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計畫摘要
存在或正於世界各國當中發展的著作權及其相關權利之集體管理機制，在文
化發展面向上扮演極為重要的角色，透過其運作使得創作人等之創作得廣泛地為
社會大眾所接觸，另外於經濟發展面向上亦極為重要，不僅使得創作人個人得以
回收創作報酬，亦促進文化產業的發展。世界智慧財產組織便基於利用智慧財產
協助經濟發展的概念，積極推動著作權及相關權利集體管理機制之建置。

世界智慧財產組織推行集體管理之相關組織部門，主要為「著作權及相關權
利與產業關係部」（Copyright and Related Rights and Industry Relations Sector）其
下所屬的「著作權集體管理組」（Copyright Collective Management Division）、以
及「經濟發展部」
（Economic Development Sector）其下的四個區域經濟發展事務
處。另外尚包括「方案規劃與政策發展辦公室暨 WIPO 世界學院」等等。這些組
織部門透過彼此間的相互支援、合作，以促進推動集體管理之活動。近年來各組
織部門合作推行的集體管理活動，大致上包括：舉辦地區性及國家層級的會議、
訓練課程與學術參訪、產業活動、諮詢團、技術援助與資訊科技、研究報告、合
作協定、出版品等。

世界智慧財產組織亦對各國提出建置著作權及相關權利集體管理機制之具
體建議。建置著作權及相關權利集體管理機制之必備要件為：完備相關法制、集
體管理機制之獨占性、經濟上之充足、正確的政府角色。其更提供建置集體管理
機制時參考的一套階段性規劃，依序為(1) 經理人之基本訓練 (2) 擬定工作計畫
(3) 成本預估與負擔 (4) 法律架構、規約、與作者及出版人之契約 (5) 文件歸檔
(6) 與電台、電視公司之契約 (7) 與外國集體管理機制之協定 (8) 分配之規則與
程序 (9) 資料之處理 (10) 對作者、出版者之社會福利與文化促進 (11) 與盜版
之對抗等階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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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對數位科技對著作權及其相關權利集體管理所帶來的巨大衝擊，世界智慧
財產組織更加確認了集體管理機制的必要性，並建議運用集體管理機制作為管理
和發揮數位科技功能的重要工具，諸如數位權利管理 (digital rights management,
DRM)、科技保護措施、針對數位環境下各種不同種類作品及內容的授權、使用
者之管控、收集及分配使用報酬等等，建置數位化集體管理機制。

在應用數位科技於集體管理的層面上，世界智慧財產組織亦推行了數個適當
可行的方案，例如於開發中國家推動權利管理系統與國際技術標準的相容性，以
及數位科技應用於著作權及相關權利集體管理機制上的整合，提供利用的資源包
括：WIPO 數位議程、WIPONET 等，另外亦協助區域發展集體管理軟體，如：
AFRICOS。

關於世界智慧財產組織對於集體管理機制區域性與多邊性整合的推動，主要
由「著作權集體管理組」主導，在「非洲」
、
「阿拉伯國家」
、
「亞洲及太平洋地區」
、
及「拉丁美洲及加勒比海地區」等四個區域進行整合推動，其工作項目主要分為
「區域性會議」、「國內性會議」、「訓練課程及研習訪問」
、及「諮詢使節團」等
四部分，除成功推動加勒比海區域集體管理的整合，未來將鎖定亞洲太平洋地區
推動區域性的整合。

2

第一章

緒論

一、研究背景及目的
各國的著作權法自始便授與了權利人在有限的期間內享有排除他人未經其
同意或授權對其著作物從事重製、散布、公開展示、改作或公開演出等等行為的
專屬權益。然而在現實的面向上，鑒於著作權的原創者或權利人基本上通常並沒
有足夠的人力與物力來掌控所有對其著作物的使用狀況，因此也自難單憑一己之
力來執行這些由法律所賦予的權利，從而著作權的集體管理機制便因應而生。從
目前所知的史料顯示，全球的第一個著作權集體管理機制是肇始於西元一七七七
年，由 Pierre-Augustin Caron de Beaumarchais (1732-1799) 所創立的 Bureau de
législation dramatique 為代表。該組織後來轉型並更名為「戲劇作家暨作曲家協
會 (Sociétédes auteurs et compositeurs dramatiques, SACD)」
，並一直延續至今。1在
西元一八五一年，法國另行出現了近代的第一個著作權及鄰接權的管理機制「作
家、作曲家暨音樂出版家協會 (Société des auteurs, compositeurs et editeurs de
musique, SACEM)」。爾後在西元一九一四年二月十三日，十位在當時非常知名
的美國音樂家和作家聚集在紐約市的克雷居飯店 (Hotel Claridge, New York) ，
正式創立了「美國作曲、作家暨出版家協會 (The American Society of Composers,
Authors and Publishers，簡稱為 ASCAP)」
，決議以集體的力量來相互扶持、爭取
和確保其會員們的應得權益，從而開啟了美國著作權及相關權利 (即鄰接權
neighboring rights) 集體管理制度的先河。同年英國也成立了「表演權利協會
(Performing Right Society, 簡稱為 PRS)」等相類似的機制，之後並與 ASCAP 結
盟，首度成為跨國性的著作權及相關權利集體管理機制。2

1

參見 MIHÁLY FICSOR, COLLECTIVE MANAGEMENT OF COPYRIGHT AND RELATED RIGHTS, p. 18
(2002)。
2
參見 Paul Goldstein, COPYRIGHT HIGHWAY: FROM GUTENBERG TO THE CELESTIAL JUKEBOX, p. 37
(2003 Rev. 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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鑒於作曲家、作家、音樂家、歌唱家和表演工作家等乃是一個社會的創意
瑰寶與重要文化資產，如何從法制與管理的層面去構建一個有利的環境，俾使他
們有良好的誘因願意不斷的從事創作，而且可以安心的去發揮他們的天份，便成
為當前著作權及相關權利管理的關鍵課題之一。集體的管理機制與運作在經過兩
百餘年的發展和演進後本已是相當的複雜與細緻，日新月異的科技發展更對於此
一機制帶來了巨大的衝擊。例如：近來大為風行的「點對點式資訊分享
(peer-to-peer information sharing) 」
，尤其是不透過任何中央伺服器 (central server)
來從事電子檔案交換 (例如所謂的 MP3 影音檔) 所引發的授權與權利金計算等
問題，尤其是涉及到跨國性的交換時，便令傳統的操作機制頗為難以應付。有鑒
於 此 ， 由 聯 合 國 轄 下 的 「 世 界 智 慧 財 產 組 織 (World Intellectual Property
Organization，簡稱為 WIPO) 」，一方面針對網路與電子商務環境下的著作權問
題 在 西 元 一 九 九 六 年 分 別 通 過 了 「 世 界 智 慧 財 產 組 織 著 作 權 條 約 (WIPO
Copyright Treaty，簡稱為 WCT) 」 與「世界智慧財產組織表演及錄音製品條約
(WIPO Performances and Phonograms Treaty，簡稱為 WPPT) 」(它們均已在西元
二○○二年正式生效)，另一方面也在西元一九九九年正式在其「關於智慧財產發
展之常設合作委員會 (Permanent Committee on Cooperation for Development
Related to Intellectual Property，簡稱為 PCIPD)」內展開了對於如何促進著作權及
相關權利的集體管理機制的系統性探討，並在其國際局 (International Bureau) 內
正式編制了常設性的「著作權集體管理機制組 (Copyright Collective Management
Division，簡稱為 CCMD」
，置於世界智慧財產組織的「經濟發展部門 (Economic
Development Sector)」之下。

本研究計畫的目的是擬針對世界智慧財產組織在著作權及相關權利集體管
理問題方面的相關文獻與會議資料等進行整理與分析，俾探詢此一領域的最新發
展趨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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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研究內容
本研究計畫包含本章緒論外，共分成五章探討世界智慧財產組織在著作權及
相關權利集體管理問題的相關議題，概述如下：
第一章：緒論—敘述本研究計畫的研究背景及目的、研究內容、研究方法。
第二章：世界智慧財產組織推行集體管理的推動機制與建議—
第一節

WIPO 推行集體管理的宗旨

第二節

WIPO 推行集體管理的組織部門

第三節

WIPO 推行集體管理的相關活動

第四節

WIPO 對各國推行集體管理的具體建議

第三章

世界智慧財產組織關於著作權及相關權利集體管理的推動-數位內容的挑戰

第一節

數位環境對集體管理機制的挑戰

第二節

數位環境的新機會與集體管理的必要性

第三節

可行的因應策略

第四節

WIPO 在數位科技因應策略上的協助與執行實例

第四章 世界智慧財產組織關於著作權及相關權利集體管理的推動-區域性與多邊
性整合
第一節

區域性與多邊性整合的背景

第二節

非洲國家的整合

第三節

阿拉伯國家的整合

第四節

亞太國家的整合

第五節

拉丁美洲及加勒比海地區的整合

第五章

結論

三、 研究方法
本計畫擬依下列步驟進行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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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彙集與分類

資料綜合分析

實務辯證與報告撰述

本計畫擬就世界智慧財產組織的正式文件、會議資訊、期刊文獻與其他相
關研究資料分別進行系統性的整理與分析，俾可使相關的實務辯證與報告撰述更
為精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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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智慧財產組織推行集體管理的
推動機制與建議

本章擬探討世界智慧財產組織（World Intellectual Property Organization，以
下簡稱 WIPO）對於集體管理如何進行推動以及其對會員國建置集體管理機制的
實質具體規劃建議。

一 、WIPO 推行集體管理的宗旨
作曲家、作者、音樂家、歌手、表演人等富有天分的個人，是社會當中最珍
貴的資產，我們的文化生活因為其創作而變的豐富多彩，為了鼓勵他們發揮天分
於創作上，必須提供誘因、獎勵，使他們從許可其創作使用當中獲得收益。著作
權及其相關權利集體管理機制，即在創作人及消費者當中建立了此等連繫，確保
了權利人、創作人等得因他人利用其作品而獲得使用報酬3。

當前許多國家既有或是正在發展中的著作權及其相關權利的集體管理機
制，在推動全球文化發展的面向上扮演了極為重要的角色；透過其運作使得創作
人的創作得以廣泛地與社會大眾接觸，而且在經濟發展面向上不僅使得創作人個
人得以取得相應的報酬，亦可促進文化產業的發展4。這樣才可以不斷的鼓勵創
作人為文化部門的發展做出貢獻，使公眾能充分利用浩瀚如海的創作，並吸引外
人投資。總而言之，這都會對國民經濟帶來非常良好而且深遠的影響。在一些國
家，文化產業的產值已達到了國民生產總值 (gross domestic product, GDP) 的 6
％，而來自著作權及其相關權利集體管理的收益在這個比例當中又佔了很高的比
3

參見世界智慧財產組織著，版權和相關權的集體管理 (中文)，WIPO Publication No. 450CM/E,
頁 5。
4
WIPO, From Artist to Audience: How Creators and Consumers Benefit from Copyright and Related
Rights and the System of Collective Management of Copyright, WIPO Pub. No. 922(E), p. 2。
7

例。此外，有些著作權及相關權利集體管理機制為其會員提供了各種社會福利保
護，包括幫忙支付醫療費、保險費、根據會員使用報酬收入紀錄支付退休金、或
某種有保障的收入。著作權及相關權利集體管理機制亦對文化活動進行贊助，以
促進本國作品在國內、外的使用，包括舉辦戲劇節、音樂競賽、製作本國的民間
文學藝術作品和音樂作品等諸如此類的活動。然而，上述這些社會福利保護及文
化活動推行等並非是強制性的，著作權及相關權利集體管理機制亦可透過從其所
收取的使用報酬當中扣除一定的比例來實現這些目的5,6。

WIPO 一向在推廣一個概念，即智慧財產權益可做為推動經濟發展的重要工
具。因此其轄下的經濟發展部（Economic Development Sector，簡稱 EDS7）便負
責整合諸多 WIPO 在智慧財產發展方面的不同任務，包含了對開發中國家的技術
援助，以推廣智慧財產作為社會文化發展、經濟成長、福利創造的概念。WIPO
對 於 經 濟 發 展 的 協 助 ， 主 要 是 植 基 於 聯 合 國 的 千 禧 年 宣 言 （ Millennium
Declaration）與千禧年發展的八項目標（Millennium Development Goals）8，冀圖
消除世界各地的貧窮與創造有利於經濟和文化發展的環境。而在策略上則採行彈
性化並依國情不同而與以區別的協助措施以因應開發中及低度開發國家們相互
間極為不同的需求，並確保這些協助行動能與各該國家的目標與發展利益相符
合。至於發展的優先前後次序，則由會員國於「關於智慧財產發展之常設合作委
員會」
（Permanent Committee on Cooperation for Development Related to Intellectual
Property，簡稱 PCIPD9）中討論。

WIPO 推行集體管理機制的宗旨係源由自「發展」的概念，於 WIPO 發展合
5

對於從使用報酬當中扣除一定比例的作法，目前並未形成共識。根據國際作者和作曲者協會的
規定，扣除比例不得超過收入之 10％。
6
WIPO Publication No.450CM/E, p.9。
7
詳請參閱 WIPO 經濟發展部門網頁：http://www.wipo.int/eds/en/ (2005/10/10 visited) 。
8
詳請參閱聯合國千禧年發展目標網頁：http://www.un.org/millenniumgoals/（2005/10/10 visited）
。
9
PCIPD 已 召 開 四 次 會 議 ， 關 於 歷 次 會 議 召 開 紀 錄 與 報 告 ， 請 見 WIPO 官 方 網 頁 ：
http://www.wipo.int/meetings/en/topic.jsp?group_id=37（2005/10/10 visited）
8

作方案（Development Cooperation Program10）當中指出其目標乃是推廣建置智慧
財產辦公室及相關組織、提供立法建議及援助、促進本土的創作活動、訓練政府
官員及私領域的代表、散布智慧財產相關資訊並提高會員國對智慧財產的重視等
等，而這些活動在於支援開發中國家擴大對智慧財產的利用及效率，進而促進經
濟、社會、文化的發展11。由於集體管理機制對於社經文化、及發展面向上的重
大意義，故成為 WIPO 為促進發展而致力推動的組織目標之一。

二、WIPO 推行集體管理的組織部門

WIPO 的組織架構，最高的行政首長為秘書長（General Director）
，其下分
依掌管權利範疇的不同分成五大部門，分別掌管著作權、專利權、商標權、經濟
發展與外部合作關係的相關事宜。另再分設八個主要掌管行政事務的辦公 (參見
圖 2-1)12：

10

11
12

關於 WIPO 發展合作發展之緣起與目標，可參考該網站：http://ipmall.info/hosted_resources/lipa/
trips/W63.pdf （2005/10/10visited）
WIPO Doc. WIPO/EDS/INF/1 Rev., para.2, p.2（September 2005）
資料來源：http://www.wipo.int/about-wipo/en/pdf/org-en.pdf （200/10/15 visit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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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1 WIPO 組織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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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IPO 推行集體管理的相關組織部門，主要為五大部門中的「著作權及相關
權利與產業關係部」（Copyright and Related Rights and Industry Relations Sector）
其下所屬的「著作權集體管理組」（Copyright Collective Management Division）、
「著作權法立法建議組」（Copyright Legislative Advice Division）、「著作權法組
（Copyright Law Division）等等。以及「經濟發展部」（Economic Development
Sector）其下的四個區域經濟發展事務處。另外尚包括「方案規劃與政策發展辦
公室暨 WIPO 世界學院」等等。這些組織部門透過彼此間的相互支援、合作，以
促進推動 WIPO 進行集體管理的活動。以下特別針對推動集體管理最直接相關部
門加以說明：

10

公室

（一） 著作權集體管理組及著作權立法建議組
為加強推動著作權及其相關權利的集體管理以發揮其於發展面向上的效
益，PCIPD 於 1999 年六月召開第一次會議當中決議於合作發展部門（Sector of
Cooperation for Development）下建立一個新的部門：著作權集體管理組（Copyright
Collective Management Division, 以下簡稱 CCMD）13 。

CCMD 在處理集體管理議題上的主要任務可大致分成下述三個方向，即處
理國家、區域、跨區域等不同層次需求的評估14、致力於各工作方案的規劃與建
制與延伸集體管理機制的相關發展、執行活動15。另外，CCMD 亦與 WIPO 的其
他組織部門密切合作、相互支援與協調相關集體管理議題16，這些部門包括了四
個區域事務處（Regional Bureau） 17 和 WIPO 世界學院 18 （WIPO Worldwide
Academy）與 WIPO 著作權法部門（WIPO Copyright Law Section） 等19。過去
CCMD 係建置於經濟發展部之下，近期則改編制於「著作權及相關權利與產業
關係部」其下，使該部統籌所有與著作權及相關權利相關的部門，而原本即編制
在著作權部門的立法建議及著作權法組，亦於對開發中國家的集體管理立法層面
的建議提供許多支援。關於此三組於「著作權及相關權利與產業關係部」的組織
情形，詳見圖 2-2：

13

WIPO Doc. PCIPD/1/7, para.2, p. 3 (May, 1999)。
參 見 WIPO-WASME Special Program on Practical Intellectual Property Rights Issues for
Entrepreneurs, Economists, Bankers, Lawyers and Accountants (Geneva, October 6-9 2003), Theme 7。
available at http://www.wipo.int/sme/en/activities/meetings/wipo_wasme_03/pdf/wipo_wasme_ipr_ge
_03_7.pdf。
15
同上註。
16
參見 WIPO Magazine，2004 年 7-8 月，頁 6。
17
詳見 WIPO 區域事務處官方網頁：http://www.wipo.int/eds/en/regional_bureaux.html。
18
WIPO 世界學院提供遠距教學、專業訓練、政策發展等方面的協助，對於會員國集體管理人力
資源的培養頗有助益，詳見官方網頁：http://www.wipo.int/academy/en/（2005/10/10 visited）
19
WIPO Doc. PICPD/3/5, para.1, p.2 (July 20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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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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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經濟發展區域事務處
WIPO 對於開發中國家的經濟發展支援活動係因國情而異，為能更加符合
各地不同國情，藉助各地本土專業知識是必須的，因此經濟發展部於其下另分設
四個區域事務處（regional bureau）
，包括：非洲事務處20（Economic Development
Bureau for Africa）
、阿拉伯國家事務處21（Economic Development Bureau for Arab

20
21

關於非洲事務處之推行工作，請見 http://www.wipo.int/africa/en/index.html（2005/10/10 visited）
關於阿拉伯國家事務處之推行工作，請見 http://www.wipo.int/arab/en/index.html（2005/10/10
visit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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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untries）
、亞太事務處22（Economic Development Bureau in Asia and the Pacific）
、
拉丁美洲與加勒比海事務處23（ Economic Development Bureau for Latin America
and the Caribbean）。此四個事務處與 CCMD 進行密切合作，以推行各區域集體
管理活動的進行，關於其組織圖，詳見圖 2-324：

圖 2-3 WIPO 經濟發展部組織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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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務處

務處

務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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務處

（三）方案規劃與政策發展辦公室暨 WIPO 世界學院
方案規劃與政策發展辦公室其下的資訊科技部門，於資訊技術服務、網路
服務、資訊方案支援等方面促進會員國進行集體管理機制的現代化與數位化。另
外 WIPO 世界學院提供的豐富訓練課程（包括遠距教學），對集體管理人力資源
的培育亦貢獻良多。關於該辦公室底下的組織圖，詳見圖 2-425：

22

關於亞太事務處之推行工作，請見 http://www.wipo.int/aspac/en/index.html（2005/10/10 visited）
關 於 拉 丁 美 洲 與 加 勒 比 海 事 務 處 之 推 行 工 作 ， 請 見 http://www.wipo.int/lac/en/index.html
（2005/10/10 visited）
24
資料來源：http://www.wipo.int/about-wipo/en/pdf/visio-eds.pdf （2005/10/10 visited）
25
資料來源：http://www.wipo.int/about-wipo/en/pdf/visio-osspd-wwa.pdf （2005/10/15 visited）
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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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4 組織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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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WIPO 推行集體管理的相關活動

WIPO 近年來與集體管理相關的推行活動，除 WIPO 各部自行推動之外，主
要係與著作權集體管理組（CCMD）進行合作26。 CCMD 作為世界智慧財產組
26

WIPO Doc. PCIPD/3/5, para.3, p.2 (July 20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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織「發展合作方案」不可或缺的一部份，向來維持其一致的追求致力於推動 WIPO
會員國在國家或地區的層次建立適當的基礎設施，以利集體管理作者、作曲家、
表演人等的權利27，CCMD 所提供的協助，係為因地區、國家特色而異的方式，
以協助著作權及相關權利集體管理機制處理有關於發展和挑戰的問題，不論該國
是否已經有現存的著作權及相關權利集體管理機制，其協助目的在於創造一個使
著作權及相關權利集體管理機制能得以創建或生存的環境。CCMD 協助方案的
執行，是建構在對國際趨勢議題與政策選擇分析的基礎上，另外輔以數個適當方
案的發展，包含了：訓練課程、發展中國家權利管理系統與國際標準的一致、數
位科技應用於集體管理的整合等等28。而近年來 CCMD 與 WIPO 各組織部門推
行的集體管理活動，大致上包括了：舉辦地區性及國家層級的會議、訓練課程與
學術參訪、產業活動、諮詢團、技術援助與資訊科技、研究報告、合作協定、出
版品等29。概述如下：

