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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共出借撥計畫之本質與價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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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l 

Slocks, litles. loan eSlimates 個d .'個IS nmke the pay耐nl of Public Lending 

Ri吵t ， plus with Ihe hybrid system of es桐matcs menl酬00. PLR is growing but n呻E

comp1icated than ever. Ne喃喃eleS5. some of the r“3個， focωIl Ylncmg p(知ple of 

r伺lizing PLR are c酬。叩划 To be sure. the I'LR-relaled issues 師 fu l1 of the 

academic value 、岫jle govcmmenl. lib!"3.J吼叫thor 間der. and bookshop working 

ωg耐心叫onal COIT血tion. PLR…。=……
designed policy. The case of the UK PLR has been in甘甜uced and given a meaningfuJ 

thinkingωU地Th，戶:>sl!I ve at闊別自 ofl枷當y IOWaJ甘 PLR syslem and lhe emphasis 

。n lhe re 叫個ship between publishing markel 個d librarγ 缸'e of 且m戶"個 ce. Non 

book maleria] and digital information are also the fUlure of PLR implemenl. T:剖wan's

PLR syslem and paymenl , ifωbe employed , should simply beg叫 with and be 

nxogniud as a cuhure 冊licy 10 evade Ihe diffiαJhies of imπ，edia叫y revising the 

ωpyri gl1t or 個her nal的n剖開 c “ 
Keyword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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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Jíj 莒

法律所賦予的企共出惜{倍(Public Lending Righl , PL則是4勵學圖曹單其他蟬

關資料著作物經由圖莒館開抽出{昔站民泉，可能造成按著作物於市喝上之抽

由E揖少?因而男由政府經費撥什站出惜著作物的著作惜λ之一種衍生假

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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設﹒晶宮之， PLR 計噩是著作祖相關悟和l人恨鐵圖曹館館矗立國曹蟬冊資料

出{甘于讀者後，量鹽誼之惜利前1個金蠅酬制度﹒就一個認間，此情利主團屬

身封乍家揖俏，但所屬出版商以及組輯者 翻捕者、插圖捕者和攝影者街時也

主張應分享同等惜益﹒究竟PLR 相關憎盎丑於何人，實則因國家而且﹒就一

扭詢意而宮，出借(1cnding)通常是指借出園里空前的舍範圍之夕M句閱讀使用，然

而在師閉式的圖曹館閱覽頓jJl下 ，館內閱覽卻相對的古無估算之對策﹒而公

共{public)通常是指利用公共圖會峙的讀者陸本畔，但此名詞司可適用於開扭

住之大接使用行為上，亦即逆胡於任何圖暫館所服醋的詢者請士群﹒

PLR !N;會在 1世0 年提出佳，主令巴有八十年的歷史 ， 由於PLR 寶:草原則

主要是諒自國家對自l 乍者的一種福利世獎勵措施， I的或有開朗國家特有主化

等之企圖， 1ê. PLR 制度運作之前提皆必須同時兼且文化、法伸與社會三者之

位平正鞋。自 1946年丹麥成為第→固實施公共出惜愴的國家以來 ，截至2曲0

年底共計有 16個國家，實施7國宙之 PLR 串恨﹒ 遣些國家分別為丹觀1946) 、

挪闢(1947) 瑞典(1954) 、耳聞(1963) 、冰島(1967) 荷聞( 1972) 組西蘭

(1973) 、德國(1973) 、團岫 1 974/1985)(位吋、英毆1 97911982)( 位二) 加拿大

(1986) 、以色尹伯 987) 、奧地利(1 993) -帖陵Illl( 1993) ，及法羅群島{Faroe

Islands)(社司與希臘等國 ﹒另外 ，德克和斯福雄尼亞($lovcnia)於 1990年代中

翔實施PLR 侖懼，但值及胎俾祝國注音資料而不但括會繭，主四) .而法國及其它

若干斑敵新興國家如 斯洛快克:(Slovaki吋、立陶宛.(Lithuania) 、童扭，尼亞

(ESlOnia)與拉脫維亞Latvia)等皆正積極富專制中。上述各國之PLR 制度除7基

本法規纜車不同之外，割圍在實際的執行措施面也且極大差異﹒

二 、 知難行品的PLR

PLR 執行方式因各囡囡晴才明而有顧著蓋其﹒一幢較曹遁的 PLR kllf貫盒

頓計算標蟻，主要以團會館館藏之借閱惜涉Woan) 、館臨冊酷扭扭k) ，正館藏

續數(title)等三曲芳法擇一或混古多項採計之，阻而，尚有另一種以首歌人閉

目青年度補助款:(grants and $ubsidies)的方式結付之﹒位共出m繼除7在楠恤金計

算方式有所不同外 ， 對於fiX.接按補助的作者，各國皆有不同r用'jlJOl!l明恃確

認，常且的確認!II明釘以下幾極作者國錯或正式居住地補償惜和l之蟬撞

開揖承嵐定著作之著作植歸屬著作之額則屬性、著作悔之E單崗誠與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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則適用之補償年間﹒起就各他1太現簡單列舉稅1月蚵下

