義背後的概念以解決本案的爭議，並銘記 Robert Walker
法官在 Pro Sieben Media AG v Carlton UK TV Ltd 案所言：
「『批評或評論』和『時
事報導』為範圍廣泛和界限不明的表達。任何想要界定『批評或評論』和『時事
報導』之確切界限的企圖將注定失敗，他們應該從寬解釋。」
正因為難以界定「批評或評論」之確切界限，使得法院無法接受原告之律師認為
被告對系爭照片之使用必須是對那些照片真正的批評或評論的主張。原告之律師
所提出對於「批評或評論」的限制，對如何判定屬於合理使用之批評或評論的性
質並無幫助，反而是一種誤導，因為它只會轉移焦點去判定系爭意見純粹只是意
見，還是更進一步的批評，對此可能必須從內容才能加以研判。
其次，法院將適用這些概念在何種著作上？即就合理使用之規定而言，被批評或
評論的主題為何？法院認為，對系爭照片本身進行屬於合理使用之批評或評論並
不困難，但是對﹙被告之律師所言﹚系爭著作所喻含之理念進行屬於合理使用之
批評或評論，或是對另一相關著作﹙如果有﹚進行屬於合理使用之批評或評論，
就較為困難。
被告之律師表示，除了被告可基於批評或評論系爭照片而合理使用那些照片，被
告亦可基於批評或評論系爭照片所喻含之理念而合理使用那些照片。在審判終結
之際，法院認為原告之律師與被告之的意見並沒有多大差異，這可從 Hubbard v
Vosper 案可看出。在該案，被告從許多關於科學教義的各種著作擷取部分內容而
收錄在被告書中。原告主張合理使用之規定只適用於對那些著作的批評或評論，
而不適用於對那些著作所喻含之理念的批評或評論。Denning 法官不同意此一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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張：
「本席不認為合理使用之例外規定必須如原告 Pain 先生所言般從嚴解釋。一
件文學著作不僅包括文體，也包括以文字表達其所喻含之理念。就合理使用之規
定而言，系爭著作本身及其喻含之理念，皆可做為批評或評論的主題。被告
Hubbard 先生不僅可對文體進行批評或評論，也可對那些著作所喻含之理念進行
批評或評論。」
Time Warner Entertainments LP v Channel Four Television Corporation plc 案也表
示相同見解，並且 Pro Sieben Media AG v Carlton UK TV Ltd 案也肯認此一見解。
法院同意原告之律師的分析，認為這是因為批評或評論系爭著作所喻含之理念即
是在批評或評論系爭著作本身，但是法院也認為若是對另一相關著作進行屬於合
理使用之批評或評論，則批評或評論的範圍也可及於另一著作所喻含之理念。此
外，本院不同意批評或評論的範圍只限於著作所喻含之理念，因為那只是批評或
評論之範圍可及的一種樣態。正如 Walker 法官在 Pro Sieben Media AG v Carlton
UK TV Ltd 案所表示：「對於著作之批評不限於著作的文體，亦可包括著作所喻
含而對社會或道德產生重大影響之理念。」
綜言之， (1)某種報章形式在其作品本身所表達的概念或理念，可歸屬於第 30
條範疇內的批評。同時參照 Ashdown v. Telegraph Group Ltd 案693，可證明援用第
30 條並不足以批評某件事情，亦未要求包含特定引述尚在討論中作品的批評及
檢討。節目中已包含等同批評其他作品及大部份照片本身的充份內容。節目內容
引用的大部份照片，主要為批評或檢討其他作品，即坊間報紙及雜誌。(2) 就證
據而言，使用照片等同第 30 條第(1)項定義之合理使用。所謂不合理必須與如何
處理照片有關，及必須顯然與無關照片使用之不合理情事無關。本案並無因過度
使用照片造成不合理使用情事。若本案的確存在批評所狹義規範之情事：曝光率，
則本案即可輕易屬於界線的「合理」範疇。但並無證據顯示，使用該類材料，意
在引用該材料並自其中獲益，及該節目與原告使用該材料之商業目的競爭，進而
造成不合理使用之現象。(3) 充分明示出處並不需要作者之明確身份。僅需可辨
識即具備必備要件，而此為事實之問題。就本案而言，首 13 張照片皆已充分明
示出處。而第 14 張照片僅係附帶出現在節目中，故與侵權無關連。(4) 縱使存
在著作權侵害，其違反亦未嚴重至必須適用第 97 條第(2)項之額外損害賠償規定。
再者，並無相關人士認為存在嚴重侵權可能性。使用材料之決定，係因誠意相信
有權如此行事之結果，縱使相信有誤，決定仍不足以錯誤至必須承擔損害賠償。