(一) 地區性及國家層級的會議
於各地區及國家舉辦著作權及相關權利集體管理的研討會及會議，宣導集體
管理的基本概念、地區性整合的問題、以及數位時代的因應策略，為 WIPO 近年
來最主要的集體管理推行活動，有助於各國欲推行集體管理時，對相關議題的掌
握及瞭解。透過這些會議的舉辦，也提供了一個討論、交換意見的平台，讓包括
權利人團體、使用者、集體管理機制、政府的政策制訂者等等一起針對集體管理
議題進行溝通，並且有助於區域性集體管理整合目標的達成。

在 1999~2002 年間，CCMD 在四個區域性事務處的協助，並與當地地主國
合作下，分別於非洲、阿拉伯國家、亞太地區、拉丁美洲與加勒比海地區舉辦了

27
28
29

WIPO Doc. PCIPD/3/5, para.1, p.2 (July 2002)。
WIPO Doc. PCIPD/3/5, para.2, p.2 (July 2002)。
WIPO Doc. PCIPD/3/5, para.3, p.2 (July 20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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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數次地區性及國家層級的會議，探討該區域未來集體管理的趨勢與規劃，可謂
為 WIPO 官方著力最多的推行活動30。

（二）學術參訪與訓練課程
在 WIPO 官方的協助下，開發中國家的智慧財產辦公室進行各種的學術參
訪活動，以汲取集體管理的經驗，比方於 2001 年 9 月，巴基斯坦即派遣三名代
表前往英國倫敦的表演權協會（Performing Rights Society Limited，簡稱 PRS）及
瑞典的表演權協會（Swedish Performing Rights Society，簡稱 STIM）學習相關經
驗31。 此外，WIPO 官方亦常直接前往會員國，與會員國官員會面商討集體管理
議題並簽署外交備忘錄，比方：2001 年 10 月 16 號，WIPO 局長拜訪非洲的桑吉
巴，與其總理會晤討論針對桑吉巴以及坦尚尼亞對於智慧財產的策略性要點，該
次會談內容包含了 WIPO 的計劃以及活動，並特別針對傳統知識、民俗、著作權
的集體管理、WIPO 世界學院提供的訓練計劃，包含遠距教學等等加以討論32。
2001 年 12 月 4 號到 5 號，WIPO 局長拜訪斯洛伐克，與斯洛伐克簽訂外交備忘
錄，WIPO 承諾將會提供綜合的計畫來協助強化斯洛伐克的智慧財產系統。在這
份外交備忘錄中特別強調了民俗以及著作權的集體管理發展33。

WIPO 世界學院亦提供集體管理的訓練課程，接受對象除各國智慧財產主管
機關官員的受訓外，尚包含各國著作權及相關權利集體管理機制的行政人員。
2002 年 4 月，WIPO 即針對非洲數個著作權及相關權利集體管理機制的行政人員
舉行密集訓練，課程師資為聘自瑞士的諮詢顧問，關注於集體管理的幾個基本概
念：文件歸檔、分配、財務與行政、自動化權利管理34。
30

詳細之集體管理相關地區及國家層級之研討會及會議，可參考該網址
http://www.wipo.int/meetings/en/archive_meeting.jsp?organisation=WIPO&meeting_code=&meeting_
title=collective+management&meeting_month=&meeting_year=&meeting_country=
(2005/10/10 visited)
31
WIPO Doc. PCIPD/3/5, para.44, p.10 (July 2002)。
32
WIPO Magazine, 2001 年 11-12 月，p.13。
33
WIPO Magazine 2002 年 1 月，P.14。
34
WIPO Doc. PCIPD/3/5, para.49, p.10-11 (July 20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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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與產業界的互動
WIPO 經常派員參與由文化、產業或權利人團體所舉辦的各項研討會或相關
活動，以期在第一時間點便能掌握和瞭解產業界對集體管理發展的意見。自 2002
年 1 月起，CCMD 每年均派員參與「國際音樂市場（le Marche International de la
Musique, MIDEM35）」於法國坎城所舉辦的年會，與會中各方代表交換集體管理
建置資訊系統、如何在網路空間當中加密或辨識音樂作品等議題36。

（四）諮詢團隊
提供諮詢亦為 WIPO 提供開發中國家集體管理相關協助的主要方式。WIPO
有時是以＃派遣其官員、諮詢團隊前往該國提供協助，或是以代表某些團體的身
份前往給予諮詢意見。例如於 2001 年 2 月，一個在 WIPO 的協助下、並代表「國
際 重 製 權 組 織 聯 合 會 （ International Federation of Reproduction Rights
Organization，簡稱 IFRRO）」37的諮詢團隊即前往千里達（加勒比海沿岸國家）
探討有關複印重製的官方事務38。這些諮詢團隊將提供該國官員、著作權及相關
權利集體管理機制意見、瞭解其協助需求、提供相關的訓練與軟體。

35

WIPO在2002年一月首次參加了MIDEM的年會，討論音樂工業以及集體管理團體所面臨到的
問題。MIDEM為一每年在坎城舉行的會議，與會者包括音樂產業的所有相關人士，包括從事
創造、生產及散佈音樂著作者，同時也包括負責音樂著作權及相關權利的集中管理者。WIPO
也藉此機會獲得與各集體管理團體以及CISAC (International Confederation of Authors and
Composers Societies)對話的機會。詳請參見 WIPO Magazine，2002年3月，p.13。

36
37

38

WIPO Doc. PCIPD/3/5, para.51, p.11 (July 2002).
國際重製權組織聯合會（IFRRO）為一整合各國重製權組織之國際權利人組織，在 1980 年成
立，當時是由一個國際出版人協會及國際科學工業醫學出版人團體所組織的工作小組，1984
年 5 月於奧斯陸所召開的會議上，這個工作小組成為「重製權組織國際公開討論會」的非正式
聯合會。這個改變引起了更多作家及其他權利人的直接參與這個團體。1988 年 4 月在哥本哈
根，IFRRO 成為一個正式的聯合會，並且有資格代表它的會員在諸如 WIPO，UNESCO，歐洲
共 同 體 ， 歐 洲 議 會 等 國 際 組 織 發 言 。 詳 請 參 閱 http://www.tipo.gov.tw/service/
news/showNewsContent.asp?otype=3&postnum=5169&from=international （2005/10/10 visited）。
WIPO Doc. PCIPD/3/5, para.56, p.11 (July 20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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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技術協助與資訊科技

WIPO 提供給開發中國家的技術協助當中，最主要即為資訊科技設備的提
供。其不僅協助非洲國家發展集體管理軟體 AFRICOS（Automated Functions for
Rights Information in Collecting Societies）39，並且致力於推動該軟體符合 CISAC
所訂定的國際標準40。

另外於加勒比海地區，建立於 2000 年 8 月、透過網際網路連結的「加勒比
海著作權聯合團體」
（Caribbean Copyright Link，簡稱 CCL）管理系統，亦在 WIPO
的協助之下，將所需必備的硬體設備運至 CCL 底下的四個團體：巴貝多的「作
曲人、作者與出版人著作權團體」
（COSCAP）
、千里達的「著作權組織」
（COTT）
、
牙買加的「牙買加作曲人、作者與出版人協會」
（JACAP）
、聖露西亞的「音樂著
作人團體」
（HMS）
，此四個團體與 CCL 皆連結至由 WIPO 所購置、設於馬德里
（基於技術理由）的中央伺服器，而執行了地區性系統的運作。而於 2000 年 6
月，由 WIPO 出面向「西班牙作曲家及出版人協會」
（Sociedad General de Autores
y Editors，簡稱 SGAE）諮商，達成 SGAE 授權加勒比海集體管理機制使用其發
展的 SGS 軟體，亦安裝於上述四個加勒比海區域集體管理機制中，而 SGAE 也
持續地提供必要的系統維護工作41。

（六）研究報告
WIPO 針對集體管理議題的研究報告，經常於各地區及國家層級的會議中提
中，以對各區域及各國提出因地制宜的策略建議。比方針對拉丁美洲國家，WIPO
提出的研究報告主要針對該區域的作品監督控制、使用報酬金計算的比較研究及
39

關於 AFRICOS 功能的詳細介紹，本研究報告將於第三章詳細說明。
WIPO Collective Management Activities, 3rd Session of the PCIPD, WIPO Doc. PCIPD/3/5, para.
69, p. 13 (July 2002).
41
同上註, para. 71, p.13 (July 2002)。
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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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法問題42。對阿拉伯國家提出現存的著作權及相關權利集體管理已建置的立法
架構比較研究及修法建議43。在亞太地區，提出現存集體管理如何現代化的研究
44

，另外亦提出東南亞地區區域集體管理系統建置的可行性的初步研究報告等45。

（七）合作協定
WIPO 代表各著作權及相關權利集體管理機制洽談合作協定亦不乏其例。
在加勒比海地區，WIPO 即與 SGAE 達成授權使用 SGS 軟體的合作協定，以幫
助 CCL 系統的順利運作，其後增訂的合作協定更將範圍擴張至中美洲地區新興
的集體管理機制，採取類似加勒比海地區的合作方式，協助處理文件歸檔、授權、
分配等。

另外，於 2002 年 3 月達成協議的「世界智慧財產組織-澳大利亞對亞太地區
智 慧 財 產 技 術 援 助 合 作 之 聯 合 聲 明 」（ WIPO-Australia Joint Statement on
Cooperation for Intellectual Property Technical Assistance in Asia and The Pacific
Region）架構的執行下，WIPO 與澳大利亞組成了一個工作團隊，舉辦了數場相
關會議，及集體管理機制職員的訓練課程準備工作等等46。

WIPO 與非政府組織亦進行密切合作，多年來，許多非政府組織於 WIPO 已
獲得了觀察員的地位47。此外，鑒於聯合國科教文組織之下的「國際作家暨作曲
家 聯 盟 (Conferderation Inernationale des Societes d’Auteurs et Compoditeurs,
CISAC)」與 WIPO 在集體管理方面其實具備了許多的共通點，雙方自應協商未

42

同上註, para. 73, p.13 (July 2002)。
同上註, para.74, p. 14 (July 2002)。
44
同上註, para. 76, p. 14 (July 2002)。
45
同上註, para. 77, p. 14 (July 2002)。
46
同上註, para. 80, p. 15 (July 2002)。
47
現有 172 個非政府組織為 WIPO 之觀察員，詳見 http://www.wipo.int/about-wipo/en/members/
admission/pdf/observers.pdf (2005/10/15 visited )。
43

19

來的合作與共同架構48。而 WIPO 業已於 2002 年 9 月(請再確認所有的日期格式
是否統一，如果是西元，就要著名是西元幾幾年；如果用國曆，就要註明是民國
多少年)，與 CISAC 簽訂了進一步加強著作權集體管理的合作協定，建立起兩個
組織間長期性的合作架構49。另外，WIPO 也於 2003 年 10 月與 IFRRO 簽訂合約，
加強兩組織於複印重製權集體管理方面的相關活動50。

（八）出版品
1990 年，WIPO 出版了一本名為「著作權及鄰接權之集體行政」
（Collective
Administration of Copyright And Neighboring Rights） 的書，其中廣泛地論及了著
作權集體管理的立法、行政面向的議題，該本書乃植基於 1989 年 WIPO 大會提
出的研究報告，這本書對後來的集體管理產生極大的影響，全球社經、立法、技
術等氣象為之一變 ，而於其後的修改版中，書名更動為「著作權及相關權利之
集體管理」
（Collective Management of Copyright and Related Rights）
，並且已有英
文、法文、西班牙文、阿拉伯文的版本51。

其後，WIPO 相繼出版了若干其他簡介著作權及相關權利集體管理的手冊，
以較簡潔的方式摘錄集體管理的主要面向與基本概念。此外，CCMD 亦籌備了
一套「工具 (toolbox)」，用以支援所有新創的集體管理音樂作品的集體管理機
制，該項工具包含了許多建置集體管理機制不可或缺的要素，可分成法律、技術
與實行面向，以及大量的文件範本：規約、立法、契約、組織、分配規則、使用
報酬的計算、授權契約、WIPO 發展合作方案的參考、集體管理的實證個案分析、
相關組織資訊的超連結等52。該項工具對於開發中國家及轉換至已開發國家甚為
有用，特別是那些尚未有已發揮功能的著作權及相關權利集體管理機制者，相關

48
49
50
51
52

同前註 (40), para. 81, p. 15 (July 2002)。
WIPO Magazine，2002 年 11-12 月，p. 24。
WIPO Magazine，2004 年 1-2 月，p. 32。
同前註 (40), para.82, p. 15 (July 2002)。
同上註, para.84, p. 15 (July 20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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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政府官員、政策制訂者、或權利人，皆可透過此一工具對有關於著作權及相關
權利集體管理的基本問題得到解答53。

四、WIPO 對各國推行集體管理的具體建議

為了回應關於著作權及其相關權利集體管理活動的應有架構以及在國家層
次如何面對數量龐大的著作物建立集體管理機制的疑問，WIPO 決定提供給各會
員各國一份名為「建立新著作權集體管理機制：一些經驗與回應

(The Setting-up

of New Copyright Societies: Some Experiences and Reflexions)」的指南54。該份文
件是由 Dr. Ulrich Uchtenhagen 所撰寫，其中簡介建立著作權及相關權利集體管理
機制不可或缺的步驟、條件及因素，甚至包含了建置該組織時程工作計畫。以下
將概略介紹此份文件當中 WIPO 提供給各國推行集體管理的具體建議：

（一）、建置著作權及相關權利集體管理機制的必備條件

當一個國家決定建置無線廣播事業、電視業、航空業或進入任何其他在技術
上及管理上皆極為不同的產業時，它會嘗試藉助、參酌他國既有的、相似的實施
經驗，並且使其未來的從業人員得以在已實施國接受初步的訓練。著作權及相關
權利集體管理機制的建置亦同此理，著作權集體管理機制的成長同樣也需要倚靠
特定的「環境條件」，在決定建立一個集體管理機制之前，某些條件需要被專家
們徹底地審視，以下將列出這些條件之中最重要的幾項：

1、完備相關法制
53

同上註, para.85, p. 16 (July 2002)。
ULRICH UCHTENHAGEN, THE SETTING-UP OF NEW COPYRIGHT SOCIETIES: SOME EXPERIENCES AND
REFLEXIONS, 同上註 (May 2005).
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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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有在創作人等的著作權能被法律適當的保障時，其權利才能被集中的管
理。舉例而言：假設電視台或廣播電台並非必然的被迫一定要付給他們所使用的
作品的作者使用報酬，設立管理廣播權的集體管理機制便顯得無甚意義55。

此外，唯有當國內及國外的著作都能被以同等的態度來進行保護，集體管理
的制度才能成功的被執行，亦即，一個國家必須願意以加入國際公約的立場將國
內的作品和國外的作品以同樣的立足點對待，只要該國拒絕保護國外的作品，則
使用者亦會拒絕履行他們支付使用國內作品使用報酬的義務。反過來說，若缺乏
對本國作品的保護，該集體管理機制便會淪為一種僅代表國外作品利益的單位，
且永遠無法取得在該領域中的認同56。

2、集體管理機制的獨佔性
過去數十年來的經驗都顯示，除非該集體管理機制成功的在某個法律範圍將
某種類作品的相關權利(例如一切關於音樂作品的公開表演權)能完善的統一且
集中控制，著作權的集體管理將無法良好的落實。一個良好運作的集體管理機制
需要管理全世界在音樂、文學及戲劇表演等等領域中所有的作品，要集中這些在
全世界散佈的作品，可以藉由一個國家中的著作權集體管理機制，或是透過國內
外權利人的自發性聯盟來達到法律上或事實上的獨占性角色57。

著作權集體管理機制的獨占性角色常常遇到的問題是：其是否牴觸到憲法上
組成團體的自由。然實際上，作者們可以自由的組成權利人團體，無論多少都可
以，因為這些團體制度上也不允許他們利用著作權的集體管理制度來替自己獲得
利益，故此獨占權的限制，影響的是「交易的自由」而不是組成團體的自由。實

55
56
57

同上註, para.5, p. 4。
同上註, para.6, p. 4。
同上註, para.7, p. 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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際上，每個國家在交易的自由上都有例外，稱之為「有益的集中 (英文原文為
何？)」
，例如：運輸、電力、郵務、水資源的事業，而著作權集體管理機制也被
分類為此種「有益的集中」，故他們需要被給予能夠獨占的角色58。

為什麼若是一個集體管理機制沒有被給予法律上或實質上的獨占地位，便不
能夠成為一個符合要求的著作權集體管理機制呢？其原因在於：若是在同一個國
家中存在著好幾個為同一種作品或是權利為服務的協會，則要精確的劃分他們之
間活動的差別便會變的很困難。例如說：某一件作品由兩個作者共同創作，而兩
個作者卻分處於不同的兩個協會，又或者是一件作品是由屬於 A 協會的作者創
作，卻又由屬於 B 協會的出版者出版59。

若是有一個使用者問該協會：「你們所代表的是哪些作品？」則該協會會很
難精準的回答。最標準的回答應該是：
「我們負責代表您可以使用的所有作品。」
也就是每個國家只應該有一個協會在負責某一種範疇的作品或是某一種權利60。

經驗顯示出，有許多屬於著作權集體管理機制活動領域的權利係靠著作者和
出版者或出版商（publisher）所訂定的出版契約在移轉的，由此可知，著作權集
體管理機制的獨占性地位必須要靠著出版者加入該協會來維持，他們會將從作者
方面取得的權利也集中到該協會中。在歐洲，所有的著作權集體管理機制都已普
遍的同意將出版者認可為正式的會員，雖然在其他國家，特別是拉丁美洲，許多
的著作權集體管理機制還是不願意將出版業者納入會員。若沒有這些會員，著作
權集體管理機制放棄掉了最重要的權利。此外出版業者會用很初步的方法自行運
作他們和作者之間的權利，因此集體管理的制度便會被削弱。多半來說，由出版
者代表作者運行其權利，最後作者手上的權利都會消失。這就是為什麼當建立一
58
59
60

同上註, para.8, p. 5。
同上註, para.9, p. 5。
同上註, para.10, p. 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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個新的協會時，一般都會強烈建議主要的組成應該是作者和出版者之間的合作關
係61。

最後，若在音樂領域中採取任何行動之前，作者和表演者之間的關係應該被
清楚的闡明。可以想像的，作者與表演者的著作權及其相關權利或許可以平行的
被兩個不同的協會管理，但是當兩個協會處理同一個使用者的問題時，他們不可
避免的會遇到衝突的問題，使用者希望這兩個協會管理他們著作權的方式應該是
一致的，當然這也是很合理的要求。在很多國家中我們看到協會間合作的例子，
例如有的著作權集體管理機制收取了使用報酬之後也將部分款項匯到處理表演
者權利的協會，事實上有的國家中，這兩個協會間會建立一些共同授權及集中的
機制62。

3、經濟上的充足性
即使管理的支出已經儘可能的壓低了，著作權集體管理機制還是需要有一個
最低的收入流量來維持該組織能夠有效且效率良好的運作，尤其是在某些情形中
管理的權利牽涉到遍及全球的作品，則必然包含了廣大的地區以及龐大的花費。
一個著作權集體管理機制可能因為經費不夠的因素而無法達到良好的經營規模
63

。

在上述的例子中，怎樣的經費才算足夠呢？該如何計算？通常有兩種預測一
個著作權集體管理機制收益的方法，一是以平均的收費價格來預測總共會收取到
的使用報酬，一是以該國家的人民平均所得並視情況來估計。接著，工作人員為
了維持良好的工作效率所需的支出，包括他們的薪資以及一些可預測的基本花費

61
62
63

同上註, para11, p. 6。
同上註, para.12, p .6。
同上註, para.13, p.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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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需要被決定出來。如果這些支出佔管理表演及廣播權利總收入的 30%以內，或
者是佔管理重製權總收入的 25%以內，則此管理可被認為具有經濟充足性，且該
協會可以被經營64。

4、政府的角色

政府對於一個新建立的著作權集體管理機制所抱持的態度是非常重要的。
若是沒有
政府的合作，或者至少是善意的回應，則要建立該著作權集體管理機制的意圖很
快就會變成泡影，聲明需要政府的協助的依據很簡單，因為著作權集體管理機制
的活動延伸至一個國家的政府也同樣責無旁貸的任務上，國家和著作權集體管理
機制都必須確保個人權利能如同法令所保障的而實現。這是因為數個國家機構，
例如官方電台、電視公司、文化學會、政府公報、法律以及規章(例如反壟斷法、
民事和刑事程序法、貨幣法規)，都會受到著作權集體管理機制活動的衝擊，如
果國家政府不支持他們，則該著作權集體管理機制很快就會癱瘓而無法運作，為
了防止這種類似的情形發生，在最一開始的時候就必須要確保國家的立場是完全
同意著作權集體管理的原則，這樣一來著作權集體管理機制才能在政府羽翼的保
護下順利的發展65。

獲得官方電台以及電視台的支持是特別的重要，如果他們拒絕接受一個迅速
且合理的協議，這等於是接收到了一個負面的訊號而且幾乎不可能克服。試想如
何能說服一個飯店業者為了使用音樂而付出權利金或是一點使用上的費用，而在
那個國家的官方廣播別人的音樂卻是不付權利金的？因此，在官方電台和電視台
簽訂同意書或合約之前，花費一些昂貴的基礎建設經費(例如高科技設備、租賃
64
65

同上註, para.14, p. 7。
同上註, para.15, p. 7-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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辦公室以及雇員的薪資)是不建議的66。