H以圖﹒麗的唱團次扭曲搗值揖 ﹒主力比方式計算者E由苦無論位共出借槽

的理輸單健為何，企共出借槽的計算乃是故睡時開重量刑在圖書館植使用的情

形，而最重要的便是計算巴監記位共出借惜賀峙的團曾在法令規定期他~0J扭

團會館植出惜的主監﹒此法之踩行國家中以英國最為與型﹒在位共圖自餌，

大部分的國暫可能每一年至少會植出的一扭，較量歡迎阱圳、說，甚至高連點

l戶次﹒此種計算方式需要處理非常大賣會的借閱記錯，而如同售市輯鋪排行情

妞，汗至成圖曹館讀者最常借閱之前措排行﹒掛冊，不同飯型的圖曹(開個文學

頓(ficlion)興非文學哲Knon-fiction)圖書勢，敢不同身份的讀者將可能影響圖曹借

閱期間，而閉眼的是短可能量多響圖再往返借閱車轉手他λIff間之頤繁興哥，

而尤甚者則是無法評估闡曹肚圖曹帕內世使用之狀況，則仕種種都Ef且且相

關 PLR 植益λ楠恤金額之多寡﹒在尚未實施圖曹館自動化時的 1970 年代;;I(ll!

早，此方武確有其人工運作執行土之麻煩，但在國會館早巴全面自動化的今

日，此方式應報實施之因暉 ，

t且1111.館館萬冊置到即盡所有哩本觀)曲調低攝 ﹒此方式乃為獨捕前述以

1甘擱在數無出古理有制揖糊內使用情形];<(，自唱團限制的缺點 ， 踩每年計算

;);合於 PLR 組範之圖再於幽暫的蒐盟總冊數。在此方式之下 ，罕用自興較常

被借閱的暫的地位常是相同的現鬥領揖作品的作家興過倍輔胡作家的PLR

i&入也冒T能相等〈位五) .紐西關興祖洲等國家皆揖此設計原則﹒當PLR的橘益

保障申快酷其作品為團曹餌"收晶的體置情缸，故在形式上可圖丑聞單式瀏覽

之現實借閱槽限與祖本所產生的多重借閱奪之問題﹒

曰以阻聶...呂團組計E ﹒此肯出亦為克Ri團會借閱制度之本身間

制，但與第(二~li相輯，更厲於骨頭式平等的計算ñ式﹒其以真正直圈乎?曲採

闊的國霄，不論裡本冊數而環視會極為個體作單-!十耳﹒除加重拉大(>主均純粹

執行蛇制外 其他國家目前並不多見。就理輸而霄，當懂懂滴IlIJ自團為計算

撩撥時，臨鼎也忽略7圖暫的祖本點是因讀者需求而創造供輯之事實﹒遺祖

方式造成對於特輯領J;Ii作品U之小眾作家與大東輯胡啟作家惘同的 PLR 收λ ，

它用頤7絕大部分的 PLR 祖益人可但是PLR 植盎人所撞得的liIìf質盒金額都不

大。形式意接與開神更遠大於實質﹒

間組盒式.t買低攝﹒此類型對上述數種可能方軍于，此兼容併.111 乃對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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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甜實輔收視而予考量和設計﹒伊l個瑞典〈亂的攝原先立採計位共或學校圖

曹館借閱草酸友(by IOan5) ，再於 1957 年起增列參考閑置~reference copi的)揖採

針對象。Y Slock) ， 而立因為考慮到其公共圖書館館酷仍有聽輛出{甘甜學前教

育機f，\);pre-primary sc岫01) ， 可能直生第二手出估扭曲.ndary loans)t育觀，故於

1986年間站牌位共圖自甜甜甜圖書悉數克揖作三'i!:.借閱 ，顫抖計算之(即為

stock with loans 方式}﹒而立自 1994 年超，針對「米外惜之館內閱讀行為j 闡

{喃自慣設計 ， 其7守法是各位共或學扭圓型3個所雇主之借閱廿Hm)主敵之揖古與

某固定係f<(個 1993 年該保做為1.01 。 而 1997 年則為 1.02)相多起 ，揖m吉得

囡圖自組開揖式跟現下 ，采經過{ilß眉宇揖所產生之館內(出{白閱讀攻自世﹒立甜

德國PLR 之制度，則先參酌最近三年圖自甜借閱情祝n出結付之等組 ， 再就

由各種類作為計算原則{祉，可﹒真款智t站H對象是按作者之本名單簽名桔付

之。

圍以申E青梅要件而臨予PLR檀屆人不等額之補助款 ﹒此方式通常被服極

視為國家立化睦矗立配套措施， 1耳戚與芬蘭可的實施國家之代表 ﹒挪威由該

國古描之PLR 抽益λ臨睡圖會館館臨冊數來向各相關基金會(~蚓 作家華金

會)申喃獎勵裕叫J顱 ， 而且盒會所睡之政府補助統籌款悶'7分配于申請者立

抖，尚且但合基金會提輔開輯、計盟~興陶請人之腹背誦，主相.'"於芬闡則

特別對於揮且主'~~國藝兩個{宙之作品ßlj作者 ， 或自在實亟恃救濟者做為其主要

.1叫l對象，每年端視中甜苦之具體'"賞和際件而自國家結于不同盒顯獎勵單

幫凶') ， 所鹽盒額不懂有極大差距 ，績優革必要時也可能持揖撞得當年度或多

年宜之獎勵與僻山'} .道些幫助歡仍的同他團PLR 一轍 ，被視為圈曹館免.!!I山

(甘甜痛而採咀之補償手設，並且明曲地當成政府的文化血績之項﹒

綜合 rJJf攪在4作法的 PLR .在正式成兩國家制度帥，~等;!，盟力於尋求強

而省力的盟攝來說月巨大眾主持PLR 告肛宜，而往往獨要憑醋的便是眼間溫睡輔

貼切的岫~.研究PLR 議題盯甚名單者Thomas Stavc( 1 981)(社竹就曾引述各

作家John Fowlcs於 1971 年的扭過，主十-)