參、法院判決
被告勝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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肆、案例評析
無論我國或英國著作權法均對基於「批評、評論及時事報導」之目的而使用著作
者保留了合理使用空間，然何種使用著作行為方屬合理乃是判斷難題之所在。本
案例之原告主張被告使用系爭照片之行為，不屬合理使用，因為系爭照片不是「批
評、評論及時事報導」之對象。法院認為不應對 1988 年著作權法第 30 條第 1
項作如此狹義之解讀，以及充分明示出處並不需要作者之明確身份，僅需可辨識
即具備必備要件，因此判決被告勝訴。
筆者認為本案承審法官不過度狹義解讀英國 1988 年著作權法第 30 條第 1 項之目
的是為確保資訊之流通，且承審法官認為並無足夠證據顯示被告使用著作的商業
行為造成原告蒙受經濟上之損失之論點，顯然是考慮了判斷是否合理使用之「利
用結果對著作潛在市場與現在價值之影響」要件。
我國著作權法第 49 條：
「以廣播、攝影、錄影、新聞紙、網路或其他方法為時事
報導者，在報導之必要範圍內，得利用其報導過程中所接觸之著作。」、第 52
條：「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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及第 65 條：
「著作之利用是否合於第四十四條至第六
十三條規定或其他合理使用之情形，應審酌一切情狀，尤應注意下列事項，以為
判斷之基準：一、利用之目的及性質，包括係為商業目的或非營利教育目的。二、
著作之性質。三、所利用之質量及其在整個著作所占之比例。四、利用結果對著
作潛在市場與現在價值之影響。」為「批評、評論及時事報導」留下利用著作的
空間，並在第 64 條規定「依第四十四條至第四十七條、第四十八條之一至第五
十條、第五十二條、第五十三條、第五十五條、第五十七條、第五十八條、第六
十條至第六十三條規定利用他人著作者，應明示其出處。前項明示出處，就著作
人之姓名或名稱，除不具名著作或著作人不明者外，應以合理之方式為之。」要
求使用著作者明示出處以表示對著作權人之尊敬，然明示出處是義務，不是明示
出處就即是合理使用，仍須參酌第 65 條以及其他合理使用條款之規定來做判
斷。
我國司法實務上亦有一宗關於攝影著作合理使用之爭議案件，亦即智慧財產法院
99 年度民著訴字第 85 號民事判決。法院認為雖謂著作人於著作之原件或重製物
上或於著作公開發表時，有表示其本名、別名或不具名之權利。依著作利用之目
的及方法，於著作人之利益無損害之虞，且不違反社會使用慣例者，得省略著作
人之姓名或名稱，著作權法第 16 條第 1 項前段、第 4 項定有明文。被告東森公
司重製與公開播送系爭攝影著作，作為系爭特輯之內容，其未註明著作人即原告
之姓名，將致收視之觀眾誤以為系爭攝影著作為被告東森公司所有，係侵害原告
對系爭攝影著作之姓名表示權。況衡諸社會常情，攝影著作或美術著作對公眾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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示著作內容時，大多會註明著作人姓名與著作名稱，使觀看者知悉係何人之著作。
被告東森公司對公開播送系爭攝影著作予社會大眾，未於適當位置，就著作人之
姓名或名以合理之方式揭露，以明白表示其權利相關資訊，其顯然已違反社會使
用之慣例不符。其次，報導合理利用他人著作之要件，係利用人從事報導行為，
其在報導過程中接觸所得之著作，為感官知覺所及者而言。但系爭特輯製作過程
中，因系爭光碟中之照片，較被告東森公司自行拍攝所得之相同主題照片清晰，
被告東森公司乃使用該館方提供之照片。足徵系爭特輯內容所示之系爭攝影著作，
非其在攝影過程中所直接接觸所得之著作至明。被告東森公司利用系爭攝影著作
行為，不符合報導合理利用他人著作之要件。所謂時事報導者，係指現在或最近
所發生而為社會大眾關心之報導，其包含政治、社會、經濟、文化、體育等議題。
被告東森公司以電視臺之方式公開播送系爭特輯，其主題為大陸地區之軍民於
1949 年間撤退抵臺而對臺灣造成之影響，其播送時間為 98 年 7 月 25 日，系爭
特輯內容與時事有別，非屬時事報導。益徵被告東森公司利用系爭攝影著作，顯
非因報導而合理利用他人著作之行為，其侵害系爭攝影著作之著作權。第三，所
謂引用者，係指利用他人著作，供自己創作之參證、註釋或評註等，而自己之著
作與被引用之著作有關聯性。判斷引用是否在合理範圍內，應依本法第 65 條第
2 項所定各款情形審酌：1 利用目的，被告東森公司製作與播送系爭特輯而利用
系爭攝影著作之行為，具有商業利用之目的與性質，其利用系爭攝影著作應給付
相當之對價，始稱公允；2 著作之性質，原告耗費經年，深入臺灣山區部落，拍
攝日據時代之臺籍斷臂老兵為攝影之主題，以真實故事描述錯亂與悲劇時代，凸
顯台灣人過往之歷史。其與一般攝影著作相比，顯有相當程度之創意，自應受較
高之保護，賦予較大之獨占地位，以排除他人任意利用；3 利用之質量比例，系
爭攝影著作以照片方式顯示日據時代之臺籍斷臂老兵所處情境，故照片人物為系
爭攝影著作之要素，其餘之文字或語言之記載僅屬次要之地位；4 對潛在市場與
現在價值之影響，系爭攝影著作並非已絕版，利用人可經由原告之同意或授權取
得，被告東森公司捨取不為，竟主張適用合理使用，自難認成立。再者，系爭攝
影著作使用於「臺灣兵影像故事」著作，足見有其市場經濟價值，倘任憑他人非
法利用系爭攝影著，將造成現在與潛在市場之損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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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使用他人報刊之封面是否屬合理使用
IPC Media Limited v News Group Newspapers Limited
CHANCERY DIVISION
[2005] EWHC 317 (Ch), (Transcript: Beverley F. Nunnery)
24 FEBRUARY 2005