延續前已闡釋的「全世界作品」管理，以及著作權集體管理機制在反壟斷條
款下其相對應的立法架構以及事實上的獨占地位。因此著作權集體管理機制將不
計一切代價預防在反壟斷條款下對於著作權集體管理產生的災難性的衝擊，解決
的方法在於國家對於控制著作權集體管理機制所訂定的特別條款，將其排除在反
壟斷條款適用範圍之外67。

然而政府為著作權集體管理機制採取這些措施時也不可避免的要付出代
價。因此，政府唯有在著作權集體管理機制能夠正確、公平與有經濟效益的運作
下才有可能提供適當的支持和善意。這也表示政府必須能對著作權集體管理機制
進行適當的監督和審查，而且只要其中不涉及政治因素的介入，作家以及出版者
都不應迴避監督。著作權的管理機構則應對未來的正規經營與經費使用提出完整
的說明。假設在國家的監督下會促成將作者或出版業者的利益轉化為公眾的利
益，則這就會是最好的理由來說服為何要將讓著作權集體管理機制接受這樣的監
督68。

（二）、應達成的預定目標
在世界各地國家中的作者和出版者都希望能藉由讓別人使用他們的作品而
獲得他們應得的利益，而著作權集體管理機制便背負了延續文化命脈的重要使
命。但是一個提供服務給他們的會員的協會也需要考慮他們在市場上的定位，並
且不斷的檢視自身是否能不斷的改進69。下述幾點即為集體管理機制應審視自己
是否達成的預定目標：
66
67
68
69

同上註, para.16, p. 8。
同上註, para.17, p. 8。
同上註, para. 18, p. 8-9。
同上註, para. 21, p.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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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維持經濟充足的管理

一個著作權集體管理最重要的任務便是付給作者及出版者他們應得的報
酬，而這項使命不因該團體行使收取款項、募集基金、儲備金或是利用這些資源
追求其他目標而消滅70。

要衡量付給權利所有人的金額是否恰當，主要是憑藉著收費表的估算，而收
費表則是以使用者付的授權金或使用報酬酬金為基礎來計算。可以憑藉的一些標
準譬如有該國家的使用率或是國際上的標準，這裡特別提出下列幾項：
˙

10%的法則－

作者和出版者可以從因使用者使用他們的作品而付出的

的全部金額中獲取十分之一。
˙

按比例計價的法則（Pro-rata temporis rule）－

當受保護的作品及可自由

使用的作品被一起利用時，作者和出版者所獲得的十分之一的金額要再
按比例扣除掉當中可以自由使用而不需付費的部份。
˙

芭蕾舞法則（ballet rule）－ 當數個作品同時一起利用時，作者和出版者
所獲得的這十分之一的金額中，同樣還要再按比例扣除掉不屬於自己作
品的部份71。

一個著作權集體管理機制在一開始的時候很有可能無法完全的讓每一個
案子的計價符合以上所有的原則，計價的方式還需要跟使用者協會(例如旅館協
會)進一步的商討，而結果通常會是在著作權集體管理機制的需要和使用者願意
付出的程度之間取得妥協。在所有的情況中，國際間認可的標準和規範都會指
向靠著作權集體管理機制整體的努力來漸漸使收費的金額合理化72。

70
71
72

同上註, para. 22, p. 10。
關於此三種計價規則，另可參考 WIPO 文件：WIPO-WASME/IPR/GE/03/7, paea.35, p.7-8。
同前註 (40), para. 23, p.10-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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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著作權集體管理機制花費在管理上面的經費還在一個合理的範圍
內，他們可以宣稱是「有效的管理」。同樣的，國際間對於這方面也有認定的
標準，如果有 30%以下花費在管理表演及廣播權利上、25%以下花費在管理重
製權上，則這種情形可以解釋為該團體提供給作者及出版者合乎一般性、詳盡
的以及符合個人要求的管理。然而上述的比例有可能因為暫時性的通貨膨脹而
升高，或者是進行大規模的投資於設備方面，譬如購買資料處理系統。但如果
一個著作權集體管理費用長期的超出上述比例，則警示了存在著長期的問題，
那麼當時便會被視為一個重新檢視管理組織的適當時機73。

2. 文化命脈的團結性 (Solidarity in cultural life)
音樂或文學作品的使用不應該被視為是隨機的或偶然的，而應該被視為是計
畫以及市場行銷努力下的結果，當這些人的作品開始被使用的時候，集體管理機
制應該盡量正確的告訴作者和出版者如何運用他們的作品以及如何提高他們作
品被市場大眾的接受度，這些資訊對於正要出版新作品進而風險增高的出版業者
而言特別重要。為了這個原因，列給作者和出版者的費用清單不應該僅僅列出兩
者收費的總額而已，應該特別揭露他們因不同工作分別所應獲得的金額。此外，
也特別建議揭露出那些作品或是那部份領域是被特別成功的使用的。由上可知，
著作權集體管理機制從使用者方面取得他們用來表演、廣播或是重製的作品使用
清單或是工作記錄表是絕對非常重要的，而這些清單和工作紀錄表將會成為分配
活動的重要基礎74。

今日，由高科技所連結出的地球村裡，節目可以藉由衛星傳送到橫跨超過整
個大陸以外的地方。一個國家文化的呈現，仰賴他們將作者最佳的作品能以高品
73
74

同上註, para. 24, p. 11。
同上註, para. 25, p. 11-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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質被隨機取用的能力，隨著國際間越來越激烈的競爭，作品的取得也越來越方便
了，故著作權集體管理機制重要的使命是在於合適於向國際推銷作品的早期認
定，以及協助作者和出版者加入未來可能的全球性作品利用75。

3. 自治權
有的情況下使用循序漸進的方法來建立著作權集體管理機制是比較容易被
接受的，也就是一開始只進行國內的授權以及權利金的收取。至於技術上較為困
難的工作，例如如何分配分配權利金等則可請有合作關係的外國集體管理機制來
進行。然而必須指出的是，當一個著作權集體管理機制在收取了本國的權利金後
再轉交到國外，而不是自行在國內直接處理權利金的收取與分配的工作時，即往
往不被認為是國內的組織，反而常被大眾視為一個代表國外利益的團體。經驗顯
示，當一國的文藝界人士欠缺對這個問題的團結性，或是當既有的著作權集體管
理機制欠缺上述的管理與操作能力時，他們卻仍然不願面對這樣的現實，便形成
了使用循序漸進方法的過程中經常產生的兩大病徵。事實上，一個著作權管理機
制要用這樣的方法獲得成功往往是耗日費時，這也是為什麼我們至今仍然無法看
到有任何成功的集體管理機制是採用這樣的方式建立起來的76。

相對於一個獨立的著作權集體管理機制，一個代理機構幾乎不會投注任何的
人力或物力來蒐集或彙整各項表演、廣播或是重製的著作物清單或是工作記錄
表。這樣的消極性(inertia)的確是許多代理機構的共同特徵，而其上屬機構也沒
有誘因去積極推動解決這個問題的措施，因為這樣的消極性也替他們省去了很多
分配活動。唯有一個國家性的、擁有自治權的著作權集體管理機制才有能力滿足
該國國內作者和出版者的需求77。

75
76
77

同上註, para. 26, p. 12。
同上註, para. 27, p. 12。
同上註, para. 28, p. 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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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建置著作權及相關權利集體管理機制的階段
一旦具備了上述建置著作權及相關權利集體管理機制的必備先決條件之
後，接下來採行階段性的步驟循序漸進是必要的。首先，這個建置決定應由政府
或由與作者或出版者相關的團體做出決定，係依國家而異，無論是誰做出該倡
議，確定獲得重要伙伴的承諾與合作是十分重要的。因此強烈建議在建置國家著
作權及相關權利集體管理機制的初期，即應將作者及出版人等的權益納入考量，
避免其後忽略了權利人的利益，而作者及出版人協會在推動集體管理的初期篳路
藍縷，也應獲得本國政府的支持，以免放棄了政府的承認與支持 (這句話是什麼
意思？)78。

而著作權集體管理的建置，始於負責推動該機制建置時專業經理人的任命。
有時基於成本或其他因素的考量，在協會建立的初期並不會進行該經理人的任
命，而選擇自行推動的方式。然而過去的經驗卻顯示，這樣子的運作方式往往會
虛耗許多光陰從而顯得並不適當79。既然集體管理機制的設置始於專業經理人的
任命，其後尚有許多應依序採行的階段，WIPO 提供給會員國建置集體管理機制
時參考的一套階段性規劃，包含了(1) 經理人的基本訓練 (2) 擬定工作計畫 (3)
成本預估與負擔 (4)

法律架構、規約、與作者及出版人的契約 (5) 文件歸檔 (6)

與電台、電視公司的契約 (7) 與外國集體管理機制的協定 (8) 分配的規則與程
序 (9) 資料的處理 (10) 對社會福利與文化的促進 (11) 與盜版的對抗等階段，
分述如下：

1. 經理人的基本訓練

78
79

同上註, para. 29, p. 13。
同上註, para. 30, p. 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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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個成功的集體管理機制的先決條件為其具有經過良好訓練、具備有必備專
業知識、負責任地且有效地履行其功能的經理人，因此之故，該經理人必須儘快
地接受基本訓練。在許多專業領域，舉航空業為例，即設有專門訓練的學校，然
而於著作權領域，並未設有如此的專業學校，為克服這樣的鴻溝，世界智慧財產
組織提供了適當的訓練，內容結合了理論與運作良好的著作權集體管理機制的實
務經驗，提供給個人或是小團體接受訓練，並且通常持續兩周80。

上述的基本訓練課程，包含了下述主題：
• 基本的法律概念。本國著作權法導論。比較法及國際著作權及相關權利公約
導論。
• 著作權集體管理機制的基本功能、結構、管理的組織圖。
• 著作權集體管理機制與權利人的關係：特別是關於入會契約、著作權利的讓
與、全世界利用方式的描述、作品的聲明、創作人筆名、使用報酬及移轉權
利予相關協會等等方面。
• 著作權集體管理機制與作品使用人的關係：與管理協會的接觸、使用費用、
使用契約、使用作品清單與記錄、集體的協定、反盜版的聯合行動等等。
• 著作權集體管理機制與政府的關係：總體的監督、使用報酬收取的監督、獨
佔的情形、與官方電台和電視公司的關係。
• 國家層級的文件：例如作者、出版人、及作品的資料庫。
• 國際層級的文件：例如 CISAC 的文件工具、國際的資訊交換。
• 分配的規則、種類、程序、格式、頻率、帳目及報酬。
• 資訊處理。基本概念。應用。資料庫結構。標準軟體。發展步驟。國際網絡。
• 對作者及出版人的社會福利保護。文化促進。
• 簿記。成本預估。額外收益的處理。未分配收益的使用。資產負債的規劃及
帳戶運用。
80

同上註, para. 31, p. 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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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與其他集體管理機制的關係：例如互惠代表協定、文件的交換、使用報酬與
帳戶等。
• CISAC81的架構、CIS 計畫82、技術與法律上的委任、以及可能參與的國際架
構。
• BIEM83的架構與唱片業的契約範本。
• 世界智慧財產組織的架構、合作計畫。84

此種基本訓練被證實是極為有助益的，當經理人接受此等訓練課程之後，能
於許多領域中獨當一面、採取主動的行動、進行使用報酬的協商、簽訂契約、且
促進著作權及相關權利集體管理機制有效運作的必備行政管理上架構的建立85。

2. 擬定工作計畫
根據上述對經理人的基本訓練，經理人必須準備一套工作計畫，而該工作計
畫應該包含直至會員首次的帳戶及使用報酬匯入之間的所有時程，並列明建立該
集體管理機制後續的主要步驟，且必須明確地指出行動的先後次序，定義評估已
採行步驟執行成果的方法。在草創初期，漸進的員工徵募方式亦有助於維持薪資
81

82

83

84
85

CISAC (Conferderation Inernationale des Societes d’Auteurs et Compoditeurs)係於 1926 年成立於
巴黎，屬聯合國教科文組織的國際性非營利組織。會員涵蓋近百個國家、二百個以上各類型著
作集體管理團體為會員(其會員以國家或地區性仲介團體加入)。主要任務為協助各國仲介團體
成立與發展、仲介團體間協調、制訂並協助各仲介團體間簽訂互惠條約，制訂各仲介團體間會
員及曲目資料交換、授權、分配等運作準則。詳請參閱蔡明誠、陳建基、陳柏如，經濟部智慧
財產局委託之 ｢音樂著作之保護與利用｣研究計畫期末報告，90 年 12 月，頁 67-69。
Common Information System，簡稱 CIS，係 CISAC 所發展的連結其 209 個集體管理團體會員
資 料 庫 之 資 訊 系 統 ， 透 過 該 系 統 可 搜 尋 全 球 的 作 品 相 關 資 訊 。 詳 可 參 閱 WIPO Doc.
WIPO-WASME/IPR/GE/03/7, para.43, p.9 或參考 CISAC 官網說明：
http://www.cisac.org/web%5Ccontent.nsf/Popup?ReadForm&Page=Article&Lang=EN&Alias=PRCIS-Net （2005/10/10 visited）。
BIEM (Bureau International del’Enregistrement Mecanique)成立於 1929 年，為含有法國、德國、
義大利等國眾多音樂出版公司所組成的國際組織。初期主要目標為管理國際間音樂著作的機械
重製權（mechanical reproduction rights）
，1968 年以後，BIEM 不再自己管理音樂著作的機械重
製權而改由各國的仲介團體管理，BIEM 漸成整合全世界仲介團體之國際性組織，而其目前的
會員（仲介團體）所涵蓋國家已經達 40 國以上。詳請參閱蔡明誠、陳建基、陳柏如，經濟部
智慧財產局委託之 ｢音樂著作之保護與利用｣研究計畫期末報告，90 年 12 月，頁 67-69。
同前註 (40), para. 32, p. 14-15。
同上註, para. 33, p. 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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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本的花費在一個謹慎的水準。此工作計畫因此也構成了成本預估基礎之一86。

過去十年來的經驗累積有助於工作計畫範本的發展，然該範本並非提供一解
決所有新集體管理機制所有問題的解決之道，而是導引新集體管理機制去發展適
合它本身特定環境的工作計畫，因此該範本應該被審慎地調整至適合本地的情
況，此意味著在某些情形之下相當程度的調整是需要的87。

經驗顯示，建立一個全新的集體管理機制需要 16~18 個月的時間，時間從基
本訓練開始起算、至首次分配使用報酬予創作人。然而若是在一個適當的地方運
作、且進行過程當中並未遭受到任何的阻礙，建立時程可以更為加快。然必須強
調地是，首次分配使用報酬予創作人此舉並不意味著該集體管理機制草創時期的
結束88。

3. 成本預估與負擔
任何欲建立著作權集體管理機制的計畫必須包括成本預估的準備工作，及考
慮這些成本如何負擔。在某些例子當中，成本負擔係以最為簡單的方式：由政府
負擔且預付必須的總數，這種援助方式相當有利於集體管理機制的建立，因此強
烈建議採行。即使是那些財政上不十分健全足以去支援集體管理機制的最初設立
的國家，支援該團體的必須經費即代表了該國教育、文化部門保守預估應有的分
擔。而在那些金源短缺的國家，國家可以透過預付的方式加以支援，其後再由該
組織加以償還，當然在這樣的例子當中，應當免除利息的支付，另外透過預期運
作後收益的償還時間表也必須被加以確定89。

86
87
88
89

同上註, para. 34, p. 15-16。
同上註, para. 35, p. 16。
同上註, para. 36, p. 16。
同上註, para. 37, p. 16-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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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那些國家基金無法支援的國家，透過相關團體的補貼援助或是預付亦為可
行，這種方法實際上也常被加以採用，比方 CISAC90即時常協助新著作權集體管
理機制的建立91。

4. 法律架構、規約、與作者及出版者的契約

集體管理機制管理的權利，本係作者等授與集體管理者代為管理，因此作者
及出版人應得以在相當大的程度上參與其本身權利的管理，經驗顯示了欲建立最
適的合作關係，必須盡可能依循著建議的模式來建立著作權及相關權利集體管理
機制，此意謂著最重要的決策應被保留給作者及出版人組成的會員總會，且由該
總會任命合作理事會92。

應特別說明地是：哪些作者及出版人得以參與有關集體管理權利的決策？這
裡建議地是，唯有那些帳戶已超過最低限度的作者及出版人方擁有投票權。而有
些著作權及相關權利集體管理機制的規則裡面規定：由委員會來決定何者擁有投
票權，然此種方法則不被建議，因為其可能導致派系的形成及歧視的問題，根據
經驗顯示，這將會造成嚴重的問題93。

集體管理機制的規約應該呈交至全體會員總會表決、或送至個別的會員來決
定是否採納，一旦規約被通過，總會即能進行指派管理協會、執行規約的理事會。
參與第一次會員總會的作者及出版人，應被視為該組織的成員且擁有投票權，另
外建議地是會員契約亦應於同時間於總會上提出，以被納入集體管理機制的規約

90
91
92
93

同前註 48。
同上註, para. 38, p. 17。
同上註, para.39, p.17。
同上註, para.40, p.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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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中94。

5. 文件歸檔
在所有進行的活動當中，集體管理機制必須知曉其國內作者、出版人及其作
品的相關資訊，故首要且最迫切的任務之一便是獲得該國作者、出版人及其作品
的資訊，並快速地發展各別的資料庫。因此要求作者及出版人通知集體管理機制
關於其個人及專業的詳細說明和其個別或聯合創作作品的說明是十分必要的95。

一個新興的集體管理機制必須配置好一個完整的、得以辨識權利人及其作品
的國際文件歸檔系統。CISAC96時常幫助這些新興集體管理機制獲得外國作者、
出版人及其作品之資料，更具體而言，這些文件歸檔系統應該包含了：
˙ 利益團體之文件：包含其名、已參與該集體管理機制或以其他方式知名之所有
音樂、文學、戲劇作品及其他領域之作者及出版人的資訊。
˙ 作品資訊資料庫：提供數以百萬計作品之基本資料項目。97

一個新興的集體管理機制必須優先提供該國作者、出版人及其作品的相關資
訊給予其文件中心。唯有當這些資訊都已建置，從而得以明確辨識作者、出版人
及其作品時，權利人從國外獲得收益方才可能98。

6. 與電台、電視公司的契約
沒有一個著作權及相關權利集體管理機制得以在同時間接觸使用者、簽訂契
約、從各種類的使用者處收取使用報酬，基於此種考量，故建議必須循序漸進來
94
95
96
97
98

同上註, para.41, p.18。
同上註, para.42, p.18。
同註 48。
同上註, para.43, p.18。
同上註, para.44, p.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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進行。經過證實，集體管理活動始於向電台、電視公司接洽擁有許多的優勢，即
便在尚未建立複雜的、精細昂貴的集體管理架構前，他們仍為重要的、付出相當
數量使用報酬的客戶，是故，著作權及相關權利集體管理機制得以先行專注於與
電台、電視公司的互動99。

7. 與外國集體管理機制的協定
集體管理機制首度與使用者團體接觸時，總是不變地將面臨這樣的疑問：你
們代表了哪些作者及出版人？此問題的答案關係著該集體管理機制自有的會
員、是否已與國外集體管理機制簽訂合作契約，並且顯示了新興集體管理機制欲
代表全球性音樂、文學領域作品的企圖心。然而，大多數已經建立的集體管理機
制卻不願提供「預付的信心 (prepaid confidence )」快速地與新興的著作權與相關
權益集體管理機制簽訂契約，而傾向於先等該團體被接受為 CISAC 會員時方肯
再建立此等契約關係，然而，若無管理全球性作品的經驗，想要被 CISAC 接受
為會員往往是十分困難的，也因此我們建議 CISAC 應該尋求變通的方法即時地
授與新興集體管理機制從事涉及外國著作的授權工作100。
不可否認的是，國外運作較為成功的著作權及相關權利集體管理機制無法直
接進入國內作授權，對於利用人而言是較為不利的。因此，WIPO 非常鼓勵不同
國家間的集體管理機制進行技術層面的交流與合作，以期改善並拉抬國際間的交
易秩序。

8. 分配之規則與程序
經驗上顯示，欠缺分配過程之釐清將導致作者及出版人間相當的爭議，因此
精確詳細的分配過程規則是必要的。集體管理機制之理事會必須於進行第一次分
配前即擬定好規則，而且此種分配規則不宜於會員總會當中討論，因為此種技術

99
100

同上註, para.45, p.19。
同上註, para.46, p.19-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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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的條款不適宜於含括多元分歧利益之大型會議中討論101。

這邊建議地是：分配結構應盡可能地簡單，且分配的種類應該與作品使用的
主要種類相一致，例如：電台、電視、餐廳和飯店、音樂會、電影院、唱片業等
等，更進一步而言，分配的種類亦得依據各國文化生活之特徵而定。而所有的分
配條款必須符合此一原則：每一個作者或出版人必須獲得著作權集體管理代其收
取之收益之等值102。

當探討分配條款時，一項考慮一再地重複被提起：所有的錢、或至少其中的
主要部份將被匯至國外，因此為阻止金錢流出本國，某些措施例如對本國著作給
予較外國著作高的分配金比率即被採取。然而這裡必須強調地是，所有的著作權
及相關權利集體管理機制有義務依法律或依契約互惠性地代表其姊妹團體，不分
國、內外作品嚴格地實行平等待遇，實際上，擔憂僅有少數的金錢能留在國內之
恐懼，乃是由於對於使用報酬計算過程的忽視所引起的。下面我們將舉一個例子
來加以說明，其中假定國內作品與國外作品被使用的情形是一樣的，亦即 50:50。