甜苦憫人每貫一本司，但有同樣的"本奮起市公共圖書館敵進作為他聞之間 ﹒ 山每本

弘人所照;l&-終將為見六個人所~揖﹒每所公民圓圓喬紅盟有的續本也被汰窗前，也會

遇到 I:ü他.，~ ﹒ 如果再重新且是訂編緝即將再多出60 位.，'" 因此 每費 12 本

茵峙， tt~形成難附六位概也詞110收到一4分敝悅 值-M<有"曲(\l.l'!苦卻只獲 I~} 1 ]份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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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omas Slavc 們還明哥|註亦鷗圍內學者時宜ffi 199 I )( ii.:-t司所引用，可

見此明數值. er耐性研數+年，仍非常引人屬目也且相當的說服力﹒鼎而，

單肅的自l組竟是酷伽可形成興依據卻恆不可考﹒司1實上， John Fowlcs於E草原

文中並未提出任何賀科世撞來激之說明，但由於此，拉圖於表袋上呈現頗高的

說融力，且可使人認同問題的迫切性，因此即使克祖隨叫卻也令學者多15引

述而融J!!對開個考究輯:哩的堅持﹒上述數臨之取得應該堅能先判斷圖曹市喵

之眸益分頭捕盟↑脅說. 1說握各知會甜甜直通峙的醋，當比車''/1斷圖暫間買主

是否且正且各1阻函1'1曲也之大串﹒ H廂，其背後龐大興組雅之因繁捕艦惜徵

刮預估。讀書如I 團們館t1i憫圖門的管道多樣 有時班是避過國曹經銷商 ， 也

遭遇出眼間 ， 卻連不但括其它各間投標2震耳E弘人前曹甘迫 ﹒ 回廣1 1 999年台閹

圖暫帕採間在出版關閉的過路中所佔甜的幫iJ:t!li{iIifII.73制約8.87 億台楠，

恤略高酷網間間曹(0.90%) ，而遠恆齡層中盤/經捕圖通峙的37.4制教十三) • 

過糟的E歡歡蟬調查甜告中也並笨重麗滑中館經捕關與國會甜之買回關{系恤

n求同肘客觀之曲，同樣必須針對圍略僻甜甜之惜!織合間內卅樣本作實輯設

計 ﹒以來分昕解冊 ， 研究結果償使可且倍膛，但由於問路幢閉本身圍住差異

曲1大﹒研究(f.)外在前宜仍將備空間接﹒百元 1998 年吳國政府之國科伯與賣vl

費且會(Lib 洹ry and lnformalion Commission)宙就三所位共茵茵制作扑丈卑斯國

暫借閱，.直，在4曲個查訪者中﹒體現有200色的讀者會將所1世間立國宮博側他

λ，(li.+四) .唯有如此才算IUI接解釋7 John Fowles的眉法﹒

團會館的m個服務本質是否能影響自店或出版最土的閣官，台北市立國會

帕體間之統計幢幢或許蟬示7迫項制設 ﹒ 揖北市圖85 年IJ!市民怕會體計

6， 175 ，6991冊氓，固抖:~.l全市人口不分年齡揖揮下，市民平均每年每人才的2.3

准 ， 但懂得壘，用圖符甜資醋的家庭每年甜可惜再過于冊 剖開〈中國時報》

民團86年4 月3 日文班禪!llI!' r提倡會替，一戶 本家眩估計誼全家偕們上

千本 ， 一年省下十綾萬 J (1主十 Ã)' 值管風fS上述團會前國吧?出俏，由擴之輯

縛，不可能也無法拉明問闊的數量將直接導致白布胡也量的虧個然而遭

則輔導足令出胺單看份外敏感並克瞞哇!像空!前r. 團替自版界輿圖會側的棚係

究竟是相E冊且還直把l.Jli圈，顯明有持探氣和嵐清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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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PLR之研究價值

文獻是個識~經艷的紀蟬，亦是都件體展的歷史版軸 .ljl依圖曹資訊睡

之研究工具L1SA 資料庫之資料收鎖期限為1969 年至 ' 998 年) • fl!巴扭現PLR

踏圈之研究文獻數量在 1970年代呈現問峙，直觀近IIH年東PLR相關論題之

體衰，傲，量明國攝少.>J<而， PLR 並非覺到漠視， PLR所牽涉到的各項問題早

已隨著 PLR 國家的增加以及非問資料PLR rf.J瞳展團~而日盎團體化 ﹒ 西元

2001 年9 月間扭扭輛吹培拉:(Can恤rra)!!但行PLR 國際會Ul'.l nternational PLR 

Conference) 即已輯是自 1995 年起草隅陌生長所學峭的第四"x歸國...會，將首

重非由賀科PLR之探討﹒

凡』圓型f帕~!出版皆應負起文化與傳擋的輸費，而國家之E車站制度與理是:

