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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間的年代組印關出現後 ， 文件的問製變得簡單‘迅連且f盧志揖暉，

許多融ff且政府體關 工商團體等位開場所，甚至家陸胡酒巴扭袒印間，隨處

可且，迅!用極為普遍。 一本相術苦作甚至只要以十分之一的價錢即可搜叩一

的 大量裡印還有折扣可e墊付'i-) 0 這樣的體展是w刷史土一大進步，也為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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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雅望 他印重製權仲介團糟之授悔使用與措手IJ金分~I.Q式 '" 
如文明的神描行為帶來幢大的便利﹒但相對的，對著作惜λ而言則將造成甚

大的個失，很接調查估計，每年全球有三千億頁的祖叩盟(ìi二) ，是過巨著(字

機法的，若每巨以0.05美元計算，對著作惜人而言，包括作者及出版商，將

;8: 150 億美元的巨糊的失糾正三尸

在今日社會多元itlilll>情形下，利用他人著作已成為生活中無可避免立

:“'而著作惜λ根本無法以一己之內於全球各I直取蹄甘苦其著作槽的行為

盟與所有欲利用其著 ft之使用者一一軍n授憎型的 因此若想要有效地解決

未經授惜的不古法祖盟問題，唯一途徑是通過「著ft惜仲介間開 j ，以揖古管

理方式，代著作袖人進行按惜談判 監甘利用、曲取及分配權利盒、打擊俊

惜行為等工作(拉回尸而著作情fJjl介團體中以管理慢印植為主之團體，通常稱

之為祖f.n重製liI仲介團體(reproduclion rights organiZ3!ion. RRQ) • 

我國「著作情仲介間體恤例」於民國"年 10月 9 日經立法院完成三諦，

於 II 月 5 日經體統位布磕施行 ， 但在社會上並來引起大多的關注 ，雖然， 目

前我國音聽著作憎收扭睏體林立進行類似著作授憎利用業研(包五) ，但仍未

有極叩盟製惜仲介團體的成立﹒本主參考西方國軍經驗，針對世印重觀惜{中

介團體的主要工作 授惜使用與權利企分配模式加以討論，敢有助於我國

成立組印盟製惜仲介團體Rdlli作之苦參考。

二 、著作植仲介團體

在對種印軍製楠團體作進一g;探討之前，應先對著作惜仲介團體有基本

的認識與間解﹒

←旭源與撞農

著作權仲介團體最胡源自於音樂著作惜團體﹒在 19世紀中車?法國一些

作曲家旦出版商體覺其音樂曹作雖然數量繁多，卻輯週{也λ使用，且無挂一

一揖惜草追蹤其著作做位!用植出之情形，自覺權益查組，因此於 1850年成立

音樂著 fn抽啦扭團體「音樂作詞軍及作曲靠中央代理機構 J (Agence centrale 

des auteurs et cOmpOSileUrS de musique) .為世界上措 個著作惜仲介團體

廿五六) ，肚鷗體即目前仍在運作的「音樂著作作詞作曲軍協會 J (Société des 

auteurs. compositeurs et éditeurs de mu刷q'ιSACEM)前身(1.主七}﹒

肚瞌各國成立的類似團體，較著名的個「其國作曲車、作車旦出版商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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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 J (American Society of Composers, Authors , and Publishe悶 ASCA的、「日本

音睡著作權協會 J (1apanese Society for Rights of Authors , Composers and 

Publishers , JASRAC)、德國的「音體葫出惜及機器盟製植團開 J (Gesellschaft 

fur musikalische Aufführungs-und mechanische vervielràltigungsrechte , GEMA) 