101
102

同上註, para.47, p.20。
同上註, para.48, p.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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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00,000
- 300,000
─────

管理協會之收益
扣除營運成本

700,000
- 70,000
──────

扣除社會福利文化促進
（淨利的 10%）

630,000
散布情形
國內作品（100%確認）
國外作品（60%業經確認）
分配剩餘

315,000
189,000
126,000

按分配金額比例分配剩餘金額
國內作品
78,750
國外作品
47,250

在這個例子當中，我們假設對國內、國外作品一律平等對待，而外國作品佔
50%的使用量，將發現僅有收益中的 23.5%流向國外，此外，集體管理機制也常
會得到來自國外其他著作權集體管理機制的收益，而這部分的收入通常會超過國
內付出的總金額103。

9. 資料之處理
主張新興集體管理機制應先始於人工作業，待其成熟、脫離「學徒期」後方
轉換成資料處理系統之觀點，將被本文所挑戰，本文強烈建議集體管理機制應於
最開始之初即採用最新的、適當的資料處理系統，此意味著資料處理系統必須建
置好以便最初的資料庫運作，以處理分配、帳戶明細、與使用者之交易、簿記等
等，而且應優先處理文件歸檔與分配的工作104。

103
104

同上註, para.49, p.20-21。
同上註, para.50, p.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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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日的資訊科技，使得以個人電腦於開始階段作較低程度的管理成為可行，
並且也節省了很多花費，尤其於僅有國家層次的集體管理上。當集體管理活動的
數量擴張，開始處理分配的問題且獲得第二或第三台電腦設備時，方需考慮升級
的問題，WIPO 的合作支援即包括了提供資料處理設備予新興的集體管理機制
105

。

管理團體對軟體的選擇也是極度重要的。讓所有新興的集體管理機制付出極
大的花費於程式管理上是不可行的，因此大部分的新興管理團體多傾向於向現行
已運作的軟體取得授權，並調整該軟體至符合其自身需求。在非洲，WIPO 現在
即免費的支援、並與非洲某集體管理機制進行合作，發展一名為 AFRICOS 的標
準軟體，該軟體促進非洲集體管理機制之資料庫建置，且包含了可調整的標準程
式以進行分配及帳戶明細管理，並將該資訊程式當作培育新興集體管理機制之重
要工具106。

標準軟體要能成功利用，尚須搭配適宜的訓練。關於 PC 及該標準軟體之使
用訓練必須花上 10~14 天的時間進行訓練課程，WIPO 亦提供該訓練107。

10. 對作者、出版者之社會福利及文化之促進
依據 CISAC108的契約範本，集體管理機制彼此間的互惠代表契約當中規定：
從表演權或廣播權管理當中獲得的利益，於扣除管理團體的行政費用後之淨利的
10％，必須用以贊助社會福利，以保障本國作者及促進文化。本文高度建議在集
體管理機制運作之初，及應將贊助社會福利之活動加以制度化，並排定其可負擔
之優先順序，雖然在早期運作的階段即安排完整的社會福利計畫似顯過於倉促，
105
106
107
108

同上註, para.51, p.22。
同上註, para.52, p.22。
同上註, para.53, p.23。
同前註 (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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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事實上設立風險基金以因應未來可能之困境、提供醫療服務及其他社會福利工
作是永遠不嫌早的109。

11. 與盜版的對抗
新興集體管理機制很快就需面對與盜版對抗的問題，且列其為最優先需因應
之問題，然而監督市場花費十分昂貴，將快速地耗盡新興管理團體之財務資源，
因此這邊建議地是：新興團體不應該在早期即涉入對抗盜版相關活動，而僅僅進
行一般的監督與監控使用情形即可。進一步建議：任何對抗盜版的活動應該是在
與重製權之集體管理有關的前提來進行110。

109
110

同上註, para. 54, p. 23。
同上註, para. 55, p. 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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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世界智慧財產組織針對集體管理機制

新挑戰之建議—數位科技與集體管理

一、 數位環境對集體管理機制之挑戰
網際網路的發達，不僅對於智慧財產政策，以及受著作權保護的著作人等皆帶來
了巨大的挑戰。數位環境之所以對著作權帶來巨大衝擊，主要原因有三111：
． 完美不失真的重製(perfect copies)：
首先，所有在網際網路環境當中受到著作權保護的內容，皆是以數位的
形式（digital form）呈現。透過今日的科技，使用如 MP3 或 zip 等壓縮
技術或掃描器等硬體，使得完美不失真的重製變得極度的容易。當這種
情形應用於商業的層次時（如：盜版）可能會傷害某些特定的產業。
． 獲利的損失（loss of profits/ rewards）：
其次，數位化作品的散布損害了創作人獲得因其創作應得利益之能力。
其可能造成一打擊性的影響—使得創造力遲滯與消失。
． 失控的科技（Uncontrollable technologies）
由於線上環境中使用的軟體已經採用了全新的型態，例如點對點式軟體
（peer-to-peer，簡稱為 P2P）
，這是對比（analog）世界所望塵莫及的。

在新的千禧年來臨的線上世界，著作權及其相關權利亦必須採取一全新的面
向以因應。受權利保護的作品現今逐漸數位化，壓縮、上傳、重製、並透過網際
網路傳送到世界任何地方。網際網路的擴張力量，使得大量儲存與受保護著作在
網路上的傳輸變為可能。從網路下載一本書的內容、或是聽音樂今日已成為現
實。雖然數位環境帶來了許多不可量測的機會，其也為著作權利人、使用人及集

111

WIPO Doc. WIPO/CCM/MCT/03/01, para. 1, p. 2, (November 20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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體管理機制帶來了許多挑戰。112

面對數位環境的種種挑戰，集體管理機制應該呈現如何之調整？下列幾個問
題在設計上是必須納入考量113：
・

應如何控制著作物的散布？

・

現行分配使用報酬的機制是否適當？該機制能否確保著作人獲得應得的利
益？

・

是否能確保集體管理機制的設計不會窒礙了網際網路科技的發展與使用？

・

有何促進創作的可行方法，以達成增進社會文化、經濟整體利益之目標？

具體言之，比方關於「分配使用報酬機制」是否恰當，在今日數位科技與全
球資訊網絡的年代，過去發展出的分配機制顯然已經過時。這其中至少有兩個重
要的原因：首先，由於數位化著作之製造和服務成本的降低，使得著作內容本身
的價值佔產品或服務整體價值的比重成比例的增加。其次，透過正常的分配、傳
輸管道去利用著作的可能性被數位化環境侵蝕，或至少使得著作的利用人無須付
出任何對價。創作人、出版人、和製作人對於因為那些無償散布他們著作活動，
導致他們失去在投注創作心力、和財務投資後應獲得對價（counter-value）之機
會感到不平。他們有充分的理由可資主張：唯有那些被法律准許從事著作權相關
活動者方可保障他們應有的對價免受損失114。因此，集體管理機制在此方面的調
整勢所必然，且深受創作人等之期待。

二、 數位環境之新機會與集體管理機制的必要性

112
113
114

參見前註(3)，WIPO Publication, No. L450CM/E, para. 2, p. 9。
WIPO Doc. WIPO/CCM/MCT/03/01, para. 3, p. 3, (November 2003)
WIPO Doc. WIPO/CR/KRT/05/9, para. 49, p. 13 (February 20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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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了因應上述數位環境對集體管理機制帶來的種種新挑戰，著作物之保護必
須透過新的方式，且必須從「人員」與「技術」兩層面雙管齊下。因此，不論是
著作權人、集體管理機制、司法與政府部門，皆必須密切合作以尋求著作權及其
相關權利在數位時代的因應之道115。

事實上，雖然數位化等新科技對著作權制度帶來了極大的衝擊，然網際網路
亦被證實其所帶來的優點仍然多過於著作物在網路上傳播散布之風險。因此，科
技就宛如是雙面刃一般，其也提供了制止公眾侵害著作權利需求的抑制之道116。

數位環境所帶來的優點，依據其滿足不同的消費者需求可分為以下三類117：
・

降低產品成本（Lower costs of products）
書本與音樂今日能夠以數位形式（e-format）傳輸，直接從創作人或製作人
端至消費者端。由於中介者與零售商的功能已被取代，傳輸成本也因而大
為下降。除此之外，當作者與作曲家能夠透過網路傳輸他們的作品，而無
須出版商的支援時，這類著作物之成本即會下降。

・

取得便利與廣泛的散布(Accessibility and wider distribution)
現行銷售消費性著作的慣例，仍然是傾向被零售商與製作商所支配。是故，
學生必須購買一整本書而非僅僅他們想要閱讀的章節，青少年必須購買整
張 CD 專輯而非僅僅是他們想聽的二∼三首歌。教科書與音樂透過網路的
傳輸，消費者即能限縮賣方的議價空間。除此之外，在過去很難取得的新
聞與資訊，因為許多圖書館與公司將這些知識轉換成為數位資料庫，而變
得能夠輕易地以數位形式取得。

・

文化的多樣性與保存(Cultural diversity and preservation)
現今，全球音樂和電影的製作被控制在少數族群手中，這些製作人和散布

115
116
117

WIPO Doc. WIPO/CCM/MCT/03/01, para. 2, p.2 (November 2003)。
WIPO Doc. WIPO/CCM/MCT/03/01, para. 2, p.2 (November 2003)。
WIPO Doc. WIPO/CCM/MCT/03/01, para. 3, p.2 (November 20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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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依據市場需求支配了許多消費者的喜好。這意味著來自於許多國家，位
處於邊緣地帶的作者無法接觸到更多的觀眾。網際網路增加了許多給這些
作者迎合利基市場的機會。在藝術的領域當中，舉本土的手工藝品為例，
為數眾多的圖書館和藝廊將他們的收藏數位化並且使其得以在網路上被觀
賞，比方像是 Artnet118這樣的網站，即讓使用者可以接觸到超過 16,000 名
作者及超過 1,300 家藝廊的作品。除此之外，網際網路也提供了一個保存
文化的方法：正如同國際智慧財產組織所做的調查中顯示，網際網路提供
了一個無前例的管道讓離鄉背井的海外國人得以接觸其母國的文化資產。

而負責清算及管理作者團體權利之集體管理機制，傳統在著作物的授權、移
轉及使用報酬的收取上扮演核心的角色。為擴張其於權利管理上的廣度，集體管
理機制自然很急切地欲善加利用數位科技以輔助其妥善管理著作權及其相關權
利，然而，權利管理亦日益的複雜化，其乃源自全球於作品的利用與授權的本質
之變化，以及媒體及作品授權格式的多樣化。因此不意外地，集體管理機制將數
位科技視為幫助其有效發揮管理功能之重要工具，事實上，目前已有某些著作權
及相關權利集體管理機制利用數位科技快速而有效率地清算權利119。

但是，某些論者認為：集體管理機制的角色在數位環境下應該已被限縮，特
別是當權利人得直接授權給使用者時，更有些論者以為，集體管理有效並實際上
集體管理的本質，將會妨礙權利人個別實施其權利。集體管理機制駁斥如上的觀
點，他們強調權利人在理論上仍可以自由在個別管理或集體管理當中做選擇，以
及集體管理在著作物數位傳播上所扮演的關鍵角色120。

集體管理機制面臨數位時代，是否仍有其必要性？其與數位時代為創作所帶
118
119
120

請參照 Artnet 網站（at http://www.artnet.com/）
WIPO Doc. SCCR/10/2 4.1.2, p. 96 (May 2004)。
WIPO Doc. SCCR/10/2 4.1.2, p. 97 (May 20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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來之新機會能否相互搭配以發揮最大功效？舉美術著作為例，其透過網路拍賣的
形式在網路上銷售，銷售次數比過往更加頻繁，在此種情狀之下，著作權及相關
權利集體管理機制之中介即更顯其必要性，沒有著作權及相關權利集體管理機制
所提供的監控及法律機制，權利人也就無法真正地實施其權利121。

三、可行之因應策略
（一） 善用資訊科技
1. 數位化集體管理機制
受著作權及其相關權利保護之著作透過全球的網絡，如：網際網路，日漸以
數位的形式加以散布。網路以及多媒體產品帶給權利人許多日益增加的機會，影
響了保護的情形、著作權及其相關權利的管理之實行、以及實施的權利122。因此，
著作權及相關權利集體管理機制不論其屬性為公部門、準公部門、或私部門者，
或可能透過善用資訊科技所帶來的效率重新獲得能量。

許多著作權及相關權利集體管理機制已經嘗試發展一套系統，針對數位環境
下各種不同種類作品及內容的授權、使用者之監控、收集及分配使用報酬等等，
進行線上的資訊傳輸。這類數位資訊系統，有賴印記於數位載體如 CD、電影等
等之獨特的計數系統及編碼（numbering system and code）
。其使得包括著作、權
利人、數位載體本身、以及其他相關資訊能夠被適當地辨識123。因此，透過這類
資訊科技工具，比方：加密（encryption）或浮水印（watermarking）等，伴隨著
數位權利管理（digital rights management，簡稱 DRM），將可提供一可行的解決
之道，來因應現行網際網路作為受權利保護著作製造與散布之主要方式，

121
122
123

WIPO Doc., WIPO/CR/KRT/05/9, para.76, p. 18。
WIPO Publication, No. L450CM/E, para. 1, p.9。
WIPO Publication, No. L450CM/E, para. 1, p.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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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數位權利管理 (Digital rights management, DRM)
數位權利管理，乃為因應數位年代著作權及其相關權利管理應運而生之機制
之一。其乃根基於下述幾項法制之發展：包括 1996 年 WIPO 條約、美國數位千
禧年著作權法案（Digital Millennium Copyright Act, DMCA）以及歐盟資訊社會
著作權及其相關權利指令（EU Directive on Copyright and Related Rights in the
Information Society），另外部分則依據智慧財產權於網際網路授權之新商業模式
124

。權利管理資訊（Rights management information），乃指任何著作權人認為適

合附加於該著作物之訊息，而透過數位方式植入這些訊息的最可能方式為浮水印
及其他數位的辨識工具。植入的訊息，可包括：著作物本身、作者或權利人、作
品使用的期限或情形、編碼等。倘若加以延伸利用，權利管理資訊亦可使用於辨
識以重製機器製作之重製物，舉例而言，若某人於電影院用其自備的攝錄影機錄
製下了電影，攝錄影機將會在該電影重製物上標誌以下訊息：錄影的日期、攝錄
相機的序號等等，這些明顯而無法消除的訊息就能為產業界所用，用以追蹤非法
錄製電影的來源125。

（二） 科技保護措施相關立法
為配合資訊科技在集體管理機制上的運用，預防科技保護措施被破解、及防
止任意移除或改動數位資訊系統之適當法律保護即有其必要性。在世界智慧財產
組織的主導下，兩個為回應數位時代著作權及其相關權利之保護與管理所面臨的
挑戰之條約於 1996 年被簽訂。被視為所謂的「網際網路條約」
（Internet treaties）
，
世界智慧財產組織著作權條約（WIPO Copyright Treaty，簡稱 WCT）及世界智
慧財產組織表演暨錄音物條約（WIPO Performances and Phonograms Treaty，簡稱
WPPT）處理數位環境下科技保護措施及權利管理資訊之相關義務，此兩條約確
保著作權利人的作品被散布於網路上時仍能受到保護，亦包含了要求簽約國必須
124
125

WIPO Doc. WIPO/CCM/MCT/03/01, para.4, p.7, (November 2003)
WIPO Doc. WIPO/CCM/MCT/03/01, para.5, p.9, (November 20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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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供有效率的技術措施之立法保護，禁止進口、製造、散布違法的破解工具或材
料、有害於權利管理資訊系統的不法行為126。
雖然 WCT 與 WPPT 都已正式接受了 DRM，但是許多 WIPO 的會員國，尤
其是經濟尚未完全開發的國家或地區仍然對 DRM 採取相當保留甚至懷疑的態
度。這是因為 DRM 的出現在相當程度上必然會限縮合理使用的空間，而且從技
術層面以觀，DRM 基本上是在追蹤每個電腦使用者的操作與活動，從某種角度
而言，與電腦駭客或某些病毒軟體的操作模式相當近似。因此，這其中還有隱私
權保護的問題存在。從而在 WIPO 的會議當中，還可以經常看到這些國家或地區
的代表們不斷的提出他們的疑慮，想要另闢蹊徑，或多或少的來限縮 DRM 的應
用範圍。

（三） 集體管理機制代徵私人重製補償金
另外一個著作權及相關權利集體管理機制和其他權利人所關注的焦點，乃為
那些被用來下載或錄放有著作權作品的設備之製造商。假如因這些重製設備的使
用而減損了創作人們的獲利，是否製造商就應該付出補償金給權利人？

然重製設備補償金之課徵，最終仍會轉嫁到消費者身上。且一律課徵補償金
的作法，恐有失之公平之慮，而集體管理機制又應如何代為徵收費用，又是另外
一方面的問題必須加以考量。

（四）WIPO 在數位科技因應策略上之協助與執行實例
WIPO 在數位科技應用於集體管理層面上，亦推行發展數個適當可行的方
案，例如於開發中國家推動權利管理系統與國際技術標準之相容性，以及數位科
技應用於著作權及相關權利集體管理機制上之整合127。以下將列舉數項 WIPO 為

126
127

WIPO Publication, No. L450CM/E, para. 2, p.10。
WIPO Doc. PICPD/3/5, para.2, p.2 (July 20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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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應數位挑戰，在數位科技與集體管理之結合上所做的努力：

1. WIPO 數位議程（The WIPO Digital Agenda）128與 WIPONET

129

1999 年 9 月，WIPO 秘書長於其第一次電子商務及智慧財產國際研討會中首
次公布「WIPO 數位議程」，該議程係為著重資訊科技發展以及網際網路上智慧
財產權保護等議題之行動方案，並於同年同月經 WIPO 各會員國於大會上通過
130

。WIPO 數位議程的行動目標在於處理數位環境下智慧財產權的各種議題，輔

助開發中國家建置各種基礎設施、促成數位科技的妥善利用、推動 2001 年以前
實施 WCT 與 WPPT 兩條約等等，其推動措施雖未直接針對著作權及其相關權利
集體管理，然開發中國家集體管理機制之數位化亦根基於此。

WIPONET 則是世界智慧財產組織所建制的全球資訊網絡，此套方案最初主
要目的在於連結 WIPO 會員國超過三百個以上之 IP 辦公室，植基於已有的全球
通訊基礎設施，再輔以數位科技以提高其效率131，WIPONET 之技術特徵，為該套
資訊網絡是藉由 WIPONET Center 管理，設有多層防火牆、加密科技，所提供的資訊
科技與科技發展同步發展。

WIPONET 之部署最早始於 2001 年一月於 WIPO 日內瓦總部中央設施 —
WIPONET Center 的建立，同時間 WIPO KIT（包括有：基礎電腦硬體、軟體、訓練、
可靠的網路連結）亦一併建立，並且於 154 個會員國中的 48 個智慧財產辦公室
當中使用，使其不僅可以連結上網際網路，更可直接連接至 WIPONET Center 取用其

128

請參見 WIPO 官方網站對於數位議程之簡介，其中包含 1999 年九月公布的該議程十項目標。
http://www.wipo.int/copyright/en/digital_agenda.htm （2005/10/10 visited）
129
請 參 見 WIPO 官 方 網 站 對 於 WIPONET 之 簡 介 http://www.wipo.int/it/en/projects/
wiponet.htm#P6_518 (2005/10/10 visited)
130
WIPO Doc. WIPO/INT/02, para.508, p. 195 (December 2002)。
131
WIPO Doc. WIPO/INT/02, para.510, p. 196 (December 20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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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供的服務132。至 2002 年十二月止，WIPONET 已協助 154 個開發中國家的智慧
財產辦公室建制基本的網際網路連結與服務設備133。

2. 協助非洲國家發展集體管理軟體—AFRICOS

WIPO致力於協助一些在不發達國家自治的、獨立的、自給自足建立的著作
權及相關權利集體管理機制，他們也特別提倡在集體管理方面應用數位科技，因
此，為了協助非洲國家因應數位時代的集體管理機制之變革，於數年前支援非洲
國家發展一套名為AFRICOS（Automated Functions for Rights Information in
Collecting Societies）的軟體，該軟體乃專為著作權及其相關權利集體管理設計之
資訊處理管理軟體（Data Processing Management Software），提供一個現代化以
及可靠的系統，以實現透明化的集體管理操作。此軟體第一次的測試操作在2001
年6月25到29號，先在貝南(非洲西部一共和國)進行。此軟體由國際著作權集體
管理機制設計，其原理及使用方法為有彈性的、以使用者方向為考量的、可調整
的134。

AFRICOS 包含集體管理軟體應有之三要素：(1) 著作人及著作物資訊之攫
取。(2) 使用人及被使用著作物之辨識，以便利決定著作利用之範圍與簡化使用
報酬收集程序。(3) 分配使用報酬予權利人135。

2002 年 WIPO 則集合非洲著作權及相關權利集體管理機制以及此軟體的使
用者舉辦有關此軟體(AFRICOS)的診察會，以建立各地區的資料庫以及管理中
心，此資料庫將來也會以電子方式與各地的著作權及相關權利集體管理機制相互
交流。此項研究未來將會被模組化、逐步的、各個領域廣泛的被應用於不同國家