也是PLR 施行之重暫且2嗯，因紫 ﹒ 許多 PLR 所隱含的位共興文化政彈研究說

陋，此間過且以說圖宙間員與作者(或出版萄對齡PLR 帽酬f!.，趨之態度與蛇個

作解害 ﹒ 雖熙形成PLR制度的成因可肺結偽善作磁原則、社會曲曲原則，與

文化睦續開 ß!.k: ìi -t的 ﹒ 卿、而，不值祖揖於J:JJ!三早1原則何哪一咽，國曹帕學

者、法樺學者也共曲捕專家典文化界人士縛，皆仍出現觀念E異之吐則

(此十叫 ﹒ 敢府主持文化，輩的直觀~PLR 的一項重要因繁 ﹒ 現行實施PLR 制

度的國家教半跨歐酬的社會福利國家，因隨即使身跨出顧大國的英國 ， 其作

家之雌λ5月明輯也酷→愛國民年平均所得 ﹒ 不可帽 ，國內PLR 計盟的實現

響曲就著作權立輯、立化且資、社會緝私l曲策，乃至社會領全部仍有相當大

的單距 ﹒ 餌而， PLR 計誼之輝對卻輯茁新窟，經由PLR 鵲閻足以認識糾軒在

公平正義與公共利益下 ，所才步亞的圖曹館妞，骨間，軍興其行盟管理，及關係自費

省闌珊哨甜行為 作家(或者作個個值宜人)榴益、何歸屬f.È(蠅釘興借助等問

姐 ﹒

然而!自l閥割J是 當著作憎是f>l陣曹作人憎益，倒障國士會址尖利益與促進

國家主化發展眉目的時 PLR 怯頓歸屬;ZiEr.I性為何?國家的文化目揖能否

在作家的祖利與國由國的合理使用(fair u叫原則下，躍出具體且允官的敵軍作

扁。若從社會政í1!原則來看，理JIHJ'資料植使用的情形來故宮←-f學位碎的分

配圳JJ!但是若世位共國首曲的貪料{甘側向市來看大多.I:).IJ咀帽甜1':1攝

扭轉覺最大﹒而遇也作者本來軌E經世拘捕的甜曲lI\ 1:撞得高壯舉備性輩分iI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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郎網友公共也偕繪制盒之*曾與價值 m 

性作品的收益，再讓他們世PLR撞得總酬，甚哥會造成馬太效益﹒且更禪庸

的影響是羅壘史之額置情小說作者，可能撞得大囂的補助，而在市塌上存活

7下來，甚至如激其大量生產，迪在主化i單蠶的盟軍1:'是否相嗯闡?而若

以限制此顛哥緝的λ聽來管制，則立造成圖曹個實施儉章制度之蟬，遇之間

駭如何槽衡?不鬧出日版品種類|削JHl就已存在既有的兩如「自惜自抖凋性J

(na\urc \o'borrow vs. na\urc \0 own) ? 

寫「小的 J t;增加圖曹館借臂之閱讀完成連JJl:的調侃-c.'唔，雖不至於'"'

揖 但皇宮竟也帶有颺分誼如惟 ﹒ 西元 2000 年度(單 17 句句吳國 PLR 圖自借閱基

本祖國率為每拉伯閱 2 ， 1 8 便士﹒此樟算傘一姐是將政府年度PLR撥拉平均由

PLR缸冊圍情之借閱總數蟬缸，目前以6，000英紛至5 央紡作為PLR 缸冊作者

所鹽幫凶J之上下限，西元2(刷年2月共計撥付桔PLR 作者4，2師，做到0 英掛(盟府

悔款 5，051 ，00。其錯扣除PLR 業務質用845，以lO英鉤所得')( li 十八) .可否能有直

古理的報酬分配標型經令如果不是但協同時有頭型的屬會、作家和圖暫館， PLR 

是否全無公平?當""國將E路分成回顯加以統計成人士學類非文學頗

兒童文學瓶、兒直非文學期，由PLR 所統計出惜'"第→句作者及曹捕，相輔

輛自排行冊上的作者是否會吻合，若干間 ， 立代表何種宜磕 9台間是否存在

卸John Fow!es 所在的閱讀哨扭特性9 台轉地直之圖盟會做尤其各縣市立公共國

暫的)館醋分佈間團會現曹市增之實際盟疊情況如何?在歐美國車，即使傳統

的會結裝岫型式也可能iI)害民軍閱讀習慣興國會醋的收錄。呂定國'f'接替

(papcrback)市場即是一開﹒出版業(輩作輛軍日圓曹館該如何合作?掛葫第三者

角色的消甜苦/讀者的宜訊需求旦分別是甚麼勻詢者開詞習慣會不會因圖會

做草曹店圖翰的性質週異而有所不可。若此種差異存在，重I肚PLR 是否會有

影響 9 心比種種即在探討國科館與曹店間各自揖聽聞自團社gf(即讀者)之手段，

且路由曹諦購買涉λ(purchasing involvem叩 1)行為 ， 以調查分析此兩咱不同社

群間之間崎與情費行為，紹祖曹店排行情與 PLR 曹站(作者)排行榜之相關性研

究 以及由使用者需求之內度，輝索圖間的與自店在經營買時上之差異等

等﹒另一方面則站立法調查{主要為著作懶法、國也做法與其它文化相關牌例。

以~解 PLR 實施峙，所需之法源位據與政府輛行單位之職能丑角色，並就

PLR 圖自紹到你與相翩翩十個體對象) 圖自組流通自動化系統J;/iflË需求、制

臣中之補償蛤付與個估計算悟空拉等相關議題時正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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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的間名度因圍曹館前提升 ， 版稅因圖曹曲而說蠅 ， 此乃圖曹值單單