壹、案情摘要
原告(X)公司對被告(N)公司侵害其著作權提出即決判決控告。X 為「What’s on TV」
週刊出版商，及該份雜誌商標及編排之著作權所有人。N 公司其中一份報紙「The
Sun」的廣告，包含取材自 X 某期雜誌封面，及其他份雜誌「TV Choice」封面，
及 The Sun 本身新發行雜誌封面。X 主張因重製其商標及封面，故侵害其著作權，
並根據 1988 著作權、設計和專利法第 30 條第(1)項及第 30 條第(2)項，因 N 使用
該內容之目的在於削弱 X 雜誌之銷售量，並非合理使用，而為達此目的亦無需
重製 X 之著作權內容。N 則主張根據第 30 條第(1)項及第 30 條第(2)項，此舉屬
於合理使用，因使用 X 內容僅為提出比較性廣告之目的，僅用於評論或檢閱 X
產品而非作品本身。

貳、法院判決
對 X 作出之判決為，N 主張之評論形式並不屬於 1988 著作權、設計和專利法第
30 條第(1)項之定義。就本案而言，N 為達到評論 X 產品，必須指名該產品，但
其實無須侵害 X 之著作權即達此目的。N 之辯詞忽略一件事實，即著作權在交
易之主要功能，在於為本身利益，供消費者辨識其產品。N 為增加本身作品銷售
量，以 X 為犧牲代價，抄襲其作品進而達成本身使用目的，即不屬於第 30 條第
(1)項及第 30 條第(2)項之合理使用。X 獲得即決判決勝訴。

參、案例評析
本案之最大爭議點，即在於被告對原告之報刊雜誌封面所為之複製行為得否主張
其為合理使用而規避其未經授權而使用的侵權責任，所謂的合理使用，我國學者
有認為：「『合理使用』在性質上，並不是利用人積極的權利（ rights ），而
僅是著作權法在特定情形下，所特別賦予利用人的特權（privileges），如同國會
議員的『言論免責權』一般，國會議員的『言論免責權』是為了保障民主殿堂上
的質詢，法律上特別賦予國會議員萬一罵到人可以不必負責的『抗辯權』，可不
是說國會議員享有可以罵人的『權利』。同理，『合理使用』的法律效果，是為
了某些學術、言論、新聞或其他公益考量，讓利用人在一定範圍內，不必經過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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權，就可以利用他人的著作，並以法律上明文規定，這些行為不會構成著作財產
權的侵害，並不是說利用人享有一項可以利用他人著作的權利，當然也不發生轉
讓『合理使用』權利的問題。」694
而就如何認定為合理使用之部份，依美國著作權法第 107 條規定：
「雖合於第 106
條及第 106Ａ條之規定，為諸如評論、解說、新聞報導、教學（包括為課堂使用
之多數重製物）、學術或研究之目的，合理使用有著作權之著作，包括該使用是
以重製成重製物或錄音物或以該條所定任何其他方法，不構成著作權之侵害。於
任何個案，決定就某著作之使用是否為合理使用時，其判斷之基準應包括：一、
使用之目的及屬性，包括該使用是否為商業性質或為非營利教育目的；二、該有
著作權之著作之性質；三、所使用部分之質與量與該有著作權之著作整體之關係；
四、該使用對有著作權之著作其潛在市場及價值之影響。就尚未發行之著作本身，
不得排除所有上列判斷基準後所為合理使用之認定」。695在學者見解上，美國的
學者也同樣明白指出：美國著作權法第 107 條所定之全部四款合理使用判斷基準，
都必須加以審酌。696美國的實務亦對此一見解加以肯認697。
我國現行著作權法第 65 條則規定：「著作之合理使用，不構成著作財產權之侵
害。著作之利用是否合於第四十四條至第六十三條規定或其他合理使用之情形，
應審酌一切情狀，尤應注意下列事項，以為判斷之基準：一、利用之目的及性質，
包括係為商業目的或非營利教育目的。二、著作之性質。三、所利用之質量及其
在整個著作所占之比例。四、利用結果對著作潛在市場與現在價值之影響。著作
權人團體與利用人團體就著作之合理使用範圍達成協議者，得為前項判斷之參
考。」實務上，我國最高法院 92 年度台上字第 4911 號刑事判決理由嘗謂：「著
作之合理使用，不構成著作財產權之侵害；著作之利用是否合於該法第四十四條
至第六十三條規定或其他合理使用之情形，應審酌一切情狀，尤應注意下列事項，
以為判斷之標準：一利用之目的及性質，包括係為商業目的或非營利教育目的。
二著作之性質。所利用之質量及其在整個著作所占之比例。四利用結果對著作潛
在市場與現在價值之影響。為著作權法第六十五條第一項、第二項所明定。」
約而言之，對於著作之利用是否屬於合理使用，目前國內外之通說與實物咸認為
應該考量下列四個要點：
一、利用之目的及性質，包括係為商業目的或非營利教育目的。
二、著作之性質。
694

章忠信，著作權保護與合理使用，http://openepaper.nat.gov.tw/epaper/org_new/28/28_08_06.htm
美國著作權法第 107 條(17 U.S.C. §107)
696
“All four of these factors must be considered, notwithstanding the temptation to label some aspect
of each as presumptively dispositive.” Melville B. Nimmer and David Nimmer, Nimmer on
Copyright, Vol. 4, 13-161 (2005.8).
697
Pacific & Southern Co. v. Duncan, 744 F.2d 1490 (11th Cir. 1984), cert. denied, 471 U.S.
1004(1985).
6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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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所利用之質量及其在整個著作所占之比例。
四、利用結果對著作潛在市場與現在價值之影響等。
而我國學者有認為，在認定是否合理使用時，這四項判斷基準，必須一一審視，
沒有哪一項特別重要，或特別不重要，只要其中有一項無法通過，就應被認定不
構成合理使用698。
依上述之法理回檢視本案的事實部分，被告係自原告之某期雜誌封面取材而發行
其自身之廣告，被告雖抗辯其係用以做為批評、比較之目的，應該屬於合理使用，
惟不被法院所接受，法院判決認為為達到評論他人之目的，應該指名該產品，但
被告卻忽略此項事實，按英國著作權法中關於合理使用之規定，為批評、評論之
目的，而合理使用一著作來批評、評論該著作或其他著作或著作之表演，應充分
標示被引用著作來源，且被引用著作業經公開發表，始不構成著作權侵害699，被
告不僅沒有標示其引用著作之來源，其真實之目的亦非係為批評、評論，而僅係
為其自身之商業目的考量，並不該當合理使用的要旨，自不得以之作為抗辯。