132
133
134
135

WIPO Doc. WIPO/INT/02, para.511, p. 197 (December 2002)。
WIPO Doc. WIPO/INT/02, para.510, p. 196 (December 2002)。
WIPO Magazine，2001 年 9 月，p.14。
請參見 WIPO 非洲事務處官方網頁：http://www.wipo.int/africa/en/activities/cr_coll_mangt.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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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於集體管理的需要136。除 AFRICOS 之外，WIPO 目前正嘗試引介一套防制盜
版的安全防護設備予非洲的唱片及視聽產業，目前此套設備正於非洲多個國家內
進行測試，一旦測試完成，此套設備以及原本的 AFRICOS 軟體將能有效地幫助
非洲的文化產業及經濟發展137。

136
137

WIPO Magazine，2001 年 9 月，p.15。
請參見 WIPO 非洲事務處官方網頁：http://www.wipo.int/africa/en/activities/cr_coll_mangt.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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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世界智慧財產組織關於著作權及相關權利集體
管理之推動-區域性與多邊性整合

一、區域性與多邊性整合之背景背景
關於 WIPO 對於集體管理的區域性與多邊性整合之推動，首先揭示於 WIPO
下之 Permanent Committee on Cooperation for Development related to Intellectual
Property（有關智慧財產發展之合作常駐會議，以下簡稱「PCIPD」）於 1999 年
時召開第一次會議之「Promotion and Development of Collective Management of
Copyright and Related Rights」
（「著作權及其相關權利之集體管理的促進與發展」
）
文件138（以下簡稱「PCIPD/1/7」）中，其提到區域性資料庫之建置。

PCIPD/1/7 提到 Copyright Collective Management Division（著作權集體管理
部門，以下簡稱「CCMD」）將協助著作人協會建立其文件資料庫，但這樣的工
作並非由 CCMD 實行，而是一些非政府組織，例如：CISAC（International
Confederation of Societies of Authors and Composers）、AEPO（Association of
European Performers’ Organizations ）、 IFRRO （ International Federation of
Reproduction Rights Organisations）等等，更進一步，CCMD 是一個整合者的角
色以在必要時協調各組織間的運作。139

CISAC 成立於 1926 年，是一個非政府及非營利機構，其總部設於法國巴黎，
其活動目的主要有二：改善作家及作曲家的生活、及增加集體管理的效率，而至
2004 年止，其會成員包括來自 109 個國家的 210 個作家協會。140而為發展線上

138

「Promotion and Development of Collective Management of Copyright and Related Rights」可由
WIPO 網頁下載，http://www.wipo.int/meetings/en/doc_details.jsp?doc_id=1020，到訪日：09/23/2005。
139
See WIPO (May 25, 1999), PCIPD/1/7 (in English), para.25.
140
參 照 http://www.cisac.org/web/content.nsf/Builder?ReadForm&Page=Article&Lang=EN&Alia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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智慧財產權管理，CISAC 開發了 Common Information System（通用資訊系統，
以下簡稱「CIS」）技術，而此技術包含可識別著作種類和著作權人之系統、及資
料庫，141換句話說，CISAC 對於區域性資料庫建置之貢獻可能包含在這技術開
發內，但 CISAC 網站內的資訊並不充分至能夠瞭解其具體作為。

AEPO 成立於 1994 年，其目的在於透過集體管理而使表演者可以獲得其應
有之經濟利益，此外，其亦從事表演團體之整合及歐盟或歐洲各國的立法遊說工
作。142而就 AEPO 網頁上所提供的文件，143該團體比較著重在政策的建議，而似
乎未從事任何區域性資料庫建置之工作。

IFRRO 成立於 1980 年，是一個代表出版業利益的非政府組織，144而旗下有
Digital Strategy Committee（數位策略委員會，以下簡稱「DSC」）從事商業模式
的發展，另在 DSC 下有與技術有關之次委員會，即「Digital Strategy – Technical
Sub Committee（以下簡稱「DS-T」）
，DS-T 負責技術議題（包含資料庫）的事務。
145

根據 IFRRO 在 2004 年的報告「Report of IFRRO Board to the AGM 2004」
，其

提到正在建立一個系統以進行網際網路上之文件傳輸，而所涉及的權利金費用也
是著作權人可同意的，此外，為達成文件傳輸，其必須發展一個資料庫。146因此，
IFRRO 可能正進行與集體管理有關的資料庫系統，但其網站所揭露的資訊不足
以說明其具體成果。

A-US-CISAC，到訪日：09/23/2005。
141
參 照 http://www.cisac.org/web/content.nsf/Builder?ReadForm&Page=Article&Lang=EN&Alias=
ACT-CIS，到訪日：09/23/2005。
142
參閱網頁，http://www.aepo.org/pages/11_1.html，到訪日：09/29/2005。
143
參閱網頁，http://www.aepo.org/pages/85_1.html，到訪日：09/29/2005。
144
參與網頁，http://www.ifrro.org/show.aspx?pageid=about/history&culture=en，到訪日：09/29/2005。
145
參 照 http://www.ifrro.org/show.aspx?pageid=activities/technicalissue/digitalstrategycommittee&
culture=en，到訪日：09/29/2005。
146
See IFRRO, Report of IFRRO Board to the AGM 2004, p.4 (available at
http://www.ifrro.org/show.aspx?pageid=library/annualreports&culture=en，到訪日：09/29/2005。）
52

到了 2002 年，PCIPD 召開第三次會議，則有單獨的場次針對 WIPO 的集體
管 理 推 動 事 項 進 行 報 告 與 討 論 。 147 就 該 場 次 的 文 件 （「 WIPO Collective
Management Activities」
，以下簡稱「PCIPD/3/5」）148中，顯示 WIPO 將集體管理
制度視為作家及作曲家之權利保護重心，而透過 CCMD 而協助會員國家建構集
體管理的之適當的基礎建設以保護作家、作曲家、及表演家，此外，這樣的基礎
建設使可以在單一國家內，亦可為區域性整合的建設。149

PCIPD/3/5 顯示 CCMD 的策略是針對國家或區域而設計不同的路徑以處理
著作權及相關權利集體管理機制之發展與挑戰，並且 CCMD 欲透過一些適當的
計畫以使發展中國家具有一定的集體管理系統的軟硬體建置能力。150

基本上，根據 PCIPD/3/5 的紀錄，我們可以將 CCMD 在 2001 年 1 月至 2002
年 6 月 間 的 推 動 工 作 分 為 「 區 域 性 或 國 內 性 會 議 （ regional and national
meetings）」、「訓練課程及研習訪問（training courses and study visits）」、「與產業
有關的活動（activities concerning industry）」
、
「諮詢使節團（advisory missions）」、
「技術協助及資訊技術（technical assistance and information technology）」
、
「研究
（studies）」、「合作條約（cooperation agreements）」、及「出版（publications）」
等等。

以下將分「非洲」
、
「阿拉伯國家」
、
「亞洲及太平洋地區」
、及「拉丁美洲及
加勒比海地區」等四地分，而介紹 WIPO 在此地區域所推動的區域性與多邊性整
合活動。

147

參閱網頁，http://www.wipo.int/meetings/en/details.jsp?meeting_id=4688，到訪日：10/06/2005。
「 WIPO Collective Management Activities 」 可 由 WIPO 網 頁 下 載 ，
http://www.wipo.int/meetings/en/doc_details.jsp?doc_id=2235，到訪日：10/06/2005。
149
See WIPO (July 2002), PCIPD/3/5 (in English), para.1.
150
See WIPO (July 2002), PCIPD/3/5 (in English), para.2.
1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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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非洲（Africa）
（一）區域性會議
2004 年 2 月在迦納（Ghana）首都阿克拉（Accra）舉行「Regional Seminar
on Copyright Protection and the African Literary Industry in the Digital Age」
，由迦納
政府著作權局（Copyright Office）及 African Publishers’ Network（APNET）主辦，
與會人士包括：（1）來自貝南（Benin）、喀麥隆（Cameroon）、象牙海岸（Cote
d’Ivoire）
、迦納（Guinea）
、肯亞（Kenya）
、馬利（Mali）
、納米比亞（Namibia）、
奈及利亞（Nigeria）、塞內加爾（Senegal）、多哥（Togo）、烏干達（Uganda）、
以及坦尚尼亞（United Republic of Tanzania）等國家的 12 個出版業者。
（2）貝南、
奈及利亞、南非、及多哥等四國的著作權局局長，此外，主講者包括：
（1）二位
WIPO 的官員。
（2）來自布吉納法索（Burkina Faso）
、迦納、及馬拉威（Malawi）
等國的講者。
（3）Joint Finnish Copyright Organization（KOPIOSTO）
、International
Federation of Reproduction Rights Organization（IFRRO）
、及 International Publishers
Association（IPA）等團體的代表。而會議主題包括智慧財產權、數位傳輸對印
刷著作的影響、集體管理等等。151

2002 年 4 月在坦尚尼亞的首都沙蘭港（ Dar es Salaam）舉行「Joint
WIPO-WTO Regional Workshop on the Implementation of the TRIPS Agreement」，
與會者來自 36 個非洲國家。而主題包括集體管理、排他權的行使等。152

2002 年 5 月在莫三比克（Mozambique）的首都馬布多（Maputo）舉行次區
域性研討會，與會者包括維德角（Cape Verde）及聖多美普林西比（Sao Tome and
Principe）等國的代表，演講者來自 Copyright Administrator of the Copyright Society
of Malawi（COSOMA）、Portuguese General Directorate for Culture（IGAC）、及
151
152

See WIPO (July 2002), PCIPD/3/5 (in English), para.6.
See WIPO (July 2002), PCIPD/3/5 (in English), para.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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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rtuguese Authors’ Society（SPA）等團體、以及 WIPO 的官員與瑞士籍顧問。
而主題為集體管理。153

（二）國內性會議
2001 年 6 月在賴比瑞亞（Liberia）的首都蒙羅維亞（Monrovia）舉行「National
Seminar on Intellectual Property and Trade Development」，會議中有 WIPO 的顧問
Copyright Administrator of the Copyright Society of Ghana（COSGA）報告集體管
理的議題。154

2001 年 7 月在坦尚尼亞（United Republic of Tanzania）的桑吉巴（Zanzibar）
舉行「4th Zanzibar International Film Festival」，於部分的活動中，由 WIPO 的顧
問 Copyright Administrator of the Copyright Society of Malawi（COSOMA）提出了
關於集體管理的議題。155

2002 年 3 月在加彭（Gabon）的首都自由市（Libreville）舉行「National Seminar
on the Protection of Copyright and Neighboring Rights」
，由加彭政府及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 of Francophony（OIF）、Islamic Educational, Scientific and Cultural
Organization（ISESCO）、及 the African Intellectual Property Organization（OAPI）
等合辦，與會人員有七十五位加上一位 WIPO 官員，演講者為來自塞內加爾
（Senegal）的集體管理機制（BSDA）及來自馬利（Mali）的集體管理機制
（BUMDA）等團體的代表。而所討論的議題包括集體管理的概論、網路散佈衝
擊下之著作權保護立法議題、國內集體管理機制的建立等等。156

153
154
155
156

See WIPO (July 2002), PCIPD/3/5 (in English), para.8.
See WIPO (July 2002), PCIPD/3/5 (in English), para.22.
See WIPO (July 2002), PCIPD/3/5 (in English), para.23.
See WIPO (July 2002), PCIPD/3/5 (in English), para.24.
55

2002 年 5 月在科摩洛（Comoros）的首都莫洛尼（Moroni）舉行「Sensitization
Seminar on the Importance of Intellectual Property」
。而會議的主題為集體管理。157

（三）「訓練課程及研習訪問」
在 2001 年 7 月及 8 月由瑞士來的 WIPO 顧問對突尼西亞的 Tunisian authors’
society（OTPDA）進行訓練，而主題為文件化與 AFRICOS 集體管理軟體之關係。
158

2002 年 3 月來自瑞士的 WIPO 顧問在坦尚尼亞的 COSOMA 總部舉辦了
「training course for the Copyright Society of Tanzania（COSOTA）」，而主題包括
文件化程序、授權規則、關稅、集體管理機制的一般經營原則。159
2002 年 4 月 WIPO 為 Music Copyright Society of Kenya（MCSK）
、Mauritius
Society of Authors（MASA）
、Namibian Society of Composers and Authors of Music
（NASCAM）、及 Zambia Music Copyright Protection Society（ZAMCOPS）等團
體的負責人舉辦了訓練課程，而舉辦地點在馬拉威的 Copyright Society of Malawi
（COSOMA）的總部，此外，訓練課程的講者為來自瑞士的 WIPO 顧問，而講
題包括集體管理機制的主要事項、文件化授權、分配、財物、行政、及自動化權
利管理。160

（四）「諮詢使節團」
2001 年 3 月，WIPO 的官員在尼日（Niger）的首都尼阿美（Niamey）與
African Intellectual Property Organization（OAPI）會員國的著作權官員舉行諮詢
157
158
159
160

See WIPO (July 2002), PCIPD/3/5 (in English), para.25.
See WIPO (July 2002), PCIPD/3/5 (in English), para.42.
See WIPO (July 2002), PCIPD/3/5 (in English), para.48.
See WIPO (July 2002), PCIPD/3/5 (in English), para.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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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會議，而此目的在於檢視 OAPI 的角色及其在著作權領域的能力，包括集體管
理、及基於 Bangui Agreement 之文化知識的推動。161

2001 年 5 月馬拉威的 Copyright Administrator of the authors’ society of Malawi
（ COSOMA ） 及 來 自 瑞 士 的 WIPO 顧 問 共 同 組 成 諮 詢 使 節 團 ， 到 波 紮 那
（Botswana）商討關於建立集體管理機制的議題。162

2001 年 11 月由來自馬拉威（Malawi）及奈洛比（Nairobi）的 WIPO 顧問所
組織的使節團，以協助肯亞的 Music Copyright Society of Kenya（MCSK）進行該
國的文件化系統效率化工作。163

三、阿拉伯國家（Arab Countries）
（一）區域性會議
2001 年 5 月在亞塞拜然（Azerbaidjan）的首都巴庫（Baku）舉行「Conference
on Intellectual Property」，由 WIPO 及 Islamic Educational, Scientific and Cultural
Organization（ISESCO）合辦以及亞塞拜然政府協辦，與會者包括 ISESCO 所屬
45 個會員國中與著作權事務有關的政府官員，演講者來自 World Association of
Small and Medium-Sized Enterprises（WASME）
、Center for Information Technology
and Intellectual Property（ CITIP ）、University of Applied Sciences of Canton
Solothurn (Switzerland)、及 Business Software Alliance（BSA）等團體。而會議主
題包括智慧財產權對技術發展的促進、貿易與投資、集體管理的經濟與文化面
向、WIPO Copyright Treaty（WCT）、WIPO Performances and Phonograms Treaty

161
162
163

See WIPO (July 2002), PCIPD/3/5 (in English), para.58.
See WIPO (July 2002), PCIPD/3/5 (in English), para.60.
See WIPO (July 2002), PCIPD/3/5 (in English), para.6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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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PPT）、盜版、以及傳統知識及民俗等等。164

2001 年 6 月在摩洛哥（Morocco）的首都拉巴特（Rabat）舉行「WIPO
Sub-regional workshop on Collective Management of Copyright and Related
Rights」
，由摩洛哥政府及法國外交部（Ministry of Foreign Affairs of France）合辦。
而會議在提供政策制訂者、集體管理之管理者等等人士交換經驗，此外，該會議
並提出針對阿爾及利亞（Algeria）
、埃及（Egypt）
、黎巴嫩（Lebanon）
、摩洛哥、
及突尼西亞（Tunisia）等國的行動方案。165

2002 年 2 月在巴林（Bahrain）的首都麥納瑪（Manama）舉行「Inter-Regional
Meeting on Copyright and Related Rights」
，由巴林政府的國家資訊部（Ministry of
Information of the State）主辦，與會者來自 26 個國家。而會議主題為與 TRIPS
Agreement 有關之針對著作權保護的跨區域間經驗交換，其中有一場次是關於集
體管理以及集體管理機制的功能。166

（二）國內性會議
2001 年 6 月在葉門（Yemen）的首都沙那（Sana’a）舉行「National Seminar
on Collective management of Copyright and Related Rights」，由葉門政府的供應及
貿易部（Ministry of Supply and Trade）、司法部（Ministry of Justice）
、及文化暨
旅遊部（Ministry of Culture and Tourism）等合辦，演講者包括 WIPO 官員及來自
埃及的 Beni Sweif University 的法律教授。而會議內容包括世界條約下的著作權
保護的主要原則、集體管理、及國內立法議題等等。167

164
165
166
167

參見前註 (40), para. 9.
同上註, para. 10.
同上註, para. 11.
同上註, PCIPD/3/5 (in English), para. 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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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訓練課程及研習訪問」
2001 年 6 月，摩洛哥的 Moroccan authors’ society（BMDA）負責人到法國
巴黎的 French Society for Authors, Composers and Music Publishers（SACEM）進
行研習訪問。168

2002 年 6 月來自瑞士的 WIPO 顧問至摩洛哥為該國的著作人團體 BMDA 提
供組織、運作架構、及營運方法等意見，此外，並仔細說明集體管理系統、權利
金分配系統、及儲存與讀取文件化資訊的訓練。169

（四）「諮詢使節團」
2001 年 2 月，二個來自阿爾及利亞及埃及的的 WIPO 顧問到蘇丹和該國政
府高層討論如何建立國家級著作權集體管理機制之問題。170

2001 年 5 月，來自瑞士的 WIPO 顧問至阿爾及利亞、黎巴嫩、摩洛哥、及
突尼西亞等國，以檢視該些國的集體管理現況。171

2002 年 1 月 WIPO 的使節團到蘇丹進行著作權法的修改建議工作，而集體
管體團體的創造及功能亦在建議的範圍內，此外，該使節團並提出立法草案。172

2002 年 6 月 WIPO 官員在黎巴嫩和 Society of Authors, Composers and Music
Publishers（SACEM）的成員會面，以討論協助其強化運作能力的可能性，而討
論內容亦包括由該團體研發之軟體授權給其他阿拉伯地區的集體管理機制之可
168
169
170
171
172

同上註, para. 40.
同上註, para. 50.
同上註, para. 55.
同上註, para. 59.
同上註, para. 6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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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性。173

四、亞洲及太平洋地區（Asia and the Pacific Region）
（一）區域性會議
2001 年 12 月在印度的孟買（Mumba）舉行「Regional Symposium on Collective
Management of Copyright and Related Rights for Asian and Pacific Countries」
，由印
度政府的人力資源發展部（Ministry of Human Resource Development）、Indian
Performing Right Society（IPRS）
、日本政府的著作權局（Japan Copyright Office，
JCO）
，與會者來自不丹（Bhutan）
、汶萊（Brunei Darussalam）
、柬埔寨（Cambodia）
、
中國、斐濟（Fiji）、印尼、寮國（Lao People’s Democratic Republic）、馬來亞、
蒙古（Mongolia）、尼泊爾（Nepal）、巴布亞紐幾內亞（Papua New Guinea）、菲
律賓（Philippines）、南韓、新加坡、斯里蘭卡（Sri Lanka）、泰國（Thailand）、
及越南（Viet Nam），演講者來自 Japanese Copyright Research and Information
Center（CRIC）、International Confederation of Societies of Authors and Composers
（CISAC）
、International Federation of the Phonographic Industry（IFPI）
、IFRRO、
及匈牙利政府的著作權諮詢會（Hungarian Copyright Council）等等。而會議主題
是分享演講者的集體管理經驗。174

（二）國內性會議
2001 年 2 月在印尼，多場的「Roving Seminar on Collective Management of
Rights in Musical Works」分別在 Medan、Surabaya、以及 Makassar 等地方舉行，
由 印 尼 政 府 的 智 慧 財 產 權 總 局 （ Directorate General of Intellectual Property
Rights）、司法暨人權部（Ministry of Justice and Human Rights）、以及民間團體

173
174

同上註, para. 68.
同上註, para. 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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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donesian collecting society（Yayasan Karya Cipta Indonesia（KCI））等合辦，與
會者超過 500 人。會議主題包括宣導智慧財產權的重要性、討論集體管理機制的
角色、提供經營集體管理系統的訊息等等。175

2001 年 6 月在蒙古（Mongolia）的 Ulaanbaatar 舉行「National Seminar on
Collective Management of Copyright and Related Rights」，由蒙古政府的智慧財產
局（Intellectual Property Office of Mongolia（IPOM））主辦，與會人數有 45 人。
而會議內容包括集體管理的一般原則、以軟體技術協助作品的文件化及權利金的
分配等等。176

2001 年 12 月在印度的 Chennai 舉行「National Seminar on Collective
Management of Copyright and Related Rights」，由印度政府的人力資源發展部
（Ministry of Human Resource Development）及 Indian Performing Right Society
（IPRS）合辦。而會議主要討論 IPRS 的地位及擴張、及盜版行為等等。177

2002 年 2 月在斐濟（Fiji）的首都蘇瓦（Suva）舉行「National Workshop on
Collective Management of Copyright and Related Rights」，由 Fiji Law Reform
Commisssion 主辦，有來自政府機關及代表權利人利益的私部門等共約 35 人與
會，演講者來自日本、Australasian Performing Right Association Ltd（APRA）、
Center for Performers’ Rights Administration（CPRA）、及 GEIDANKYO（Japan
Council of Performers’ Organization）等代表。而會議內容為如何參與建置現代的
且獨立的集體管理機制。178

175
176
177
178

同上註, para. 27.
同上註, para. 28.
同上註, para. 29.
同上註, para. 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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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2 年 4 月在越南的首都河內（Hanoi）舉行「National Seminar on the
Collective Management of Copyright and Related Rights」，與會者來自權利人、律
師、與著作權事務有關的政府官員，演講者包括 WIPO 的官員、以及 Joint Finnish
Copyright Organization（KOPIOSTO）、IFRRO、International Federation of the
Phonographic Industry（IFPI） for the Asia region、Center for Performers’ Rights
Administration （ CPRA ）、 及 GEIDANKYO （ Japan Council of Performers’
Organization）等團體代表。而會議內容有建立集體管理機制的注意事項。179

2002 年 5 月 22 日「Vietnam Center for the Protection of Music Copyright」成
立，其源自於 WIPO 使節團的推動工作，而該中心將由 Association of Vietnamese
Composers, Musicologists and Musicians 運作。180

2002 年 5 月在不丹（Bhutan）的 Thiumphu 舉行「National Seminar on Copyright
and Related Rights」
，由不丹政府的貿易暨產業部（Ministry of Trade and Industry）
主辦，與會人士包括執法人員、學者、及權利人。而會議主題包括集體管理的概
念及如何成立集體管理機制。181

（三）「訓練課程及研習訪問」
由 WIPO 所贊助的 CISAC 機構專家於 2001 年 7 月，在巴基斯坦（Pakistan）
的 Karachi、Lahore、及 Islamabad 等地進行關於集體管理的研習訪問。182

2001 年 9 月安排三位巴基斯坦人士訪問位在英國倫敦的 Performing Right
Society Limited（PRS）及位於瑞典斯德哥爾摩（Stockholm）的 Swedish Performing
179
180
181
182

同上註, para.31.
同上註, para.32.
同上註, para.33.
同上註, para.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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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ights Society（STIM）等機構。183

2001 年 11 月由印尼及蒙古的作家協會在日本東京舉辦訓練課程，而此活動
的經費是由 Japanese Trust Fund（FIT Japan）所支持。184

（四）「諮詢使節團」
2001 年 2 月，在 WIPO 贊助下，一個在千里達托貝哥的權利人團體（IFRRO）
代表和該國政府官員討論著作重製問題。185

2001 年 6 月，WIPO 的使節團包括 CISAC、IFPI、Japanese Society for Authors,
Composers and Publishers（JASRAC），到蒙古和不同的受保護音樂作品的使用
者，介紹著作權集體管理及評估在該國的權利金市場大小。186

2002 年 2 月在斐濟，WIPO 的使節團和該國政府高層會面，以討論集體管
理活動的執行問題，例如對於 Fiji Performing Right Association（FPRA）
，經理人
的訓練需求及軟體要求。187

2002 年 4 月 WIPO 的使節團，包括 Asia-Pacific office of CISAC、Center for
Performers’ Rights Administration（CPRA）、及 GEIDANKYO（Japan Council of
Performers’ Organization）等團體的代表，其到不丹和該國的政府高層分享在該
國建立著作權及相關權利集體管理機制的可能性的觀點。188

183
184
185
186
187
188

同上註, para. 44.
同上註, para. 47.
同上註, para. 56.
同上註, para. 61.
同上註, para. 65.
同上註, para.