扭迪之圈欲放所謂「曹香社會」中常見之事實﹒間也是 圖書伯與出版樂是

否是互惠的夥伴關係 9呻說是捕晶式的輯爭者。圖書聞是否會因為「太發撞」

而使暫篇作者聞出服社損失惜重，果真如此，前捏一定種生於質與置之1共桔

面上﹒貴的問題是圖書館提供的分盟輛自至流通RR輔設計之迅速和確實，足

以興售市同步 量的問值在於圖書館阱應之圖書資料體平興奮市當前暫種無

異而大力啞引會店的禍費者﹒質量偵佳的服務是公共圖會館絕對的理想，卻

不是所有圍曹甜可L力量到']I!迫論圍內在臨府推動閱讀活動時 ， 兩植彼;1之

位共圖自館(:;1:其蟬插圖書岫圖書踩憫經費的闢困﹒熱而 ， 數位與虛擬環埋下

的圖曹館、出版界 眉苦三者問之攔係究竟晶何 9 隨著網路科技時代的來

臨，同樺也衍生7 PLR 如何適用於電子出版品等亟待解快之觀題 e

PLR 的學術研究價值便在於褪供圈曹問學界興出版學界逼到奇怪科鹽古之

訴京﹒藉PLR 資訊之比較和探析，足以提快出版界與圖書館情禍瞭解本身經

營團住所相互帶來的街單﹒在商業性質面上，更可由萄園內出版界與圖會館

界之合作宜暉，即為出版事盟與國暫臨之間培饗良好的互動關係國和諧的蚓

龍生產與JJ\J{I也服甜點興﹒

閩 、 1也山之石 英國經驗

西元 1984年英國 PLR路摘要且由PLR Ad叫ory Committee)就甫正式實施

PLR 磕之揖效作評估，結果發現( j生十叫 (-)盡情小說佔PLR 補助作品之首

位 ， 而不是輯晶嚴肅性的，j哩 (二) PLR 的團曹館排行明與市場之平接暫輯捕

前排行悍曹取有擷薯的利司，一些著名作單之作品點盟有50%至60% 的比例

屬於圖曹側的採啊，故 PLR 的賞行確是重誼重大(三)非文學類作者之個人

PLR 收盎並不高個)耳一期圖書之本質並不傾向於做出借﹒諸如昂貴;，;麗的

轉本曹(<0仟"ec-table book) 、薄悶詩盟參考，手冊等 ，此乃為何抵 PLR曲益常為

持人、聶衛作家和家居/烹飪會作家之故(測量會作者之PLR 曲直通常較蟬

超過肚 1 ，000尖紡/年，即使存在不錯的借閱奪﹒但此可能睡因於 PLR頁數之

限制、適用之困盟(阻攔圖者不時間 未具名之曾與作者E亡扭扭H監護小頓

PLR 誼之作者居多，因為許多作家並朱開真全部作品位冊 (包圍作家之作品

少出現於圖自館丹的內 IA)院全未有 PLR 雌益á'Jf信者，其作品可能是非屬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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邱網友公共自僧11情f﹒之本質與個個 '" 
共圖自岫興趣之學1個專門申漏、參考」二且曹、教科醋、太福具某特草地方口