698

章忠信，著作權法逐條釋義，
http://www.copyrightnote.org/crnote/bbs.php?board=11&act=read&id=76
699
1988年著作權、設計及專利法（The Copyright, Designs and Patents Act 1988）第30條第1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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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封面和文章內容有相當程度相似之雜誌著作權爭議
IPC Media Ltd v Highbury-SPL Publishing Ltd
CHANCERY DIVISION
[2004] EWHC 2985 (CH), [2004] All ER (D) 342 (Dec), (Approved judgment)
21 DECEMBER 2004

壹、案情摘要
原告為家居設計月刊雜誌「Ideal Home」出版商。被告出版其他本名為「Home」
的同類型雜誌。原告指稱「Home」雜誌的封面及文章與某幾期「Ideal Home」
內容雷同，因而侵害著作權。被告接受該期封面及文章具有著作權的主張，但否
認重製其中任何著作。
被告特別指稱，事實上所有採用的設計元素都已是一般業界廣泛通用，所以原告
先行在其早先數期雜誌中使用類似設計元素也非特例。

貳、訴訟爭點
法院對於此案之判決，在於封面及文章是否涉及重製，如是，則該期封面及文章
之「主要部份」是否享有著作權。

參、判決理由
並無充份證據可資佐證原告之指控，更遑論重製該期「Ideal Home」之主要部份。

肆、法院判決
駁回此宗侵權訴訟案。（The claim would be dismissed.）

伍、案例評析
主題風格類型相似的雜誌往往容易陷入著作權侵害紛爭的困境，無論是為了藉由
訴訟打擊對手或是主張權利捍衛自身權益而提起著作權侵害訴訟。對於各式主題
的處理，業界必然有其標準作業程序和概念主軸，因此各家雜誌對於主題的呈現
方式必然有其相似之處，然如何判斷相似之處僅係概念之相同亦或實質上重製之
侵害，是司法實務處理此類爭議必須面對之難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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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本上，判斷著作權侵害與否之要件有二：1.近用(access)，被告須有近用原告之
著作；2. 實質相似 (substantial similarity)，系爭著作與原告之著作須有實質相似，
且實質相似部分必須是著作具有原創性表達」(expression) 之部分「而非僅屬著
作之「概念」(idea)。因為著作權法僅保護原創性之表達，而非概念。此點我國
著作權法第 10 條之 1 亦訂有「概念/表達二分法」之明文：「依本法取得之著作
權，其保護僅及於該著作之表達，而不及於其所表達之思想、程序、製程、系統、
操作方法、概念、原理、發現。」
本案之原告無法提出足夠證據證明其控訴被告侵權之主張是為有理由，亦即未足
以符合上述判斷著作權侵害與否之二要件，遂也就無法證明被告有可能重製侵害
原告著作之主要部份，所以法院在審慎審酌原告提出之事證與主張後駁回此一訴
訟。
事實上，本案原告所面臨之困境是此類侵權訴訟者共同之難題，因為仿效、模仿
不必然構成重製權或改作權之侵害，即便相似但也可能僅止於概念之擷取利用，
而非表達方式之仿製，所以舉證說明上困難重重。而本案例也彰顯出時尚、美妝、
家飾、生活雜誌等業者在著作權保護上的困境。即便雜誌可因視為編輯著作而受
到保護，但如何證明他者之編輯與自身之編輯如出一轍顯非易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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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劇本是否屬於受著作權保護之語文作品
Brighton and another v Jones
CHANCERY DIVISION
[2004] EWHC 1157 (CH), [2004] All ER (D) 247 (May), (Approved judgment)
18 MAY 2004

壹、案情摘要
第一原告為舞台，電視及電台導播，被告為一位演員及知名編劇家。第二原告為
第一原告及被告曾共同創建的戲劇製作公司。1996 年初期，名為“Stones In His
Pockets”劇本的概念形成，由第二原告委託被告撰寫。第二原告及被告之間曾簽
訂合約，主要是被告擁有該齣戲劇之著作權，即使原稿內容經過變更，被告仍為
唯一所有人。該份合約第 16 條規定，被告應於五年內，自未來任何演出收入中
提成一定比例給付第二原告。第一原告曾準備某些交付被告之原稿內容，其中一
份為該齣戲劇開場白之開幕原稿腳本。該齣戲劇自 1996 年 6 月起排演，其間被
告原稿亦經多次修改。1996 年 8 月首演後，即獲得熱烈回響。1999 年，經由被
告改寫該劇後，由被告先生擔任導播並重新製作，演出更是佳評如潮。原告於
2001 年 11 月提出訴訟前發出一封信函後，2002 年 11 月提出其索賠申請表。
第一原告主張由於在該齣戲劇排演初期所貢獻之心力，她應為 1996 年原稿之共
同作者，故應可享有著作權。因此，她主張被告創作 1999 年原稿及其後撰寫期
間即已違反著作權。她並進一步主張，應由其擁有開幕原稿腳本所包含之著作權，
被告在創作其 1999 年原稿時即已侵權。被告未遵守第 16 條，及第二原告提出作
成要求被告遵守該條款及損害賠償之命令。被告隨後承諾確保未來遵守第 16
條。