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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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2 年 5 月針對強化著作權保護議題的使節團到尼伯爾和該國官員討論建
立集體管理機制的問題。189

五、拉丁美洲及加勒比海地區（Latin America and the Caribbean
Region）
（一）區域性會議
2001 年 5 月 WIPO 官員參與了由 Ibero Latino-American Federation of
Performers（FILAIE）及 Uruguayan Collective Management Society（SUDEI）合
辦的「International Forum on Audiovisual Performances」，會議地點在烏拉圭
（Uruguay）的首都蒙特維多（Montevideo）
，此討論會舉辦在 General Assembly of
FILAIE 之前並且慶祝 SUDEI 成立五十週年（1951-2001）。190

2001 年 9 月在烏拉圭的首都蒙特維多舉行「WIPO Workshop on the Economic
Importance of Copyright Industries in the MERCOSUR Countries」
，由烏拉圭政府教
育暨文化部（Ministry of Education and Culture）的著作權諮詢會（Council of
Copyright）主辦，與會者包括：（1）來自阿根廷（Argentina）、巴西（Brazil）、
智利（Chile）、巴拉圭（Paraguay）、及烏拉圭等國的代表。（2）Latin American
Integration Association（ALADI）及 Southern Common Market（MERCOSUR）等
團體的代表，演講者則來自這些參與國以及 WIPO 官員。而會議主題包括集體管
理及著作權產業的市場結構等等。191
2001 年 11 月在厄瓜多爾（Ecuador）的首都基多（Quito）舉行「Third WIPO
Meeting of Heads of Copyright Offices of Latin America 」， 由 厄 瓜 多 爾 的
「Intellectual Property Institute（IEPI）」主辦，與會者來自阿根廷、玻利維亞、巴
189
190
191

同上註, para. 67.
同上註, para. 13.
同上註, para. 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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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智利、哥倫比亞（Colombia）
、哥斯大黎加（Costa Rica）
、古巴（Cuba）
、多
明尼加（Dominican Republic）、厄瓜多爾（Ecuador）、薩爾瓦多（El Salvador）、
瓜地馬拉（Guatemala）、宏都拉斯（Honduras）、墨西哥（Mexico）、尼加拉瓜
（Nicaragua）、巴拿馬（Panama）、巴拉圭、烏拉圭、及委內瑞拉（Venezuela）
等等國家，加上 Secretariat of Economic Integration of Central America（SIECA）。
而會議主題為由墨西哥籍的 WIPO 顧問提供集體管理機制的管制及合法化在拉
丁美洲及部分歐洲國家的研究報告。192

2001 年 12 月在烏拉圭的首都蒙特維多舉行「Regional Forum on Collective
Management of Intellectual Property Rights of Visual Creators – MERCOSUR
Countries」
，由 Secretariat of MERCOSUR 主辦。而會議主題包括視覺創作者的保
護、集體管理系統的推動。193

2002 年 4 月在哥斯大黎加的首都聖約瑟市（San José）舉行「WIPO Regional
Workshop on Collective Management of Copyright for Countries of Central
America」，由 Registrar of Copyright and Related Rights of the Republic of Costa
Rica、Association of Music Composers and Authors of Costa Rica (ACAM)、及
SIECA 等單位主辦，與會者包括哥斯大黎加、薩爾瓦多、宏都拉斯、瓜地馬拉、
尼加拉瓜、多明尼加、巴拿馬等國家的集體管理機制。而會議主要是聽取 General
Society of Authors in Spain（SGAE）關於集體管理的區域性行動方案的研究報
告。194
在 2001 年 2 月 5 日至 8 日期間所舉行的「Second Session of the Permanent
Committee on Cooperation for Development Related to Intellectual Property」中，
CCMD 提出了在加勒比海地區所進行的區域性集體管理系統的詳細報告，包括
192
193
194

同上註, para. 15.
同上註, para. 16.
同上註, para. 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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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地 區 中 心 ， Caribbean Copyright Link （ CCL ）， 已 被 接 受 為 International
Confederation of Societies of Authors and Composers（CISAC）的副會員（Associate
Member）
，而這可是加勒比海地區的資料庫可納入 CISAC 全球資料庫的建置中。
195

而這樣的成果亦報告於其他的會議中，例如，分別在 2001 年 5 月於巴貝多

（Barbados）的首都布列治敦（Bridgetown）、在 2001 年 11 月於千里達托貝哥
（Trinidad and Tobago）
、及在 2002 年 3 月於 Ochos Rios 等三地舉行的「meetings
of the CCL Board」
。此外，2002 年 6 月在蘇利南（Suriname）的首都巴拉馬利波
（Paramaribo）舉行的「Fourth WIPO Regional Meeting of Heads of Intellectual
Property Offices of Caribbean Countries」中，來自安地卡及巴布達（Antigua and
Barbuda）
、巴哈馬（Bahamas）
、巴貝多、貝里斯（Belize）
、多米尼克（Dominica）、
格瑞納達（Grenada）
、蓋亞那（Guyana）
、海地（Haiti）
、牙買加（Jamaica）
、聖
克里斯多福（Saint Kitts and Nevis）
、聖露西亞（Saint Lucia）
、聖文森（Saint Vincent
and the Grenadines）、蘇利南、及千里達托貝哥等等國家的政府代表提出進展的
報告，除此，Caribbean Community（CARICOM）
、Caribbean Regional Negotiating
Machinery（CRNM）
、及 University of the West Indies（UWI）等團體的代表亦以
觀 察 員 身 份 參 與 會 議 ， 而 Regional Committee on Intellectual Property and
Electronic Commerce and the President of the Board of CCL 的主席亦出現在會場。
196

2002 年 7 月建立了關於散佈模組及權利金分配之訓練物件，以協助
Caribbean Copyright Link（CCL）的推廣活動之進行。197

（二）國內性會議
2001 年 10 月在古巴（Cuba）的 La Habana 舉行「Forum on Copyright

195
196
197

同上註, para.18.
同上註, para.19.
同上註, para.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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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llective Management」
，由 Copyright National Center of Cuba（CENDA）及
Cuban authors’ society（ACDAM）等合辦，演講者包括該國的專家人士及加
拿大的 University of Ottawa 的法律教授。而講題包括以社會、文化、及經濟
面向討論著作權、以及及集體管理。198

2001 年 11 月在烏拉圭的首都蒙特維多舉行「National Seminar on
Enforcement of Copyright and Related Rights for Judges and Prosecutors」
，由烏
拉圭政府的最高正義法院（Supreme Court of Justice）
、教育暨文化部（Ministry
of Education, Culture）、“Fiscalía de Corte”、烏拉圭政府的著作權諮詢會
（Copyright Council of Uruguay）等合辦，與會者有四十人，演講者來自阿
根廷、哥倫比亞、哥斯大黎加及巴拿馬的專家、Iberoamerican Copyright
Organization （LATINAUTOR）與 Uruguayan Copyright Institute 等團體的代
表、以及當地的講者。而會議主題為集體管理。199

2002 年 4 月在哥斯大黎加的首都聖約瑟市舉行「National Seminar on
Collective Management of Copyright」，由哥斯大黎加政府所主辦，與會者包
括作家、表演加、律師、政府官員、及大學教授等等，演講者包括哥斯大黎
加政府的著作權註冊局（Registry of Copyright and Related Rights of Costa
Rica）、General Association of Authors of Uruguay（AGADU）、International
Federation of the Phonographic Industry（IFPI）、International Confederation of
Societies of Authors and Composers（CISAC）、LATINAUTOR、以及 SGAE
等等。200

2002 年 6 月在千里達托貝哥（Trinidad and Tobago）的首都西班牙港
198
199
200

同上註, para.34.
同上註, para.35.
同上註, para.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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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rt-of-Spain）舉行「Special Session on Collective Management of Copyright
and Related Rights」，由千里達托貝哥政府法律事務部（Ministry of Legal
Affairs）的智慧財產局（Intellectual Property Office）主辦，與會者為權利人，
而 WIPO 官員及加拿大籍顧問也有參與。此外，會議內容包括著作權保護、
表演家權利的集體管理機制的建立、國際條約等等。201

2002 年 6 月在安地卡及巴布達（Antigua and Barbuda）的首都聖約翰（St.
John’s）舉行「Workshop on Collective Management of Copyright and Related
Rights」
，由安地卡及巴布達政府的司法暨法律事務部（Ministry of Justice and
Legal Affairs）主辦，與會者包括政府官員、執法人員、表演家、作家、作
曲加、及出版業等等。此外，會議主題有國內立法的發展、及集體管理等。
202

（三）「訓練課程及研習訪問」
2001 年 8 月 Association of Composers and Authors of Costa Rica
（ACAM）、 authors’ society of Guatemala（AGAYC）、及 Society of Authors
and Composers of Panama（SPAC）等三團體的代表訪問 Brazilian Union of
Composers（UBC）並交換觀點及分享集體管理活動的經驗。203

2001 年 9 月在多明尼加共和國（Dominican Republic）的首都聖多明哥
（Santo Domingo）舉辦「Introductory Training Course on Copyright and Related
Rights for Judges」，而主題是關於著作權的集體管理。204

201
202
203
204

同上註, para.3 7.
同上註, para. 38.
同上註, para. 43.
同上註, para. 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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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1 年 10 月在玻利維亞（Bolivia）的 Santa Cruz de la Sierra 舉辦「VIII
Regional Training Course on Copyright and Related Rights for Latin American
countries」，有三十三個來自阿根廷、玻利維亞、巴西、智利、哥倫比亞、
哥斯大黎加、古巴、厄瓜多爾、薩爾瓦多、墨西哥、尼加拉瓜、巴拿馬、巴
拉圭、秘魯、烏拉圭、及委內瑞拉等國家的參與者。205

（四）「諮詢使節團」
2001 年 2 月，位於巴貝多（Barbados）首都布列治敦（Bridgetown）的
該 政 府 之 公 司 事 務 暨 智 慧 財 產 權 局 （ Corporate Affairs and Intellectual
Property Office（CAIPO））對該國高層建議著作權管理架構及如何使當地權
利人能有效運用等議題。206

2001 年 8 月，WIPO 官員參與在巴西的首都里約熱內盧（Rio de Janeiro）
所舉行的會議，以和來自中美洲國家的參與者討論 WIPO 在集體管理上的活
動。207

六、對我國的啟示
在 WIPO 針對集體管理議題而進行推廣活動之國家中，有不少是我國的
邦交國，而由於我國非聯合國會員國，故 WIPO 勢必無法到台灣來舉辦相關
的推廣活動，因此，我們建議智慧局或許可和外交部駐外領事單位或與我友
好的財團法人（如智庫或研究機構等）組成活動觀察小組，主動進行聯繫，
建立資訊與人員交流管道，一旦有關於 WIPO 所舉辦的活動，即可以適當的
身份或名義參與。
205
206
207

同上註, para. 46.
同上註, para. 57.
同上註, para. 6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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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智慧局也可以主動邀請邦交國的集體管理機制來台灣舉辦研討會
或座談會，以分享相關運作經驗，並進一步，撮合我國影音出版業者與邦交
國集體管理機制的交流及合作，以利用集體管理機制所管理的著作，而將之
注入我國影音產業的產品內，使得我國內容產品能出現多元的文化面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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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

結論

一、 著作權及相關權利集體管理機制的必要性
總而言之，固然在一些場合著作授權和它的管理運用等可以透過著作權人與
使用者之間的個別協商與契約訂定來達成，但在許多的情況下，縱使科技的發展
再為進步，這樣的做法實際上還是不可行的，例如對於無線或廣播電台每天所播
放的所有樂曲進行授權、在有線頻道上播放電影、在全球各地進行現場演出或舞
臺劇的表演以及對書刊的影印等均是。因此，著作權及相關權利的集體管理機制
便有其存在的必要，而且其產出的價值也可以對各方當事人帶來雙贏的效益。

依據世界智慧財產組織前助理秘書長 Mihály Fiscor 博士的見解，著作權及
相關權利的集體管理機制可以定義為：「在集體行政[和管理]的架構下，權利人
授權集體管理機制來對其權利進行管理，亦即對其著作物的使用予以監控、與有
意使用其著作物者進行協商、在有適當的費用或對價下給予授權許可、以及在適
當的條件下替權利人收取權利金並分配給各權利人208。」

一般而言，著作權及相關權利的集體管理機制主要是在五個領域內呈現其功
能，亦即表演藝術及劇場、電影與電視、視覺藝術與攝影 (包括拍賣會)、音樂
與錄音以及印製與出版事業等。其中所涉及到的著作權益至少包括了公開演出
(在公開場所內播放音樂等)、公開播送 (電影與電視)、對音樂著作物的實體或機
械性的重製權 (如光碟或影帶等)、公開發表 (戲劇演出等)、文藝作品的重製權
以及表演人或製作人的鄰接權等。其中每一個產業領域的實務操作都有其特殊的
方法與應注意事項，加上不同國家間的不同市場結構與著作權是採行屬地主義的
208

參見 Mihály Fiscor, Collective Administration of Copyright and Neighboring Rights, WIPO:
Geneva, p. 6 (1990)；另參見本書第二版對此更為詳盡的論述，Collective Management of Copyright
and Related Rights, WIPO: Geneva, pp. 15-17 (20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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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則，這其中的實際做法也十分多元而未可一概而論。僅從組織架構而言，就可
能包含了諸如傳統式的集體管理組織、著作權授權許可中心 (copyrights clearance
center) 和所謂的「單一式窗口機制 (one-stop-shops)」(此一以聯盟式、將不同性
質或型態的集體管理機制悉數建構於單一架構內的做法近來在尤其在多媒體的
領域內愈來愈受歡迎) 等各種方式。

在有限的資源和時間下，本報告就世界智慧財產組織自 1998 年以來在這個
領域的架構佈建和在全球所從事的各項相關活動進行彙整。尤其在當前的政治環
境下，研究團隊僅能在其能力範圍內參考世界智慧財產組織的各種正式文件、會
議資訊、期刊文獻與其他相關研究資料等分別進行系統性的整理與分析，俾可使
其他相關的實務辯證與報告撰述更為精闢。本報告之所以選擇以 1998 年作為啟
始主要是基於兩點考量： (一) 世界智慧財產組織近來的相關活動策略可以說是
肇始於 1997 年在西班牙安達魯其亞省賽維拉市 (Sevilla, Andalucía, Spain) 所召
開的一項國際論壇成果發表之後209； (二) 從當時開始，此一策略已開始強調管
理並納入了對電子商務 (虛擬世界) 和數位內容的集體管理考量，以因應當前時
代與市場的需求，與傳統上著重行政劃分和實體世界中的授權策略有明顯的不
同。

二、 研究成果
世界智慧財產組織自 1999 年 6 月決議於合作發展部門下成立一專責推動著
作權及相關權利集體管理之部門 –「著作權集體管理組（CCMD）」以來，近年
來持續挹注更多的資源到該領域。從其今年度將「著作權集體管理組」改編制於

209

參見 World Intellectual Property Organization, WIPO International Forum on the Exercise and

Management of Copyright and Neighboring Rights in the Face of the Challenges of Digital Technology
(Sevilla 1997), WIPO: Geneva (19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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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著作權及相關權利與產業關係部」其下，使該部得統籌所有與著作權及相關權
利相關之部門，而更能有效發揮其功能，可見其有心推動之端倪。

然世界智慧財產組織對於集體管理機制之推動，一向僅居於宣導基本概念、
輔導各國建置、或居間協調各集體管理組織進行合作之角色，並無直接介入。其
對於尚未建置集體管理組織之國家，採取策略為宣導基本概念、扶助建立基礎設
施，提供世界智慧財產組織豐富的經驗諮詢及資訊科技的協助，世界智慧財產組
織甚且出版相關出版物以闡明建置集體管理組織必備條件及應有之時程步驟；對
於已建置集體管理組織但卻運作不彰之國家，除建議其檢視是否缺乏集體管理組
織良好運作的必備條件之外，另協助其因應新時代的挑戰，以期於數位時代更能
發揮集體管理機制之功能，基本上乃朝向兩大方向發展：「數位化」及「區域性
整合」。

在數位化集體管理的建置上，不可或缺地為基礎法制建設，必須符合世界智
慧財產組織 1996 年之兩大網際網路條約 –「世界智慧財產組織著作權條約」
（WIPO Copyright Treaty, WCT）與「世界智慧財產組織表演及錄音製品條約」
（WIPO Performances and Phonograms Treaty, WPPT） 的規範，然於結合數位科
技上，亦必需注意控制數位著作物的散布、分配機制設計是否公平、該集體管理
機制設計是否會窒礙了網際網路未來發展空間等等。當科技立法完善時，再輔以
數位權利管理、科技保護措施，方能使數位集體管理得以於數位時代運作良善。

集體管理機制之區域統合亦為世界智慧財產組織近年戮力推動之重要目
標。推行最為成功的例子為加勒比海地區的區域統合 CCL，及協助泛非發展集
體管理軟體等等，下一階段世界智慧財產組織推動區域統合的焦點為東南亞地
區，值得我們持續關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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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未來研究方向建議
展望未來，關於世界智慧財產組織著作權及相關權利集體管理之後續研
究，本研究建議為以下幾點：
（一）持續關注新數位科技於集體管理之應用：分為三個面向，一是
技術面向，智慧局可召集資訊科學相關領域的學者組織研究團
隊發展相關技術；二是管理面向，由行銷、管理方面的學者組
織研究團隊，而針對商業模式進行研發；三是法規面向，由法
政領域學者組織研究團隊，以針對發展集體管理組織而規劃所
需的法制環境。
（二）東南亞地區集體管理整合動態之追蹤與經驗參考：東南亞與我
國同屬亞洲地區，而且台灣的華語音樂市場已擴及東南亞，故
瞭解東南亞地區的集體管理活動，有助於我國影音出版業者在
當地的著作權維護；此外，透過此研究，我國也可以採取鼓勵
東南亞學生來台灣攻讀以智慧財產研究為主題的碩士學位之方
式，例如，使東南亞的留學生成為研究助理，以協助蒐集其國
家的資料及分析相關資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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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一 世界智慧財產組織文獻引用表
編號

文件編號

引註

1

COLLECTIVE MANAGEMENT OF COPYRIGHT AND
RELATED RIGHTS
COPYRIGHT HIGHWAY: FROM GUTENBERG TO THE
CELESTIAL JUKEBOX
WIPO Pub. No.450CM/E
WIPO Pub. No.922(E)
WIPO Doc. WIPO/EDS/INF/1
(September, 2005)
WIPO-WASME Special Program on Practical
Intellectual Property Rights Issues for
Entrepreneurs, Economists, Bankers, Lawyers
and Accountants
WIPO Magazine,
(July-Auguest 2004)
WIPO Doc. PCIPD/1/7
(May 1999)
WIPO Doc. PICPD/3/5
(July 2002)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13
14
15
16
17