等﹒

隨著音樂苦作在團際問大盟疏通興利用，各國之苦作惜仲介闡粗鄙體會

到相互合作勢在必行，個著(乍代智、構和l童般廠及分配、資料史積(如各團體

所甘理著作之目錄) ，因此在 1926年，結合各國 l'個音睡著作表揖惜f'l'介團

體 ， 於怯國巴盟成立國際作東亞作曲軍聯合會(Conférdération I nlerτlationale d的

Sociét臼 d' Auteurs et Composileurs, CISACXll八) ，為國際著作權仲介圓潤聯盟

之先驅﹒

著ftl撞仲介團體初期體展蟬以音揖著作為主，其他頭型著作實際上也有

相同的需要，尤其由胎印刷接關之進步，祖叩重型需求大增，為解抉著作惜

λ興使用者nJ!授構使用的問題，陸來便有裡印重製植仲介團體的出現﹒

1960年代左右，瑞典的戰師對肚圖書、輯醋、期刊及其他融學實料，裡

♂立 印需求日遍增加，著作權值規定之古理使用範圍已無法滿足需求，使得非法

裡印何為氾檻(祉九}在瑞典政府、出版商及作家團體的古作之下， 1973年成

立7第一個祖印重自惜仲介團體 BONUS(l主十 1 . 此佳，其他國軍相繼成立，

如Copyright Clearance Center(華國)、 Copyright Licensing Agency(其國)、

COPY-DAN(丹麥)、 VG Wo叫德國)、 KOPI NOR(揮威)、 KOPIOSTO(芬蘭)、

Copy討ght Agency Limited(澳酬)等﹒

1980年代初期 ，國際裡印盟製惜仲介團體聯盟(Intemational Federation for 

Reprod 口的n Rights Org血泊tions， IFRRO)情l抽運作，致力於推動各國團印盟製

惜仲介團體之合作，創站立初個有 12個團即重製惱仲介團體加λ(已十一) ，體

且至今巴增為34個，遍佈全球 32 個團;>i<社十二) 此外，亦有許多由印噩製

憐仲介團體正在籌備成立的階段﹒

仁目的興功能

著作惜仲介剛鴨存在之目前，保因著作植大量而廣單地使用，個別的著

作人單著作情人無法符合經濟姐盎的控制、監督其著作植利用之情況，以及

岐取使用報酬，因此遭遇盤古管理方式成立仲介團體，以最經濟之肯式代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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務雅雙削印撞到惱仲介間總之授1I使用與惱和l金分配做式

著作抽λ行使備利﹒因虹著作惜仲介團體的主要功能為(i.主十五)

1.1農攬著作種人之權利

423 

著作揖仲介團體聘請各前睡之單單人且，甜由國憫之力量 ， 為著作權人

行使權利，即代替著作惜λ與利用人訂立授惜利用之盟約， I~為祖lÑ與分配

使用惜不1)壺，並I~為探直未經授惜而擅自利用之情形，及起訴請求賠價等耶

宜，使著作惜λ可確實主享有法律之保障(註十四}﹒

2 推廣著作之利用

著作情仲介團體的成立，對著作利用提供暢通的管道，讀使用者能順利

地取得使用他λ著作立搜捕，並可誡少因利用著作所哥|體立法傳糾甜 ， 但使

社會大單單肚使用他人著作，而著作本身亦可讀r~其最大姐誼﹒

3 使進主化鍾濟之發展

成立仲介團體將可使利用人合法且方便地利用侵權之著作，不論自此體

展出更好的創作，單懂單純地使用，皆對社會主化、經濟秩序之維持及智麗

有所幫助 就著作權λ而言， 15由團體之力行催著作財產槽 ，將可全心世!Jl

jjl)作，而所撞得之咱不1)金收益，更可改善創作項扭，間接提高創作品質，進

而但進社會體體文化經濟的體展﹒

4 但進國際主化之交流

網路科技的車勃體展，加速國際!自1資訊空班，使用外國人之著作，勢所

難聾，本國λ之著作為外國人所利用情形亦是如此 Iit時若有本國之著作揖

仲介團體與外國類似之團體訂立IUI!協定 'Ii相代為管理其著作在該國之授

惜，不但本國著作植人之權利於國外可撞得保護，外國著作植λ之權利在本

閣;J)、能覺到置善保護，詣由國憫間之古作，連到國際文化交臨的目的﹒

~型

各國著作權仲介團體依著作惜人扭惜其管理之程度，由小畫大，可區分

為五甜頭型(益十五) • 

1 代建管理制

所都代理管理制(Agency-Collective Org帥，且tion)是著作權人對Iß其作品仍

悍有聶犬的自主惜，而著作權仲介國憫聶主要的功能，在肚做為著作植λ與

利用人聯繫的管道，便Iß哩方進-t步的授權與使用﹒至肚利用λ使用情形之

控智(monîtoring) .使用構和i章之收取及計算等均由著作權人與利用人哩7可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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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國論自T定﹒換言之，著作惜仲介團總值扮演I~為聯繫的角色，法國的