貳、判決理由
雖然第一原告對原稿更改亦付出一份心力，唯就一般有力證據及舉證責任而言，
原告並未提出其貢獻係屬於創作戲劇作品之實證，而是貢獻於該戲劇作品之闡釋
及戲劇演出。再者，就第二原告及被告之間現行合約來看，不利原告之聯合著述
主張。證據顯示被告使用之開幕原稿腳本，乃充份符合著作權法精神。無論如何，
直至第一原告於 2001 年 11 月提出訴訟前發出一封信函之前，被告仍享有默示許
可之授權，得使用此未經禁止使用的草稿。因此，1999 年原稿並未侵害第一原
告開幕原稿腳本之著作權。基於第二原告並未因被告違反第 16 條遭受任何損害
之故，故判定無任何損害賠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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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法院判決
駁回此宗索賠案。

肆、案例評析
劇本之改編與利用在實務上是一個經常發生爭議的問題，例如 2009 年的電影「愛
的發聲練習」700與紅極一時的「海角七號」電影改編成為電視劇等701均曾發生糾
紛，均係由於原被告兩造對於著作權歸屬及改作權所發生的爭執，近來亞洲地區
日韓電視劇與電影的撥出與改編已成為常態，其中所衍生的這些著作權爭議，即
成為不可輕忽的問題。
本案兩造所爭執者乃為劇本之著作權爭議，在我國著作權法下，依內政部於民國
81 年 6 月 10 日公布之內政部台(81)內著字第 8184002 號公告著作權法第五條第
一項各款著作內容例示第 2 項第 3 款之規定，所謂戲劇、舞蹈著作，包括舞蹈、
默劇、歌劇、話劇及其他之戲劇、舞蹈著作。我國學者認為戲劇著作，係指以身
體之動作，富含感情將特定之劇情表演出來。反之，所謂「劇本著作」，則是將
戲劇中所有的對白、敘述以文字表現出來，其目的與樂譜一樣，都是為了提供表
演者表演之用702。
劇本雖然是文字，但著作的本質，是為了將連貫的劇情，藉由聲音、影像及動作
的配合，在觀眾之前表演。因此，有學者認為劇本是一種靜態的著作，而參考此
一靜態的著作，藉由動作表演出後，則是動態的戲劇著作703。我國著作權法於民
國 74 年修正時，即於修正理由中說明劇本係屬於「文字著述」
，而屬於語文著作
之一種，因而不再另於著作權法中再以劇本著作保護，是以本案若發生於我國，
系爭之劇本則應以語文著作之方式取得著作權。
劇本固然得以取得著作權的保護，後續的法律問題則在於，該劇本的著作權應由
誰取得？按著作權法係採創作完成主義，一般而言，創作完成時著作人即取得著
作權，但若係聘雇著作之情形，則可能是由出資人取得該著作之著作權，我國著
作權法第12條即規定：「出資聘請他人完成之著作，除前條情形外，以該受聘人
為著作人。但契約約定以出資人為著作人者，從其約定。依前項規定，以受聘人
為著作人者，其著作財產權依契約約定歸受聘人或出資人享有。未約定著作財產
權之歸屬者，其著作財產權歸受聘人享有。依前項規定著作財產權歸受聘人享有
700

賴文智，愛的發聲練習劇本，著作權也發聲？http://www.is-law.com/post/4/403
詳見經濟部智慧財產局，電子郵件980710a號函，
http://www.tipo.gov.tw/ch/Enactment_ClauseLook.aspx?type=Link&ID=552
702
經濟部智慧財產局，著作權法案例彙編（4）戲劇、舞蹈著作
703
同前註
7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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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出資人得利用該著作。」是以本案之原告邀請被告進行編劇，是否屬於出資
聘人完成著作？尚待討論。
若屬「出資聘請他人完成之著作」處理，則應以契約約定著作權的歸屬，至少就
本案之情形而言，被告為該改編劇本之著作權人，自有權對該劇本為之利用，原
告雖主張其享有開幕腳本的著作權而應為共同著作權之享有者，法院則認為原告
僅僅是提供想法與闡釋之方法，而並未對該著作之「表達」做出貢獻，此一法理
亦與我國著作權法第10條規定：「依本法取得之著作權，其保護僅及於該著作之
表達，而不及於其所表達之思想、程序、製程、系統、操作方法、概念、原理、
發現」相同，法院並且認定，依據雙方之契約，至少在原告提出該項主張之前，
應視為被告享有默示授權，得使用該些草稿，因此對原告並不構成侵害，而駁回
其訴訟主張。
最後，本案既已排除「共同著作」的問題，則回歸到著作權歸屬著作權人所享有，
自得對其而為改作利用而不侵害著作權，依據我國著作權法第6條規定：「就原
著作改作之創作為衍生著作，以獨立之著作保護之。衍生著作之保護，對原著作
之著作權不生影響。」所謂「以獨立之著作保護之」，是指就該衍生著作有別於
原著作之部分（即改作者另行投入創意之表達），亦產生一個獨立的著作權，仍
然受到法律保護，也不影響原著作的著作權，因此本案之原告所稱之各項主張，
即便是在我國著作權法下，也依然無法成為強而有力之理由，而無法遂行其各項
之賠償請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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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販售盜版CD
Sony Music Entertainment (UK) Ltd and others v Stewart and another
CHANCERY DIVISION
[2003] EWHC 2753 (Ch), (Transcript: Smith Bernal)
16 OCTOBER 2003