WIPO Magazine,
(November-December, 2001)
WIPO Magazine,
(January 2002)
WIPO Magazine
(March,2002)
WIPO Magazine,
(November-December, 2002)
WIPO Magazine,
(January-February 2004)
THE SETTING-UP OF NEW COPYRIGHT SOCIETIES
WIPO Doc. WIPO-WASME/IPR/GE/03/7
WIPO Doc. WIPO/CCM/MCT/03/01
(November 20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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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3, 6, 112, 122, 123, 126
4
11
14, 15

16
13, 139
19, 26-29, 31, 34, 36, 38,
40-46, 48, 51-53, 90, 96,
127, 149-207
32
33
35
49
50, 108
54-70,
72-80,
84-89,
91-95, 97-107, 109, 110
71, 82
111, 113, 115-117, 124,
125

附錄二

世界智慧財產組織月刊(WIPO Magazine)

1999 年 1 月~2005 年 10 月與著作權及相關
權利集體管理相關資料中文摘要

一、1999 年部分
年 份 / 月 1999年2月
份
章 節 / 頁 Cooperation for Development
數
標題
內容

p.15

WIPO pledges support for reprographic rights societies in Latin America
and the Caribbean
1999年二月八日至十日，WIPO於阿根廷的布宜諾斯艾利斯召開有關於
拉丁美洲國家集體管理重製權的研討會。
該會議的目標為：
1) 強調集體管理機制在運作重製權時扮演的重要角色
2) 強調須將集體管理應用在數位化重製
此外，會議也分析一些國家的案例，以討論重製權經營管理之模型，
討論的主題有：
1) 代理權(representation)
2) 使用者的授權協定(licensing agreements with users)
3) 集中及分配(collection and distribution of rights)
4) 費用 (tariffs)

年 份 / 月 1999年3月
份
章 節 / 頁 Cooperation for Development
數

p.10 and p.11

標題

Ibero-American directors of copyright offices exchange national

內容

experiences
1999年三月三日、四日，WIPO與哥倫比亞首都波哥大的著作權官方辦
公室召開了一場與西裔葡裔美洲(拉丁美洲)著作權部門主管的會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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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議中主要討論主題有：
1)
2)
3)
4)
5)

執行WCT及WPPT條約的狀況、視聽教材播放保護的進展
於拉丁美洲著作權的集體管理情形
反盜版活動
推動拉丁美洲的著作權保護
大學教育中對於著作權的教授

年 份 / 月 1999年6月
份
章 節 / 頁 Cooperation for Development
數
標題
內容

p.6

First meeting of new WIPO committee dedicated to development needs
1999年五月三十一日至六月四日，新設之「關於智慧財產發展之常設
合作委員會」（Permanent Committee on Cooperation for Development
Related to Intellectual Property）召開第一次會議。
會議中討論主題之第七點：在著作權領域－著手設置著作權集體管理
部門的工作、地區性提供諮詢有關資料庫以及廣播組織權利之保護。

年 份 / 月 1999年7月、8月
份
章 節 / 頁 Cooperation for Development
數
標題
內容

p.10

Caribbean countries confirm their commitment to improving IP
systems in the region
1999年六月七日到十一日，WIPO與牙買加貿易及科技內閣人員
組織了三場會議，討論有關於著作權及相關權利、電子商務及影
響到加勒比海沿岸國家的智慧財產權議題的集體管理。
其中第一場會議(Roundtable): 六月七日到九日，討論著作權的集體管
理。焦點著重於「加勒比海的著作權集體管理的可行性研究」
，會後達
成廣泛的共識，此共識是關於建立地區性的著作權及相關權利的集體
管理系統。
此會議所討論的結果將上提至部長級會議繼續討論。
部長級會議(Ministerial Meeting): 參加者為加勒比海負責智慧財產權
的內閣人士，會議主要討論及審查上兩個會議所討論的議題。通過了
77

七個解決方案，包括地區性集體管理系統的簽署案、與WIPO在地區性
智慧財產部門的進一步合作等。
年 份 / 月 1999年10月
份
章 節 / 頁 Visit
數
標題
內容

p.10

WIPO Director General meets Chinese Premier, visits key cities
WIPO秘書長Dr. Kamil Idris於1999年十月造訪中國大陸，其中參加了
於北京舉辦的經濟及智慧財產知識國際座談會的開幕儀式，並在上海
復旦大學獲頒榮譽博士學位。最後在昆明參加了著作權及相關權利集
體管理的地區性研討會，此會議由WIPO及中國政府共同主辦。

章 節 / 頁 Academy
數
標題
內容

p.13

The WIPO Academy working with the Swedish Government to teach
copyright law
1999年八月二十三到九月三日，WIPO及瑞典政府舉辦了一個為期兩週
的訓練課程，共有２０位來自１９個發展中國家的學生。
課程分為兩個部份，學生在第二個部份到斯德哥爾摩(瑞典首都)學習
有關著作權及相關權利的法律，並進行實地勘查。學習的主題有：
1) WIPO在國際間保護著作權的角色
2) 在國際會議中保護著作權的角色
3) 著作權之集體管理
4) 保護民俗及傳統知識或技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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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2000 年部分
年 份 / 月 2000年2月
份
章 節 / 頁 Cooperation for Development
數
標題
內容

p.14

New issues in the collective management of copyright in visual creations
considered in Mexico
二月二十六到二十八日，在墨西哥舉辦有關於集體管理視覺創作的著
作權，主要討論的議題有：
1) 包括國家文化之視覺創作的國際市場性。
2) IP於將視覺創作商品化過程中所扮演的角色。
3) 於國家文化項目中之智慧財產權管理。
4) 相關項目在國家經濟、社會及文化上發展的影響。
會議作成之結論：尚有許多工作待進行，以建構出立法的框架，以清
楚的定義視覺著作的著作權。
與會者提出：
1) 地區性及國際性的研討會所做的努力，建立了良好的觀念溝通，應
繼續保持。
2) 在拉丁美洲個別國家的藝術工作者應該察覺智慧財產權的重要。
3) 支持建立藝術家公會。
4) 支持集中個別國家的公會。
5) 相關人員應該重視了解最新的智慧財產權保護的知識，且應該進行
關於視覺創作在經濟方面報酬的研究。

章 節 / 頁 Cooperation for Development
數
標題
內容

p.15

Workshop tackles performers’ rights in Africa
一月十二日到十四日，由歐洲表演人組織協會(Association of European
Performers’ Organizations ，AEPO)以及迦納共和國主辦，在阿克拉(迦
納共和國首都)舉行研討會，針對英語系的非洲國家在保護表演者權利
的議題探討之。研討會一開始討論個人表演者有時需要運用他們部份
智慧財產權在其他的產品上，而這議題牽涉到勞工法、個人合約的談
判以及集體協議(collective agreements)。
與會者並強烈表示他們急切的需要適當的基礎建設，以幫助他們的表
演者跟上數位時代，此外並應加速跨越整個非洲的網絡建立，以溝通
所有的非洲表演者。此網絡的角色並應延伸到作者集體協會(author’s
collecting societies)，這樣一來，由此區域集體協會所得到的經驗，便
可以作為後來要建立著作權及相關權利集體管理機制的強大且現有的
79
資源。

三、 2001 年部分
年 份 / 月 2001年4月
份
章 節 / 頁 VISITS
數

p.9

Talks Held with Spanish Government Officials
內容摘要 WIPO秘書長Dr. Kamil Idris 於2001年1月30日至西班牙馬德里與西班
牙出版人協會(Spanish Publishers’ Society ，簡稱SGAE)簽訂合作條
約，希望藉此促進拉丁美洲地區對於集體管理機制的發展。
標題

章 節 / 頁 Roving Seminars
數

p.16

Indonesia Collective Management - Musical Works
內容摘要 2001年二月五日到九日，WIPO在印尼的三個城市(Medan, Surabaya,
標題

and Makassar)舉行三場有關音樂著作權的集體管理巡迴研討會。會議
目的主要希望能激起大家對於著作權保護的意識，特別著重於音樂創
作相關權利的集體管理，並且提供集體管理系統如何運作的資訊。
標 題 / 頁 Strengthening the Caribbean Music Sector
數

p.18

內容摘要 WIPO推動一項加勒比海地區音樂產業計畫(WIPO Caribbean Music
Industry Project)，主要協助古巴、牙買加、千里達托貝哥透過智慧財
產管理系統，將創意的資產轉變成為實際的經濟利益。此計劃與WIPO
在加勒比海推動由著作權及相關權利的集體管理計畫聯合進行著。
年 份 / 月 2001年6月
份
標 題 / 頁 LDCS: Setting Goals
數

p.5

內容摘要 2001年5月15日，在比利時布魯塞爾行第三屆針對最不發達國家(Least
Developed Countries (LDC-III)的聯合國會議。主要目標是希望藉由運
用智慧財產替這些國家創造財富，會中提出許多實際、可量測、可達
到的設計來提升這些國家的生產力及競爭力。五個主要努力的領域包
括：
1) 提供符合這些不發達國家個別不同需要的智慧財產訓練
2) 將「提供WIPONET服務及設備」作為WIPO在這些國家建立及現代
化智慧財產部門努力方向之一。
3) 建立一系列著作權及相關權利的集體管理機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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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 份 / 月 2001年7月、8月
份
標 題 / 頁 Model Cooperation With Mongolia
數

p.12

內容摘要 2001年5月23日，WIPO秘書長與蒙古外交部長舉行會談討論WIPO
與蒙古的進一步合作。蒙古方面表示了他們對於透過蒙古新成立的
協會Mongolian Society of Rights of Authors and Composers (MOSRAC)
進行著作權及相關權利集體管理的興趣。
標 題 / 頁 Plan of Action for Arab Region
數

p.18

內容摘要 2001年5月15到17日，WIPO在拉巴特(摩洛哥首都)與摩洛哥及法國
外交部合作協辦了一個關於著作權及相關權利集體管理的地區性會
議。來自各國家的代表經過此次會議決定出如何改善該國家關於著作
權集體管理的方法。與會代表指出他們需要相關法令的架構、電腦化
以及訓練來建構強而有力的集體管理系統，並提出了相關的需要：
●
●
●
●
●

建構強力的法規系統以確保能完善的保護著作權及相關權利
提供集體管理機制所需的法令架構，以便經營和管理會員的權利
建構電腦系統來改善集體管理
訓練員工關於系統的使用
介紹權利擁有者的遠距教學計畫以及集體管理機制，並特別強調
集體管理所能提供的法律保障以及在大眾權利管理的成就。

年 份 / 月 2001年9月
份
章 節 / 頁 Cooperation for Development
數
標題

p.14 and p.15

AFRICOS Software For Collective Manage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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內容摘要 WIPO致力於協助一些在非洲最不發達國家自治的、獨立的、自

給自足建立的著作權及相關權利集體管理機制，他們也特別提倡
在集體管理方面應用數位科技。WIPO在幾年以前開始在非洲發
展有關於著作權集體管理軟體的計畫(軟體名稱:AFRICOS)，此項
開發軟體目的是要提供一個現代化以及可靠的系統，以實現透明化的
集體管理操作。此軟體第一次的測試操作在6月25到29日，先在貝南(非
洲西部一共和國)進行。此軟體由國際著作權集體管理機制設計，其原
理及使用方法為有彈性的、以使用者方向為考量的、可調整的。

2002年WIPO將會集合非洲著作權及相關權利集體管理機制以及此軟
體的使用者舉辦有關此軟體(AFRICOS)的診察會，以建立各地區的資
料庫以及管理中心，此資料庫將來也會以電子方式與各地的著作權及
相關權利集體管理機制相互交流。此項研究將會被模組化、逐步的、
各個領域廣泛的被應用於不同國家對於集體管理的需要。
標題

THREE NATIONAL MEETINGS IN YEMEN

p.17

內容摘要 2001年6月9號到3日，WIPO在葉門舉辦了三場為了激起國際間對

於智慧財產關注的研討會，其中6月11日的研討會著重在於著作
權及相關權利的集體管理。主要議題著重在於一些音樂著作的特
別文獻。
年 份 / 月 2001年11月、12月
份
標 題 / 頁 Key Decisions of the WIPO Assembly
數

p.2

內容摘要 2001年10月3日，WIPO在日內瓦總部召開八天的會議。
會中回顧過去一年的活動，並為未來兩年(2002及2003)編列預算及計
劃。會員國讚揚組織這一年來對於基礎建設、人類資源的發展、鼓勵
創新以及集體管理系統的發展。
章 節 / 頁 VISITS
數
標題

p.13

Chief Minister of Zanzibar Meets the Director General

內容摘要 2001年10月16日，WIPO秘書長與非洲桑吉巴總理會晤討論，針對
桑吉巴以及坦尚尼亞對於智慧財產的策略性要點加以討論。
此次會談內容包含了 WIPO的計劃以及活動，並特別針對傳統知
識、民俗、著作權的集體管理、WIPO世界學院(WIPO Worldwide
Academy)提供的訓練計劃，包含遠距教學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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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2002 年部分

年 份 / 月 2002年1月
份
章 節 / 頁 Director General’s Visits
數

p.14

Meeting with president of Slovaka
內容摘要 2001年12月4日到5日，WIPO秘書長拜訪斯洛伐克。
標題

與斯洛伐克簽訂協議的外交備忘錄，WIPO將會提供綜合的計畫來協助
強化斯洛伐克的智慧財產系統。
在這份外交備忘錄中特別強調了民俗以及著作權的集體管理發展。
年 份 / 月 2002年3月
份
標 題 / 頁 WIPO Participates in MIDEM p.13
數
內容摘要 WIPO在2002年一月首次加入國際音樂市場(MIDEN)，討論音樂工業以
及集體管理機制所面臨到的問題。MIDEN為一每年在坎城舉行的會
議，與會者包括音樂產業的所有相關人士，包括從事創造、生產及散
布音樂著作者，同時也包括負責音樂著作權及相關權利的集體管理
者。WIPO藉此機會獲得與集體管理公會(collective management society)
以 及 國 際 藝 創 人 聯 會 (International Confederation of Authors and
Composers Societies，CISAC)對話的機會。WIPO強調許多下個月即將
執行的計劃，包括改進在開發中國家及未開發國家的著作權集體管理。
年 份 / 月 2002年4月
份
章節/頁
數
Official Visits by the Director General
標題

LAUNCH OF THE JAMAICAN IP OFFI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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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4

內容摘要 WCT和WPPT建立了在網際網路上保護著作權及相關權利的法律保護
基礎架構，在牙買加完成的法條架構對他們來說非常重要，因為他們
有許多世界知名的表演家、藝術家及音樂家。
由於這兩個條約以及近幾年來在加勒比海地區性著作權的集體管理機
制的建立，這些人得以在表演及創作時有更多的自信，因為他們相信
他們的努力將會得到報酬。
標 題 / 頁 NEW CHALLENGES FOR IP OFFICES
數

p.10

內容摘要 2002年2月18日到20日，WIPO組織在曼尼拉招開與亞洲及太平洋區域
的智慧財產部門首長的圓桌會議。IPO的首長們表示感謝WIPO在法律
技術援助上的努力，同時持續要求WIPO支援他們所面對的新挑戰，包
括增強或繼續建立在此區域建立集體管理。
年 份 / 月 2002年5月
份
標 題 / 頁 TALKS WITH THE PRIME MINISTER OF CÔTE D’IVOIRE
數

p.10

內容摘要
2002年4月8日到9日，WIPO秘書長到阿必尚(非洲象牙海岸之首都)接
受象牙海岸總理頒發榮譽勳章，以表揚WIPO所作的建設以及貢獻。
隨後兩方進行會談，會談的內容囊括了：新制度的提倡、研究及發展
智慧財產權的重要性、智慧財產權與傳統文化及民俗的關連性以及著
作權的集體管理。

標 題 / 頁 AGREEMENT WITH COMMUNITY OF PORTUGUESE-SPEAKING
數
COUNTRIES
p.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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內容摘要 2002 年 4 月 17 日 ， WIPO 秘 書 長 與 葡 萄 牙 語 系 國 家 (Community of
Portuguese-Speaking Countries (CPLP) 執行秘書長簽訂條約，目的在於
增強兩組織之間的合作。在WIPO近來的研究顯示，在南美洲國家文化
產業越來越重要，產值的比重也越來越多，而著作權正是文化產業的
心臟。
WIPO承諾會協助這些會員國如何將他們的智慧資本轉變成為實質上
的經濟報酬，同時也協助這些國家建立著作權的集體管理機制。
章節

INCREASING
TRAINING

INTELLECTUAL

PROPERTY

SKILLS

AND

標 題 / 頁 Africa: Regional center of excellence for copyright enforcement and
數
collective management training
p.15
內容摘要 馬拉威著作權公會The Copyright Society of Malawi(COSOMA)、布基那
法索國著作權公會Copyright Society of Burkina Faso (BBDA)、迦納著作
權部門與模里西斯作者公會the Mauritius Society of Authors (MASA)這
幾個組織在過去十年中，在主辦非洲集體管理部門人員在此相關領域
訓練課程中扮演著十分重要的角色，以因應著作權以及集體管理訓練
領域在非洲持續增加的需要。
WIPO最近在馬拉威舉辦了為期兩週的密集訓練課程，對象是最近剛上
任的著作權及相關權利集體管理機制人員。此項訓練計劃是使馬拉威
著作權工會COSOMA轉型成為此區域最佳的著作權及集體管理訓練
中心的前奏。此中心的目標是提供常規性的、系統化的實用訓練課程
給所有新創的集體管理機制，同時也提供訓練課程給著作權部門的人
員有關於反盜版的經營管理。
年 份 / 月 2002年10月
份
標 題 / 頁 IP BRIEFING FOR CENTRAL AMERICAN JOURNALISTS
數

P.17

內容摘要 2002年8月21日到22日，在聖薩爾瓦多(薩爾瓦多之首都)舉辦了一場由
中美洲國家的智慧財產局首長參加的區域性會議。
與會者利用此次機會分享彼此的經驗，包括保護智慧財產權所建立
法律架構的現代化、參與由WIPO管理的國際條款、此領域法律體系的
計劃、國家智慧財產局的管理、著作權的集體管理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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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 份 / 月 2002年11月、12月
份
章 節 / 頁 Cooperation for Development
數
標題

p.20、21

IBERO-AMERICAN CONGRESS ON COPYRIGHT AND RELATED
RIGHTS

內容摘要 2002年10月15日到17日，拉丁美洲400位來自著作權及文化領域的代表
聚集到巴拿馬參加著作權及相關權利代表大會，此次會議重點在於討
論著作權於當地社會在經濟和文化發展之重要關係，以及數位環境對
於著作權的衝擊。
所有拉丁美洲集體管理機制的代表皆出席了這場會議，與會者有許多
來自廣播及出版業和軟體業者，藉著此機會與學術界、政府部門、著
作權及相關權利集體管理機制及獨立創意者交換彼此的觀點。
章 節 / 頁 News Roundup
數

p.24

WIPO Signs Agreement with CISAC
內容摘要 WIPO與國際藝創家聯會CISAC (International Confederation of Societies
of Authors and Composers)在2002年9月時簽訂一進一步加強著作權集
體管理活動之合作條約。
標題

WIPO秘書長指出，WIPO及CISAC都同意集體管理機制的重要，因為
這對於全世界的音樂家及創作藝術者來說是極有價值的服務。
在2002年9月26日於倫敦舉行的第43屆CISAC代表大會上，CISAC的祕
書長將合作條約交給WIPO著作權集體管理部(CCMD)的代理局長，並
表示此一開創性的條約將會建立起兩個組織間長遠的合作架構。
CISAC的祕書長並說到「創意的協會唯有靠這種正面積極的發展才能
獲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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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2003 年部分
年份/月份 2003年1月、2月
章節/頁數 IP and Business
標題
Getting Authorization

p.18

內容摘要 取得有著作權材料授權使用的第一步便是找到該著作權人，但這並不
是一件簡單的事，尤其是在多媒體領域可能牽涉到為數不少的權利擁
有者。
通常，一個比較好的第一步是聯絡這件作品原來的出版商，若是文學
或音樂作品，則可尋找相關的集體管理機制。著作權可以被部分或全
部的讓渡或販賣給別人，但較常見的情況是以排他性或非排他性的執
照交換授權金的方式。授權費用可以直接交付給權利擁有者，或者是
透過中間的媒介例如著作權清算中心(copyright clearance center)，或是
集體管理機制，這樣的組織代表著作權人授權給其他人使用他們的作
品。
章節/頁數 Committee Meetings
DISCUSSION OF RIGHTS FOR BROADCASTING ORGANIZATIONS
p.23
標題
Others Issues for Discussion
內容摘要
2002年11月4日到8日，WIPO著作權與其相關權利常設委員會SCCR
(The WIPO Standing Committee on Copyright and Related Rights)在日內
瓦召開會議，與會代表來自90個會員國討論廣播組織的各種議題。
常設委員會並特別列出清單紀錄未來可能會遇到的議題如：網際網路
服務提供者ISP業者 (Internet service providers)的責任、國際侵權的適
用法規、轉讓權、著作權的經濟、著作權及相關權利的集體管理、民
俗的保護等等。
年份/月份 2003年3月、4月
標題/頁數 2002 MARKS TURNING POINT IN INTERNATIONAL COPYRIGHT
LAW -Broadcasting Rights
p.14
內容摘要
為了促進表演者權利與廣播組織之間的協商，以及增加WCT及WPPT
的簽約會員國數，WIPO下個月有關於著作權的活動所會包含的議題
有：資料庫的保護、網際網路服務提供者ISPs (Internet service providers)
的 責 任 、 國 際 侵 權 的 適 用 法 規 、 著 作 權 自 願 記 錄 系 統 (voluntar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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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pyright recordation systems)、轉讓權、著作權的經濟、著作權及相
關權利的集體管理、民俗的保護等等。
年份/月份 2003年5月、6月
標題/頁數 WIPO and AIF Discuss Cooperation
內容摘要

p.12

2003年4月11日，WIPO官員與來自AIF(Agence intergouvernementale
de la Francophonie)的代表會面，討論合作的活動以及近一步增進兩組
織間的計畫以及磋商事宜。
WIPO以及AIF兩組織在2002到2003這兩年間共同合作了一些活動，這
些活動包括：