體之哲、情色車怪翼而不為帕員普臨之曹 (到峙附ISBN之早期曹聶佔PLR 眩

冊圖曹之16'也 1 但值為數"島之眩蚓圖書真正植借閱而世PLR 鹽平1I ﹒

作者(現其他PLR 前叫J對象)從PLR 取得冒冒金額之鹽益情況往往是他們

判斷駭制度對自己寫作草草影響程度(t-JI首暉，但是世 PLR 鹽曲之盒頓國個人

寫作之勵岐λ帽軸，其島，控置觀照仍兩位 ﹒ 再以 19盯年英國PLR 甜甜費員

會所作之作者(含翻譯者與插圖捕者)調查厲闕 ， RII體現絕大部分{74'1.之覺動

者)的PLR作者世故制度之撞事1I皆未超出個人1111 字 <&λ的25% 、 38%的堂前i=lf

貝 1111區世 PLR 中鹽14相當於個人經雌入的 1 %-4%軟智1( "i主二竹﹒采來是否街撞來

曲多的血脈社企圖組由與作者之勢的，團明須將作者之PLR咄重回間若干百

站比予出版社 ， 亦是此調宜結果頗值得後蟬觀單之處﹒

實施7近20年的英國PLR 制度 ， 為諱言食閑置軍節流之轍，岫士 1999年在

PLR蹈擱置員會的幫卸下重新揖視駭制度，作成若于建講 ﹒ 其中除7希望政

府將PLR 互盟關臨團及歐妞，亦控融能於短期內完成下列車項祉二一) , (-牌

{臣PLR 作者lI'植的得草構益之年闕，由作者死能70年(同現今之呂定圍著作帽擅

惜自岫規定) ，降為20 年草 25 年 (二暐咱也團會談i.R:PLR 圖自借閱基本撞車車串

之祖力但)腦且1敵府連成將PLR加壓揖且非開賀科〈會光輝)之政單個 PLR 圖

曹曜攪&~共圖書開肉之參考用曹 (fi岫加西元2【朋年敢府PLR 經費預間，連

690耳其歸制嘗試開PLR納λ英國團家彩掛National Lottery)基金之<&益楠

l!IJ!! lf<﹒上述迪熾藺草監酬聯盟的形成 ， 巴闡實阻頓擴大 7PLR制度的圓興

國Ii.~聞研實酬﹒開個 英國自2飢沁年7 月間抽世般由值與西體的互惠側I系

攝展成單個國女盟國家，揖曹之，且歐盟會員國作者之苦{牛肚英國企英國會間

被借閱14:;r PLR之補助款(訟二二.) . 無而，關於非由賀科草彩勢之適用，因政

府考置到街謹PLR制度僅限悍盟國曲作者(writer)之般對胡袋 、 以及數!i多勞基

金宗旨不甚符合 ， 而有所保留之抖，其時各明皆持睡眼其陵之態度﹒英國團

會個協會(Library Association; L的也同樣對止i缸里讀作回應，特別扭'&PLR蠟

大至非售賣料之適用範圍是值帽nM動的，所持觀點娃經由 PLR 之有價制醒 ，

便可以間化7原本團團館賀科授恤程序和揖少申請段描之對象 進而以時jg

按I1使用贊成本之付出 ﹒ 男外， LA 亦鹽且J'LR 團及參考工具暫，但是輯4、軍

能股計出一套恩怨可行的估纜方J:t(ii.:二三) ' !É於其國 PLR 單可度是否正於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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車學術性世之圖曹館， PLR 諮抽簽員會則將其列為揖來2004/5 年之訴求目

揖﹒

五、新契機的束時

H曹作國興，歐位資訊P凶

著作槽JfnlJE車探討作看胸前逐authorshi p)之惱和l 也就睡括7作者與作品

IUI之開I系 ﹒ 著作權的體生並非純熱觀自遺體因槳，而是背後體會即局版捕、

市塌經樹租相當利己主義的自由睡風﹒著作懂法中益關圖書每槽的確立攸關

PLR 之立法案憫值蟬，因為單曲每一次公開闡發都有憎位揖其合法著作植而

撞得過切之甜酬，同理. PLR 右能建立在著作槽的基踏上將E形種固，因馬

其立插在於作省之著作每經由國l'l曲之出肘子ill.tl閱咽，自當自鼓作者取得

其樹純學酬，作者應與作曲家研弩之持過 ﹒

PLR 在 1 992年揖於鹽1持歐盟全面的正式血可，其關睡在於「獸盟出阻瞥

出{甘捕令J ( EU Dircctivc 00 Rcntal and Lcnding, 1 992)(f月圓圓布 . Jt法伸按國作

者(與裂祖者)得以同E農經絕所屬作品之企共出借或出Hl( lendi ng or rental) , 

對於原先便已實施圖會PLR 之歐盟國家，除1Z，胡Jl!.f1I:ti.1思考將PLR 適用於非

巒資料之外，其他I!l曹與變化並不大(祉二四) ﹒ 所I.rl r出租 J T'J惜直接草IUHJ(

經樹上放藺草土利益而峰(共有戚朋間之授憎而冒可相對於此， r出借」則是

非為國撞車1111揖營利﹒而避過公主義使用體情所提供有期阻的使用稱之﹒!l指

令規定會員團惜間平酷暑作惱λ就敲響作之出租車出1世之音酬酬闖京惰，

但允許各會員國前本身文化之但擅自棚，自由訣定專屬公開出(音惜之輯酬，陸

軍相二五) • l/i.民國89年我國現行車封乍憎法並朱眠于著作惱人完矗立「散佈憎J

('主二叫 ， 僅見著作帽法部29 阻所述「著作人軍事有出極其著作之懼利﹒但裂祖

不適用之 ﹒ 」以及第曲臨符合「能量原則」規定之 f合扭著作里，目憫之所有

人，得出祖骸盟製鞠﹒個組百及電腦程式哥哥作之盟製闕，不過用之」 ﹒ 「位聽

聞則 J )(帽『首搜捕值理指J (問問 Sale Doctrine) ﹒指著作物經曲曲買斷後 ，

原著作他人叩E!雙失(或不惜干預}且對昌草原作買單製物所#人之出租惜(行

為)﹒上述恤~表明7我圍著作惱人{矗車有出租槽，而采見其他完整散佈權應

有之出1甘、出曲或單興他λ所有惜之繼平'k'主二的 ﹒ 遺留賈止， r耗盟原則」是

位共圖暫帕制度運作之法律基瞇﹒「純益原則J ~l r融怖憎」必須1iJ~~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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裡且前者亦在於限制後者之適用範圍，以單單位共'"盟(蚓國曹勵農營利