壹、案情摘要
此為請求針對 John Stewart 與 Carl Stewart 等兩名被告做成即決判決之申請，
藉由判決，核查被告們侵害著作權之侵權行為所造成之損害或獲取之利潤；即被
告們從事於製造與販賣盜版音樂著作（光碟）之行為所致之侵權。事實上，兩位
被告已在刑事法庭被定罪。
本案訴訟是由涉及光碟 生產的五家公司提起。原告們主張至少從1999年被告們
即個別或共謀從事以下業務：(a)製造1988年著作權、設計和專利法第17條定義
之錄音著作重製物；(b) 1988年著作權、設計和專利法第18條規範範圍內之公開
發行該錄音著作重製物； (c) 1988年著作權、設計和專利法第18條第2項規範範
圍內之一種或多種行為；及 (d) 明知或有理由相信其為1988年著作權、設計和
專利法第23條定義範圍之違法重製物，仍從事該涉及侵權之錄音著作重製物之銷
售或兜售業務和/或公開展示或散布之業務。
原告們在申請本案之即決判決時認為，雖然其獲得判決之權利須視事實而定，但
提交法院的證據可以說以壓倒性之勢，判定被告們有罪，侵害到原告們之權利；
所以在此狀態下，還要求原告們訴求冗長且所費不貲的審判程序，而非申請即決
判決，誠然不合理也對原告們不公。依據 Mr John Stewart 被控之刑事訴訟中向
刑事法院以及在本案中向本院提供之證詞，被告們所為之相關行為涉及在 Leeds
臨時市集販賣之前由被告們製造或取得之盜版光碟。依證詞所言，最遲從1999
年四月起，被告們即在臨時市集販賣該盜版光碟。
Mr Sandby 在臨時市集販賣 Mr Carl Stewart 或 Mr John Stewart 供應之盜版光
碟，且銷售所得均歸 Stewarts 兩人中的一人。在1999年8月，Mr Carl Stewart 獲
得臨時市集主辦人允許，在臨時市集設立一個常設攤位，編號為 A25，由其用
於從事販賣行為。證詞中並披露，在1999年販賣過程中，臨時市集主辦人懷疑有
若干攤商在市集內販售盜版光碟。結果引來警察與交易標準糾察員介入調查，最
後乃有該兩名被告遭到控訴與定罪。
於1999年11月14日，Mr Carl Stewart 在臨時市集，因為被發現持有近600片盜版
光碟 而被逮捕，其中包括為本案訴訟之目的取為樣品之五件唱片樣品。當時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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還持有一份長長的目錄，列有各種音樂光碟，並於目錄結尾寫有 「請保留訂購
電話」等語，邀人訂購，還提供手機號碼。其共同處是該電話號碼正是 Mr Carl
Stewart 自己的手機號碼。
當天稍晚，警察再度臨檢臨時市集的 A25 號攤位。當場發現 Mr John Stewart 與
Mr Sandby 在一起。Mr Sandby 持有一本書，顯然就是一本訂購簿，記載顧客訂
購光碟 之訂單，還有另一本書，一頁接著一頁，寫有許多版本的 Mr Carl Stewart
之手機電話。這個點子顯然就像是拍紙頁，每份都載有電話號碼，可以撕下來，
交給訂購 CD 的每位顧客。
不久之後，於1999年11月26日，警察到 Mr John Stewart 的家，做了一次搜查。
查到大量其認為且不令人意外，可予以入罪的材料。警察發現大量的空白光碟片
以及明顯看出為盜版的音樂光碟 片。他們也發現上有手寫，標示為 「母片」的
音樂光碟片。他們發現兩片含有原圖複本之可寫入內容的光碟 片及數以百計的
音樂光碟片。他們還發現無數已印出之原圖複本與光碟 封面，其格式需要切小，
以便實際適合裡面的相關 CD盒。警察也在屋內發現兩台切紙機，被認為是用以
該切紙作業之用。更特別的是，他們在屋內發現切剩的紙，剛好符合也在屋內發
現的盜版光碟 盒的某些插入封面上發現之標示，明白顯示包括在CD盒內的封面
已在 Mr John Stewart 的家中切好，留下切剩的紙。
他們又發現一本筆記本，內有光碟 的訂單。他們還發現兩台電腦，據撿方在刑
事訴訟中所說 – 且本案原告們也說 – 是用以重製CD封面及用以生產音樂光碟
的 磁軌清單。他們發現該清單的印出物。他們還發現確實為 Mr John Stewart 手
寫之光碟 訂單列表，連同與訂單列表符合之內有盜版CD光碟之箱子。他們發現
一台 Valcono 複製機之使用說明手冊。這台機器顯然是用於重製光碟片，每小
時能夠製造32片CD光碟。在一次後續搜查 Mr John Stewart 的房屋時，警察發現
該機器的包裝。
最後，他們搜查到設備的包裝與使用說明書，而依據該使用說明書之介紹，這種
機器是用於光碟片之重製。
在警察進一步調查之後，又發現 Mr John Stewart，事實上是在1999年9月8日，
就已經向一家稱做 Principal Connections Ltd 的公司購買 Valcano 複製機。該公
司是由 Mr David O'Connor 經營。 Mr John Stewart 也同時向 Mr O'Connor 購
買相當數量的空白光碟片，且在2000年3月，一次就向同一個來源進貨1000張。
Mr John Stewart 的案子顯示也的確是與 Volcano 複製機有關。他買進的這台機
器不是自己用，而是應一個第三者之要求，以3000英鎊的代價，代其購買該部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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器。Mr John Stewart 顯然未曾見過該機器的原訂最終使用者，但他還是準備代
其購買。
Mr O'Connor，亦即將該機器售與 Mr John Stewart 之人，為此而向刑事法院作證
指出，Mr Stewart 告訴他說是打算使用該機器重製光碟片。如 Mr O'Connor 所
了解，種種跡象顯示，就是 Mr John Stewart 自己要重製。
2000年3月，警察扣押 Mr Sandby 的另一批盜版CD光碟片，有些是在臨時市集
當場扣押，有些則是在 Mr Sandby 自家扣押。Mr John Stewart、Mr Carl Stewart
與 Mr Sandby 隨後也都因此被控共謀詐欺音樂界。Mr Sandby 於2001年5月11
日認罪。Mr Carl Stewart 於2002年9月12日認罪。Mr John Stewart 則仍然不認罪，
但最後於2002年10月15日，經審判後定罪。