● 法語系國家政府組織參與WIPO在日內瓦或全球各地的會議
● 2002年3月在自由市(加彭之首都)的全國性研討會聯合組織
● 2002年11月在巴馬科(非洲馬利共和國之首都)AIF參加WIPO舉辦
的一場部份區域性研討會，主題為「西非國家有關於集體管理、
文化產業以及對抗盜版的相關問題之協定策略方法」
● 2003年2月及3月由AIF主辦於摩洛哥及突尼西亞的訓練課程，對象
為銀行人員，希望藉此讓他們來推動文化產業的經濟。
年份/月份 2003年7月、8月
章節/頁數 New Roundup
標題
Visual Creators’ Collective Management Societies

p.26

內容摘要
WIPO在2003年六月時參加舉辦於哥本哈根之國際藝創人聯會CISAC
(International Confederation of Societies of Authors and Composers)為了
遍佈全球的視覺創作者公會所召開的委員會會議。
由於視覺創作多樣性以及其散布和宣傳的快速膨脹，著作權的集體管
理受到很大的挑戰。視覺創作包括了：造型藝術(plastic art)、圖像創
作 (graphic creation) 、 攝 影 (photography) 、 動 態 影 像 創 作 (video
creation)、等等。
這些創作在拉丁美洲被龐大的應用在文化產業市場，或是在全世界被
應用在商標、圖像設計以及廣告。WIPO在1999年開始進行一試驗性
的計畫來解決這些問題。WIPO和古巴政府在一場會議中創設了拉丁
美洲視覺藝術理事會(The Latin American Council of Visual Arts)，它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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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了七個協會，並且在墨西哥集體管理機制(the Mexican collective
management Society)的協調下運作。
此次CISAC的會議為與會的24個國家提供了有用的集體管理資訊，會
議中的主題討論到在非洲、亞洲及拉丁美洲發展視覺創作者的集體管
理機制。
年份/月份 2003年9月、10月
標題/頁數 COLLECTIVE
MANAGEMENT
IN
THE
CARIBBEAN:
ACHIEVING RESULTS
p.6、p.7、p.8
內容摘要
加勒比海的音樂產業需要強大的著作權系統以及他們自己的集體管
理機制，使當地的音樂人能推動當地音樂作出更完整的開發。牙買加
以及千里達在幾年以前開始發展自己國家的集體管理機制，當WIPO
開始著手一個區域性重點行動計畫RFAP (Regionally Focused Action
Plan)來創造加勒比海著作權的連結CCL (Caribbean Copyright Link)之
後，著作權的集體管理開始主要由當地英國音樂表演權公會(British
music Performing Rights Society，簡稱PRS)的代理商來實行。
在計畫施行的幾年後，當地的著作權擁有者藉由他們自己的集體管理
系統得到了比較好的支持，而且也從他們的工作得到了較好的經濟上
的回報。
加勒比海區域在著作權以及其相關權利集體管理方面的促進以及推
動是由於WIPO一系列在1997年於西班牙港(千里達首都)安排的會
議。沿著此會議的結果，加勒比海區域負責智慧財產部門的官員要求
WIPO進行區域性的研究來設計降低操作成本的集體管理辦法。1999
年六月，加勒比海區域負責智慧財產部門的官員對此區域性的集體管
理辦法取得廣泛的一致同意，並表示希望能立即開始實行。(p.7)
WIPO為區域性系統設計了一個商業計劃，此計劃的技術及經濟方面
的考量由1999年新創立的加勒比海區域著作權及其相關權利集體管
理委員會(Caribbean Regional Committee on Collective Management of
Copyright and Related Rights)來審查。
WIPO著作權集體管理部(Copyright Collective Management Division，簡
稱CCMD)和拉丁美洲與加勒比海發展部門 (Development Bureau fo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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內容摘要 Latin America and the Caribbean ，簡稱LAC)合作加勒比海關於著作權
以及其相關權利之集體管理的區域性重點行動計畫RFAP (Regionally
Focused Action Plan)，此計劃的目的是協助建立其區域性的基礎建
設，包括：國家型的著作權及相關權利集體管理機制、現代化的自我
籌措財源之區域性著作權及相關權利集體管理機制系統。此系統的第
一步便是要包含音樂創作的集體管理，此系統為有彈性的設計，以便
之後可以套用到任何其他的種類的集體管理工作。

2000年5月，參與此計劃的會員國聚集到拿索(巴哈馬群島之首都)審查
此計劃的某些議題。四個月後他們通過一決議要求WIPO繼續提供支
援該區域性集體管理系統包括軟硬體的設備架設以及操作，同時他們
也要求WIPO提供援助他們個別國家建立著作權及相關權利集體管理
機制，這些組織在之後會加入CCL (Caribbean Copyright Link)。
2001年開始，英國音樂表演權公會PRS漸進式的開始撤出該區域，由
於CISAC已經在當地開始建立完善而有效的著作權及相關權利集體管
理機制，PRS希望能開始停止在加勒比海區域有關的著作權集體管理
的活動。
WIPO和Spanish authors’ society (SGAE)進行一合作條約，SGAE
負責發展集體權利的管理軟體，這套系統名稱為Sistema de Gestion de
Sociedades (SGS)，會被安裝在四個在CCL下的著作權及相關權利集體
管理機制：COSCAP (巴貝多)，JACAP (牙買加), HMS (聖露西亞)和
COTT (千里達)。
此計劃實施到今已提供了加勒比海國家在集體管理know-how相當顯
著的進步，著作權的擁有者在經濟上的回報也有了明顯的改善，到
2003年5月為止，有1550位加勒比海的作家、作曲家及出版商由他們
國家的協會為他們的著作權進行代理的工作。資料庫的數目也達
30000，且穩定的在持續成長中。
授權方面的發展也令人印象深刻，除了有些國家的使用者會拒絕付費
使用這些被保護的本國或外國作品，有的問題則是在同一塊領土會出
現幾個互相競爭的著作權及相關權利集體管理機制。

標題/頁數 French Delegation Visits WIPO
p.15
內容
法國參訪團於2003年7月4日拜訪WIPO，法國外交部長及文化部長的
資深代表們與WIPO著作權的專家們會面討論相關某些WIPO正在進
行的工作上的議題，包括：視聽表演的保護、廣播組織的保護、資料
庫的保護、法國以及其他歐盟會員國在WIPO國際條約的履行、文化
多樣性以及集體管理的推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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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次面會取得了雙方合作的信賴，特別是透過了法國與WIPO簽訂的
Fund-in-Trust協定，此項協定是設計為支持WIPO在著作權以及其相關
權利領域的發展活動，並與MAE (Minister for Foreign Affairs)共同合作
履行。雙方的合作已有許多正面的結果，包括討論集體管理相關問題
之商訂策略方法之部分區域性(subregional)座談會，2002年11月在西非
的巴馬科(非洲馬利共和國首都)舉行的文化產業以及打擊盜版研討
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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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2004 年部分
年份/月份 2004年1月、2月
章節/頁數 News Roundup
標題
WIPO Signs Agreement with IFRRO

p.32

內容摘要
複製權利組織國際聯會IFRRO (International Federation of Reproduction
Rights Organizations)在2003年11月11日到14日在布魯塞爾(比利時首
都)召開全國代表大會，共同慶賀在2003年10月20日WIPO與IFRRO所
簽定的一個合約。
此項合約的內容主要是要強化有關集體管理以及複印重製權
(reprographic reproduction rights)的活動。此舉動顯示了WIPO對於想在
會員國間加強這方面權利意識的積極態度，IFRRO強調此項合約的重
要，有鑒於履行WIPO Internet Treaty以及在市場上所浮現出數位重製
的問題。

年份/月份 2004年7月、8月
章節/頁數 ESTABLISHING IP INSTITUTIONS IN THE LEAST DEVELOPED
COUNTRIES (LDCs)
p.6
內容摘要
WIPO的LDCs(最不發達國家)部門透過與其他WIPO計畫合作提供
LDCs重要且具體的協助，包括WIPOnet計畫、WIPO世界學院(WIPO
Worldwide Academy)、在著作權及其相關權利之集體管理、傳統智慧、
中小企業(SMEs)等等。
年份/月份 2004年11月、12月
標題/頁數 From Artists to Audience
p.2
內容摘要
作為與國際藝創家聯會(CISAC)和重製權組織國際聯會(IFRRO)的合
作活動，WIPO最近出版了一本標題為「From Artists to Audience :How
creators and consumers benefit from copyright and related rights and the
system of collective management of copyright」的小冊子，介紹創作者
如何創作出他們的作品然後讓消費者可以享受他們的作品，其中一種
辦法便是著作權及其相關權利的集體管理系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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書中舉了非常多的創作例子，並且介紹著作權和集體管理系統如何能
讓創作者能維持他們的生計。作者為Mrs. Tarja Koskinen-Olsson，出版
編 號 NO.922E 。 ( 這 本 冊 子 可 以 在 線 上 下 載 PDF
檔:www.wipo.int/freepublications/en/)
章節/頁數 ESTABLISHING IP INSTITUTIONS IN THE LDCS Part III
標題
Establishing a National IP office – Ethiopia’s Experience

p.12

內容摘要
衣索比亞在1995年以前一直沒有注意在智慧財產權系統(IP system)方
面的保護以及組織和法律架構的發展。衣索比亞智慧財產局EIPO
(Ethiopian Intellectual Property Office)在2003年四月成立，在此之前，
該政府把負責智慧財產的部門(專利、商標、著作權)分別交由不同部
門管理。政府授權EIPO足夠且必要的權利去指揮並執行智慧財產的政
策，隨後EIPO便規劃出一目標明確的三年策略性計畫。
此計劃的範圍從達到經濟上的自給自足到在衣索比亞建立著作權的
集體管理機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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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2005 年部分
年份/月份 2005年1月、2月
章節/頁數 ESTABLISHING IP INSTITUTIONS IN THE LEAST DEVELOPED
COUNTRIES (Part IV)
P.15
內容摘要
技術合作為一種幫助LDCs(最不發達國家)加速並應用他們所選擇的
發展程序方法，WIPO一向視幫助LDCs建立IP機構以及系統為該組織
在計畫及預算文件(organization’s Program and Budget document)中的
核心目標之一，並視各國的需要而為他們量身制定合適的方法。在
2004年5月於布魯塞爾(比利時首都) 針對LDCs招開的第三屆聯合國
研討會中，參加的會員國同意WIPO的發展合作計劃應該在10年內針
對以下五個主要議題呈現出具體的成果：
1. 資訊科技(IT)
2. 著作權以及其相關權利的集體管理
3. 人力資源發展
4. 遺傳資源(Genetic Resources)、傳統知識以及民俗
5. 中小型企業(SMEs)

在partII中已描述了在馬拉威以及貝南建立集體管理代理機構的進
展，這項正在進行的計畫是跟隨前幾年在查德、奎亞納比索、莫三比
克以及坦尚尼亞建立集體管理機制的計劃。WIPO的LDCs部門也非常
積極的在這些最不發達國家致力於大學產業合作以及建立專利資訊
中心。中小企業部門執行體認計畫以適合中小企業對於智慧財產相關
方面的需要。
年份/月份 2005年5月、6月
章節/頁數 ARGENTINA’S FLOURISHING FILM INDUSTRY
p.23
內容摘要
WIPO2005年四月在布宜諾斯艾利斯(阿根廷首都)與國家電影與視聽
藝術機構INCAA (National Institute of Cinema and Audiovisual Arts)以
及 西 班 牙 視 聽 作 品 創 作 者 權 利 集 體 管 理 機 制 EGEDA (Spanish
Collective Management Society for the Rights of Audiovisual Producers)
舉 辦 一 標 題 為 “Audiovisual works: their creation, production and
exploitation.”的研討會，協辦單位尚有來自阿根廷、西班牙及拉丁美洲
的政府和非政府組織。會議的目的是希望基於著作權可作為創造力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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報酬、著作權為靠近知識以及娛樂的通道、著作權能強化文化的多樣
性等願景，來找出積極有效的方法來管理這些創作者的視聽作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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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三

世界智慧財產組織建立著作權

集體管理機制工作計畫表模型

(Model Work Plan for the Setting-up of a Copyright Society)
月份

經理人

理事會

大會

作家與出版者

1月

•人員任職
•基本訓練

2月

•協會內容草稿：
-章程與條例訂定
-會員條款
-定義工作內容
-作者手冊

3月

•通知函名單
•暫時性理事會批
-國際藝創家聯會
准內容:
-姊妹協會
-章程
-作者協會
-會員條款
-使用者協會
•準備擬寫電台及
電視台收費表(統
計數據...等等)

•寄發通知函

4月

• 官 方 廣 播 組 織 的 •徵求官方廣播組 •寄發邀請函
收費表草稿擬定
織收費表同意

•召開國家性研
討會

5月

•寄發邀請參加大
會

6月

• 開 始 與 官 方 廣 播 •進行理事會選舉
組織就收費表進
行協商

7月

•開始會員相關活
動
•接受國際藝創家
聯會申請
•對姊妹協會寄發
相互授權的邀請
函
•與官方廣播組織

•大會批准
-章程
-會員條款
•理事會選舉
•開始會員相關
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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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收費表進行協
商

月份

國際藝創家聯會
姊妹協會

使用者

工作人員

1月

•管理者的基本
訓練

2月
3月

WIPO

•雇用秘書
•寄發通知函

•寄發通知函

4月

•收集、整理及
校對作家的通
訊地址
•刊印並發表章
程
•雇用一名文書
組長

5月

•對文書組長進 •招開國家性研
行基礎訓練
討會以及對文
書組長進行基
礎訓練

6月

•開始與官方廣播 •購入一項資料 •供應一台 PC
組織就收費表進
庫軟體
•供應並且架設
行協商
資料庫的軟體

7月

•

月份

管理人

8月

•草擬分配規則
•社會福利的提案
•與官方廣播組織

補
充
IPI,WWL/WID 文
件
•申請成為國際藝
創家聯會會員
• 對 姊 妹 協 會 寄 發 •與官方廣播組織
相互授權的邀請
就收費表進行協
函
商

理事會

大會

作家與出版者
•開始簽訂會員
合約
•開始定義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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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收費表進行協
商

內容

9月

• 與 官 方 廣 播 組 織 •取得同意
確定收費方法
-官方廣播組織收
•準備擬定飯店、餐
費表
廳 與 私 人 廣 播 組 -發布規則
織的收費方法
-社會福利的提案

10月

•草擬飯店、餐廳與
私人廣播組織的
收費表
•合約的草稿
•新聞稿

11月

•內部組織細節

•新聞稿
•取得同意
-飯店、餐廳與私
人廣播組織的收
費方法草稿
-與官方廣播組
織訂約

12月

•與飯店、餐廳與私
人廣播組織進行
收費方法協商

13月

•與飯店、餐廳與私
人廣播組織進行
收費方法協商
•草擬年報、結餘

14月

•與飯店、餐廳與私 •取得同意
人廣播組織進行
-年報
收費方法協商
-結餘
•邀請參與第二次
大會

月份
8月

國際藝創家聯會
姊妹協會

•開始會員相關
活動
•邀請

使用者

工作人員

•與官方廣播組織
就收費表進行協
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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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IPO

9月

10月

• 與 官 方 廣 播 組 織 •建立資料庫
就收費方法取得
-作家
共識
-出版者
-著作
•發表官方廣播
組織的收費表
•新聞稿

•裝置軟體
•為協會裝置軟
•一台 PC
體
•雇用一名授權 •供應一台 PC
部部長以及一
名分配部部長

11月

12月

•授權部部長以 •對協會的授權
及分配部部長
部部長以及分
進行基礎訓練
配部部長施行
基礎訓練
•第一次 IPI 文件 •開始與飯店、餐廳 •第一次 IPI 文
資料發送
與私人廣播組織
件資料發送
就 收 費 表 進 行 協 •雇用一名財政
商
部長、分配部
•與官方廣播組織
官員
訂約

13月

•與飯店、餐廳與私 •收集、整理及
人廣播組織就收
校對飯店、餐
費表繼續進行協
廳與私人廣播
商
組織通訊地址 •對協會的財政
• 開 始 對 官 方 廣 播 •財政部長進行
部長施行基礎
組織收取權利金
基礎訓練
訓練

14月

•與飯店、餐廳與私 •處理官方廣播
人廣播組織就收
組織的使用清
費表繼續進行協
單
商
•官方廣播組織傳
送使用清單

月份

管理人

15月

•取得飯店與私
人廣播組織的
收費同意
•草擬飯店、餐廳

理事會

大會
•第二次大會批
准：:
-年報
-結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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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家與出版者

與私人廣播組織
合約
16月

•新聞稿

17月

•與表演者協會連
絡，釐清表演著
作清單的問題
•準備擬定其他組
織的收費標準:
-電影業者
-演唱會業者
-唱片製作者

18月

•促生研討會以發

•展示第一季官

表第一次分配的
成果
•草擬收費表
-電影業者
-演唱會業者
-唱片製作者

方廣播組織帳
單及款項

•取得同意
-飯店、餐廳與私人
廣播組織收費表

•新聞稿

19月

•新聞稿

20月

•開始與電影業
者、演唱會業者
與唱片製作者就
收費表進行協商

21月

•繼續與電影業
者、演唱會業者
與唱片製作者就
收費表進行協商

月份

國際藝創家聯會
姊妹協會

15月

•IPI 文件資料傳 •取得飯店、餐廳與私 •IPI 文件資料傳送
送
人廣播組織的收費
同意

•取得收費表同意
-電影業
-演唱會業
-唱片製作業

•新聞稿

•展示第二季官
方廣播組織帳
單及款項

使用者

工作人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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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IPO

16月

•新聞稿

17月

•新聞稿

•最後官方廣播組織
第一季使用清單確
認
•雇用一名授權部官
員

•開始聯絡飯店、餐廳 •公佈飯店、餐廳與私
與私人廣播組織簽
人廣播組織的收費
訂合約
標準
•第一季官方廣播組
織分部活動

18月

•展示第一季官
方廣播組織帳
單及款項
•IPI 文件資料發
送

19月

•新聞稿

•處理第一季官方廣
播組織帳單及款項
•IPI 文件資料發送
•雇用一名分配部官
員
•開始對飯店、餐廳與 •最後官方廣播組織
私人廣播組織收取
第二季使用清單確
權利金
認
•供應協
•添購一台 PC
會 一 台
PC

20月

•開始與電影業者、演 •統計第二季官方廣
唱會業者與唱片製
播組織發布活動
作者就收費表進行 •開始處理飯店、餐廳
協商
業者及私人廣播組
•飯店、餐廳業者及私
織的使用清單
人廣播組織開始送
出使用清單

21月

•展示第二季官 •與電影業者、演唱會 •處理第二季官方廣
方廣播組織帳
業者與唱片製作者
播組織帳單及款項
單及款項
就收費表進行協商
•傳送 IPI 及 WID 資
•傳送IPI及WID
料
資料

月份

管理人

22月

•與電影業者、演唱
會業者與唱片製
作者就收費表取
得同意

理事會

大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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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家與出版者

23月

•取得收費表同意
-電影業
-演唱會業
-唱片製作業

24月

•發布新聞稿

25月

•草擬年報、結餘

26月

•邀請第三次大會

•新聞稿
•官方廣播組織
第三季帳單及
款項
•取得理事會同意
-年報
-結餘

27月

•邀請函

•第三次大會批 •帳單及款項
准：
-上半年飯店、餐
-年報
-結餘

月份

國際藝創家聯會
姊妹協會

22月

使用者

工作人員

•與電影業者、演唱會
業者與唱片製作者
就收費表取得同意

23月

24月

廳及私人廣播
組織
-第四季官方廣
播組織

•收集、整理及校對電
影業者、演唱會業者
以及唱片製作者的
聯絡地址
•官方廣播組織第三
季分配活動
•新聞稿
•官方廣播組織

•官方廣播組織第三
季帳單及款項

第三季帳單及
款項
•IPI 文件資料發

•IPI 文件資料發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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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IPO

送
25月

•開始對全部的電影 •最後整理飯店、餐廳
業者、演唱會業者與
以及私人廣播組織
唱片製作者收取權
的第一個半年使用
利金
清單

26月

•進行分配活動
-上半年飯店、餐廳及
私人廣播組織
-第四季官方廣播組
織

27月

•帳單及款項
-上半年飯店、餐
廳及私人廣播
組織

•帳單及款項
-上半年飯店、餐廳及
私人廣播組織
-第四季官方廣播組

-第四季官方廣
播組織
•IPI 文件資料發
送

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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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四 The Setting-up of New Copyright Societi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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