專車(如首相蟬興組曹店)變成非國社二A) .當我國著作懂法(撞出祖祖且適

用「耗醋閉目 IIJ 立且於著作單製枷奇. WJ對於涉及金鐘楠個行闊的PLR 億恆

之推動(不論營利或非睡不IJ之圖暫館) 自然有相當尤之阻力﹒

電子出順品吉普作權M顯然比傳統出眼高更不揖見此「耗盡閉目IIJ 。圖書館

所提酷的數位賀你不論資料.Jill車電子會之取用大都來自資訊問之授槽，雖揖

常且會啡背i5/;往往是限地、限時、間里重並且不惜於轄止古的時以任何型態早留

路賣訊裡本，然而數位資訊的品裡製興昂傳輸特性常令電子出版品，~作幢人

雖以確保恤盎﹒因JJt現行PLR制度之補償金甜計算方式，只有在數位資訊1'<

有傳統哥華制甘閱型態時，方可引用﹒但果真真日止，開史圖串的提慎的數位賣

訊不符實際而攝tJt效能﹒新的PLR 避戲規則將缺定 PLR 的未來 ， 也是無法規

趣的 PLR存攝問題﹒相對扭P*R一柄 ，曾出現試圖緩和開 rL...endi ng J ~司老所

帶來的無酷壓力，以所謂「公共閱讀構J (Public Reading Right; PRR)來詮釋無

關i&抽與法律師E具文化涵變的 rReading J 軍這里(此二九) .當 PRR 之經贊預

算亦來自酷中央政府並以作者為唯一且無法閱讀惜利的何晶對象峙， PRR 名

詞所表遠的閱間概全或許可以更適於未來數位資訊時代的PLR 制/lt.

ι..館與PLR 的租揖

前述 1987 年英國PLR 諮詢委員會之作者調查中，儘管有作者極端地認為

唔唔禍公共圖甜甜免對借閱敢睛，以確實連至IJ PLR 鼓勵作者的目的但也不

是另有作者視英國以借閱攻勵作百十費揮擎的PLR 為古怪的制/lli'主三十) .做為

PLR 權利執行單位的團會館對酷PLR 的看挂究竟阻何弓，實施PLR制度的國家

中，其團會館領睛對於駭制度所持之態度正直面皆但﹒從某輒角度而冒，實

施PLR 國梅女之圖曹軸向來多ýf乎有下多11疑IIl(位三-): 1 國曹甜基扭免費使用

的觀點E對公共出借聞 2 圖書甜甜且蟬'L'公共出借權會增加圖書畫J擇和甜

離規酬的歷 11 ' 3 恤直備置之變相勸展 4 圖曹館經費主持聖刮風骨 5. PLR 

的行政單務加重團會館船員的工作﹒然而上述提盧.，;5將因時代背景與環氓

的不同而有所開園。若換個角度思考團會個問作者之間{系. QII團會簡單上擺

設作者之創作，無睦扭作者提但最久之典輯與宣傳，創作者是否也lii付費輯

圖曹閻令若讀者因為到圖曹開借曹而產生購買賣頤，作家是否該站圖會館廣

告闡效獎金 7置也即駁即使木何名觀卻也是相當沉重之注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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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書個之免甜與祖R(free or fee)政單體展向來都有其歷史背景﹒當「使