貳、訴訟爭點
被告在臨時市場販售並陳列原告擁有著作權之重製物是否侵害著作權?

參、判決理由
開始時，原告依靠的是被告們每一位均被定罪之事實以及1968年民事證據法第11
條第2項之規定，特別是有關涉案人若已經因案定罪，則在民事訴訟中，該涉案
人即被視為已犯下該項罪行，除非另有核准。因此，依本座之判斷 Mr Cullen 代
原告們要求本案之被告們負有舉出證據，證明其並無其被定罪之犯行之責任之主
張正確，但即使有依據證詞定罪之事實，在 Mr John Stewart 一案中，陪審團顯
然還是判定其罪證確鑿，無庸質疑。
依本座之判斷，本案顯然已無質疑的空間，所有的證據現在都已呈現法院，完全
可以合理推測這兩位被告，均有大規模製造與販賣該盜版光碟 之行為，公然侵
害原告們與其他類似之音樂著作生產商之權利。
Mr Carl Stewart 並未提出任何證詞作為本案抗辯。甚至今天既未親自出庭，亦未
委任代理人出庭。Mr John Stewart 則已提出證詞並已於今天親自出庭。他將事
情解釋得很清楚。
在刑事訴訟過程中，以及在本案作證過程中，Mr John Stewart 即已就使其入罪
之證據，特別是警察在調查期間發現其持有之材料，設法解釋其何以持有該材料，
但本座同意原告們的主張，Mr John Stewart 之解釋根本不可信。本座不需要為
了這項判決，詳細走完整個程序。依本座判斷，他們的說詞不只是不可信，簡直
是天方夜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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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如，在被發現是由 Mr John Stewart 持有的各種可入罪之項目中，據其解釋，
有些是他不認識的其他人拿他的，而其中一次的確是他自己的兒子，Carl。另外
一個例子則解釋說警察在 Mr John Stewart 屋內發現的電腦之一，是要在其硬碟
中以及電腦所附的一張光碟中，包括原圖與光碟封面之複本，而據其解釋，該電
腦剛在前一晚，也就是說警察搜查的前一晚，剛由 Mr John Stewart 向其購買電
腦的某人送來。但相關CD光碟封面之檔案，在這位第三者交貨給 Mr John Stewart
時，就在電腦上或附在電腦，甚至更令人意外的是，該第三者不只送來電腦，還
附帶大量的盜版CD光碟 及其光碟封面之複本，(依據 Mr Stewart 的解釋)，以便
向 Mr Stewart 示範說明電腦複製該材料之功能與效率。
Mr John Stewart 為避免因其持有可讓其入罪之材料而被做出顯然非其所願之其
他推論，而提出之所有解釋，依本座之判定，就如本座早已說過，根本不可信也
無法解除其必須證明未犯其被定罪之罪行，或特別是在本案中，其侵害原告們與
BPI 其他成員有關音樂光碟 之權利之罪行之舉證責任。
但，Mr John Stewart 在為本案申請提出證詞之過程中，以及在今日向本座遞交
之過程中，仍然設法證明檢方人員，特別是警察與參與辦案之其他人 – 就本座
之了解，甚至連辯方律師 – 共謀陷害 Mr John Stewart，使其入罪。
特別是，Mr John Stewart 在法院作證時，指出其所謂矛盾與瑕疵之處。他花了
很長時間向本座指出有關在 Mr John Stewart 家發現的電腦之檢方證詞中各項
瑕疵。這些批評可以說是為證明警察在該電腦上動了一些手腳，而特別設計。他
還大肆抨擊警察在他家搜查的方式，指控警察違反警察與刑事證據法規定之程序。
他也抨擊 Mr Sandby 之證詞 – 正如他在刑事審判過程中所做之抨擊 – 指其完
全不可靠，因為 Mr Sandby 已被警察收買，才針對 Mr Stewart 做出如此不可靠
之證詞。
本座已非常仔細聽取 Mr John Stewart 所做之清楚及冗長的解釋，但在該日結束
時，依本座之判斷，他完全無法讓本座確信他會有機會解除能讓法院確信，即使
他已被定罪，仍然能夠從本案所指控之侵害原告權利之罪行中脫罪所需之舉證責
任。特別是，他批評警方調查時之行為；批評警方的搜查；批評警方在其屋內發
現之電腦有關之證據之品質，很多都沒有觸及他與其子在本案訴訟中所面對之基
本問題。除電腦外，還發現實際由 Mr Carl Stewart 與 Mr John Stewart 兩人持
有，可將之入罪之材料證據，即具有壓倒性之勢。
依本座之判斷，強迫原告們為達到其依據已在本案訴訟中呈送法院之證據，已明
顯可以獲得之判決，而必須繼續走完審判程序是不對的。本座相信，即使進入審
判程序，Mr John Stewart 或 Mr Carl Stewart 要想就其定罪及依據1968 年民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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證據法第11條，解除其舉證責任，根本沒有成功之勝算。
而且，除了根據該法條推論外，還有本座提及之證據，特別是每位被告被發現持
有，可將其入罪之材料，即具有壓倒性之勢，足證其所做，亦即本案控訴之行為
有罪。本座再一次認為被告中的任何一位，想要扭轉本案審判結果必然出現的該
結論以及因此避免讓原告們勝訴之結局，可說一點機會都沒有。
因此，本座認為這是很清楚的案子，讓原告們獲得即決判決，使其能夠獲得其依
據證據顯然有權獲得之救濟，不用再浪費時間與金錢走完審判程序，既適當也符
合公平正義原則。