用者付費」觀t隨著位共圖告曲之有 '11賣輝與管盟成本之增加而查團目峙 ，

團暫且要求有償O~輯，不論(革是部時車及於全面服醋. f臣也不再令λ軍蚱，

而遺類圖齒的企單化的態興將極為明顯 ， 服輯態度內容興軟硬體前甜苦亦將

成為圖暫帕單展史上的大要聞﹒ rfJl!用者付費」原則是相基於個別利益或成

本之輯償考量，本於位平負惜之間神主張曲府對個λ所倒共迫共勞務之成本

路通過數使用者(即壺益者)回收，而一般性之企共揖輔描置用全體國民之納

扭。 PLR 興「使用者付費」之喃神是有個jffi之處﹒試想如果未來晶1，<握其運

作之竅括性以跑車屬於資訊基髓位共建設的智理需求 ， 因而謹展BOT r迪暐

管理系持學J (Build Opcrate Transfcr)的位共國研制型態 ， 則私人企業化之國盟

，自服務棋式自有講求成事!Jil利潤之考量 ， 而間收仍雄持政府運作的位共圖書

曲同樣須喃求合理反映成本(cost recovcry)之觀念﹒自此不論圖曹前是民營jjI(

位辦皆4、伊是 PLR 所組Ni求的'f.U晨 .;:m前者為甚﹒同理. :w, r稅收J 角度

取思考使用者付扭及PLR制度便不失封一睡前台的可解快方案。

的， 腳棚國會館皆酬倒置與甜頭做糊糊，卻忽略蜘讀者的酬

，可庫 體且行為之關底服解，迎骨，串串響國許館無法有再度地估量本身之服務成妞，

車究竟會付出多少.[，m且' il!1II實也導致圓型}飽無怯提出明暉，教擴佐證來說n~

政府立法. &.'1'取相蝴單位就團體制E矗立充分補助琴協同 亦無由倒楊

PLR 理念﹒同悍的道理是圖目的借閱數接對出版界故作者，亦為施行PLR 的

關鍵﹒遍體的是出版界與團曹飽界對品，他各自知嚕其讀者群的朋會消贊行

為與閱讀/資訊尋求行的，卻都甚少研解值此讀者之:1111賦閑質與共jffi.性，也

思路了兩輛不同屬性之體柵(智利興非骨干1))其實存在車共有的「顧客」﹒同揖

抽求顱存服務帽神，國申甜且可以很快地掌惺到哪些讀者(who)讀哪些暫

(what) ， 但輯者為什麼(why)~作阻止閱讀置擇?屆非營利峙峭的團由岫{的翩

然均有未述，國曹的且似乎祖少將此間組視為團曹聞專聾啞間但出版界即

使對擱者俏貨行昂感到興趣，卻也極少涉單單圖由個內之資訊需家里閱調行

為，因此對於間解讀者賴亞.!!I利用圖曹館的觀賞軒\J;}替代價7JIJ帥，置之消費行

為等，出服界向來自覺頤做點無與且件﹒迺些認知上的缺憾將阻揖雙育就其

所共同服務的前者作更禪層認醋 ， 當毫無任何研究描述足以自宜迫些假設專

間的成立，無形中也值得圓白的位共1II業和女化出版m蟬，失去有許取更合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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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圖書個預算與盟周延立政府文化福利幫助敵策的充分理由與概會 ﹒

若位實施PLR 'JlrJ台闇仍須要解決諮明問妞，並應鼓要能足以提{共若干

數擴叫作為設計和執行之想國 ﹒ 遺盛世蟬的迎立不懂有相於政府之提阱，亦

I尋尋求圍曹船興出版業者之圖自盟共同窗料之監合統計站能克噩其的﹒

六、結論興建錢

醒他國經輯解析施行PLR 之不IJ弊與可行之策略與應用 ， 才足以產生接近

研貫的描述﹒身為失倡議產業的圖曹出版事樂雖然近年來單軸噩展，惟政府相

關文化敢策與配套措施仍廟得不足﹒ 個國家經濟富庶興敢站民主之帥'ï!!

應岫極提昇社會位平與人民個祉 認真思考各團文化體展政憫之可行性﹒同

馬桶雄產第垠且與文化知識保存極為搞爛的圖曹館借制，向來就應該與出

版文化取樂禍福相繫，姑且不諭PLR 能否且以實現於台糟， PLR立論姐在祖

附 圖串館與出版單三者!間所陌生之制度1問題，自有其附加價值，值得三者

共同思考與尋求古作契植 ﹒ 圖們岫在實輯上站必以科學方王懷作甜甜控制

及相關政輔之提訂，撞到良好會彌計評核，以種明PLR :Ji!有益且互幫於盟個

大明境 ， 而更適程的理想則可再做好 PLR 工作之國際溝通與古作 ﹒ 出版者乃

僅次於作者的主~PLR壘益人，經由作軍協會 出版儡觀同單位會)與其它主

化傳播團體的組揖力量來聲慢PLR 制度是必要建徑，然而成為問題主要戰場

的團會聞界之正i!li!態度同是相當盟聾的。燼曹PLR 之經費非取自圖串艙 ， 而

是直愷撞得政府之經費執行處理，但是當 PLR 的推動似乎仍與企共圖曾祖免

費服酬的喃神背道而馳 ， 圖書館界主持PLR 制度的理由正在苦。按盒芽於前

全提到「圖曹曲且有必要去車間有關的體展 ， 和作輩分享他們的思想 ， 因為

不論探取什麼形式，位共出{昔憎必然對圖暫館的經費和服輯有所al曹﹒」

(1t三二)同樣 ， 我們也似乎必須在乎以作華民創造力來湖之出版界的想法﹒作

家協會的健全個能在 PLR 倦4度的椎動上，有極其絕對的盟要性，而絕不懂存

肚著作槽的保體質關閉妞，它同時也要能體明作家們創作雌入的關講，興描

失，以作時爭取實施 PLR 的訴求點 ﹒ 在政府推廣全民閉摺活動並加強圖書館

閱讀推廣活動之際. PLR 誇'J度更必讀強調它與睡個圖書出版市場及圖書館之

間的個E值存闢僻、 ， 而非相互學肘和抽耗宙源，皓海倫甜道庸關(系的自E捕，

才有可能使新制度與既t撞致普遍響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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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閹 PLR 制度的設計總是漸起性的，避開為制定著作情法與實現福利國

家的圈局，而從巨映文仕獎勵方面著手，經由文化敢單白皮臂的il!i生，以積

極改昌盛出版環墟，最轄抽再扭長迪目標上，回避(公共)圖書館法草作憎法、

乃至惜生位共出借槽法﹒或許宮中國大陸、台閣、香港與新為毒草地區圖借出

版之全陳論文市場運漸成9相存，海岫兩岸出版文化與經濟分出絕對體酹峙，

將迫使居於劣骨的一方市塌，以E積極的態度去思考保擅本土作者惜益與本

土文化幢餌， PLR 制度缸焉成為必要作為﹒在道項體展假設上，台曙輯然有

個對較高的可能性淪為劣興﹒目前台閹推行PLR之議尚不成酌，但我們足叫

世PLR所須的各種調查翱+中，鹽阻攔姻問甜頭榮與陣岫文化出版車業的

概會，短期而宮，此曹義將遍大於實質 PLR 制度的過說門歪扭制定該法﹒

附設

重主- 澳洲於 1974 年即已開胎賀他PLR 惟Pub]κ Lending Right Act於 1985 始

正式洒遍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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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受作者誰冊﹒正式貪施PLR I十噩﹒第-~PLR補償金於 19但年發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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