肆、法院判決
原告勝訴。

伍、案例評析
本案例是典型販售盜版光碟的案件，被告在跳蚤市場販售盜版光碟並提供訂購單
進行客製化服務。本案例係屬民事判決，承審法官因被告已業經刑事判決有罪，
所以在判決理由或證詞方面參酌了刑事判決，而因被告之行為係屬罪證確鑿，所
以將即決判決判給原告。
事實上，本類型案件在我國亦曾出不窮，甚且實務上曾有放置愛心桶讓自己投錢
的自助式販售盜版光碟，販售盜版光碟者躲在一旁觀察，必要時可以躲避警察的
追緝，即便檢警查獲販售地點也難以追蹤販售者，相對取得的證據亦較薄弱，不
利於起訴。因此，我國立法者為消彌此一盜版風氣，遂在著作權法第 87 條第 1
項第 6 款增訂：「明知為侵害著作財產權之物而以移轉所有權或出租以外之方式
散布者，或明知為侵害著作財產權之物，意圖散布而公開陳列或持有者。」並在
第 91 條之 1 第 1 項至第 3 項規定「擅自以移轉所有權之方法散布著作原件或其
重製物而侵害他人之著作財產權者，處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科或併科新
臺幣五十萬元以下罰金。明知係侵害著作財產權之重製物而散布或意圖散布而公
開陳列或持有者，處三年以下有期徒刑，得併科新臺幣七萬元以上七十五萬元以
下罰金。犯前項之罪，其重製物為光碟者，處六月以上三年以下有期徒刑，得併
科新臺幣二十萬元以上二百萬元以下罰金。但違反第八十七條第四款規定輸入之
光碟，不在此限。」，並依據第 100 條之規定重製或散布或意圖散布而公開陳列
或持有盜版光碟，係屬於公訴罪，讓保智大隊可以在查緝後逕送檢察官提起公
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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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本案之被告係自行重製違法重製物，此重製行為亦適用我國著作權法第
91 條第 1-3 項之規定：「擅自以重製之方法侵害他人之著作財產權者，處三年以
下有期徒刑、拘役，或科或併科新臺幣七十五萬元以下罰金。意圖銷售或出租而
擅自以重製之方法侵害他人之著作財產權者，處六月以上五年以下有期徒刑，得
併科新臺幣二十萬元以上二百萬元以下罰金。以重製於光碟之方法犯前項之罪者，
處六月以上五年以下有期徒刑，得併科新臺幣五十萬元以上五百萬元以下罰金。」
我國著作權法於民國 92 年修法時特將重製、散布和意圖散布而公開陳列或持有
盜版光碟之行為列為公訴罪，立法理由：「一、二十一世紀是知識經濟的時代，
創新與資訊科技是知識經濟發展的催化劑，著作相關產業包括資訊科技產業之的
發展，為維繫國家社會競爭力的基礎。二、目前社會常見之著作權侵害態樣中，
數位化著作，例如電子書、視聽、錄音著作之影音光碟或電腦程式光碟產品等之
盜拷、盜錄或散布盜版物之行為，至為猖獗，其所侵害者，往往並非某人之某項
單一權利與合法經濟利益，而是同時侵害特定多數人的眾多權利，例如流行樂曲
合集之 CD 光碟、電影光碟，或大補帖盜版光碟，此與單一個人法益受害之情
況有所不同。三、由於科技之進步，盜版品之製造已從單一或少量演進成為在極
短的時間裡即可製造數以千萬計之產品。盜錄、盜拷及散布盜版光碟之犯罪行為，
成本低微，攫取非法暴利，破壞產銷秩序及經濟秩序，擾亂交易安全，更危及著
作權相關產業，例如資訊科技產業、文化、娛樂產業之生存，侵害損蝕國家、產
業之競爭力，亦敗壞國民道德與風氣。四、此類犯罪行為已從往昔單純侵害個人
法益之性質轉化為損害國家、社會法益的性質，不宜繼續列為告訴乃論之範圍，
而應由國家主動追訴。五、爰將犯第九十一條第三項及第九十一條之一第三項所
定兩種較重大之著作權侵害行為納入非告訴乃論之範圍，以期有效遏止侵權犯
罪。」簡言之，是為遏止盜版侵害著作權之風氣。
雖謂以刑罰遏止罪行為維持社會秩序、保障人民權益的方法之一，然著作權本質
上係屬私權，筆者認為亦可從積極確保著作授權機制健全、便利以及公平之方向
著手，正面面對市場供需問題，而非緣木求魚消極期待刑罰能有效遏止著作權侵
害之發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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