Sociélé des Auteurs et Compositeurs Dramatiques(SACD) 、 1m傘大 Canadian

Musical Reproduclion Ri ghts Agency Ltd.(CMRRA) ，亞美國 Harry Fox 

Agency(HFA)都証1比方式他十叫﹒

2 集合投權制

單音授檀制(Collective Licensing Organizations)之仲介固體，是由著作憧

λ將其著作的特定憎利，要由仲介團體執行揖槽，著作惜λ不參與授權活

動﹒在此制度之下，不論踩棍恬揖惜(blanket license)方式，單位使用植利童收

費制度，車位一組標準化之按槽里的，授惜血管理工作非低著作值人個別協

議而定，而是由仲介團體代為運作，關於利用人使用情形之控管，使用植利

章之祖散且計算亦是個肚，音樂表油權團體多屬此顯 7 個以色列 Société de 

AUleurs, Compositeurs et 臼lteurs 配 Music en I srael(ACUM) 、香港Com戶sers

and Authors S臨時Iy of Hong Kong(CASH) 聶大利Société Italiana degli Auto討

ed Editori(SIAE)等(位十七) • 

3 集合權利制

盤古權利申1](Collective 阻ghts Organizations)與謂合授權制相類似，授惜與

管理工作、利用人使用悄JB之控管 使用惜利章之瞳取及計算，均由仲介團

體代揖運作執行﹒三苦悶不同處在於姐當惜利制管理其會且著作的所有柚

利，非懂侷限酷特定之抽利，且通常查到較多的企權力監督且介λ ， 在讀展

中國軍車社會主韓國軍輯常見此想型之著作惜仲介團體，個匈牙利 Bureau

Hongrois pour la Protection des Droits d'Auleur(ARTlS凹的阿爾及利亞Office

National du Droit d'Auteur(ONDA)及體伊 Société Nationale des Editeurs 

Composileurs el AUleu叫 SONECA)等(已十八) • 

4 集體分E制

~體分配制(Collective Distrib帥。n Organizations)扭曲政府!T定強制授惜

法令規髓，著作惜λ對其著作授憎使用並無同意草否決惜，只可依其苦作做

利用之情形收取續不'1童 而且著作利用之↑肯把非個人能力所能監管，須仰賴

(中介團憫之力量﹒此顛型之仲介團體，主要工作即是對利用人使用備把進行

調查，並值結果連立姐ii!.收取權不'1章，並將權利企分配興著作帽人，異國

Motion Picture Assoc iation of America (MPAA) 法國 Société pour l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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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muneration de!a Copie Privée Audiovisuelle(SORECOP)即圖酷此類('主十九) • 

5 祉會，農﹒管有里制

社會提個管理制(Social ColI叫 ives)傾型仲介閻個最忽視著作人的創作權

益﹒惜制壺的祖取是做強制扭檔(statut。可Iicense)法令規驅車經由課稅方武而

來，睡得之惜利盒並未分配予著作權人，而是將其運用於般文化工作上，

或用以獎助特定闡域的著作人。 些北歐國家的仲介團體即以此極制度運

作，個芽闊的KOPI NOR ﹒

仲介團體雖可區分為土述五種顯型，也有些團體攝取多種制度並行，個

法國 SACD以代理管理制管理專輯舞華表描惜，以社會扭體管理制管理業餘

椒閥、視聽，&厲措等扭惜單輯(，主二十) • 

三、 摺印軍製權仲介團體運作模式

搜印盟製槽仲介團體週作的前捷，是必須取得著作植人的控措垂託 -11

能執行能醋的價槽使用、收取旦分配權利盒等工作﹒道些工作因各國法律

文化及經濟等背葷的噩異，運作模式亦有所不同﹒祖國外裡印血型惜仲介團

體目前運作的模史來看，主要有三種類型(社二-) • 

H髓磁慢構

組講授惜(Voluntary Licensing Systems)草帽自顧性授檔(位二二) -是書作

僧人基於自騙性之授權行為，與仲介團憾的關係建立於lI!約之土﹒著作惜λ

值其自由意志，與華作柚仲介團體就鹽方所同意之著作財產權一部分利用權

限革訂費缸里約 仲介團體再將其所管理之著作憎按惜他人使用佳，收取惜

利盒，並分配予苦作僧人﹒在英國、加拿大及紐西蘭等採習慣法(common

law)團軍，都訂有法律險款鼓勵和l用人及著作植λ吾與自顧性的協議扭檔

(voluntary agreements) 由美國並血有類似的法律加以鼓勵 ， 而是完全由古約

旦自關性來管理(社二三) • 

且用相關注律草蟬的協觀控懂

一般而霄 ， 一個著(糾結仲介團體只能管理著作惜λ要!t授惜之惜利，但

在實際運作上，不太可能早到在其國內及圖際上所有著作惱人之聲旺，因此

有些國家便以法體規盟主扭著作惜仲介團體，使其行使之授權可包含其末代

表之苦作惜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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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相關法律草擺的協說授惜(Voluntary Licensing 叫th Back.up Systems in 

Leg islalω的道哥們法律規範有延伸仕攝古授構及聶輯性單音管理﹒

1 延伸性，展合投權

在 1970年代之間，北歐國家採用延伸性鼻青授權(Extended Co llective 

Licence)的法律揖靶，如果使用者興著作惜仲介臨體立間的協定，已包括相當

IU!的特定類型著作之苦作惜λ ，則其協定可將其延伸攝展至該額著作的所

有圍內及窗外著作惜人﹒此扭曲用於作家與出臨間都有健全組峙的國車，的

瑞典的BONUS 、耳聞的 KOPIOSTO 卉聾的COPY-DAN 、挪威的KOPI NOR

&/11:島的 Fjolis ﹒

延伸性揖合授槽的特性(Ü'::" 四)

( 1 )著作惜。l'介團體與利用λ之間1 '是在自由協議基隨之下甜結古約

(2)著作惜仲介團體也須且有全國代表性

(3)就法律而言，所!T定之古約對胎非會員之苦作惱人具有約束力

(4)利用λ可古挂使用所有著作，不讀符合非會員著作惜人的個別要

求，亦不必面對價憎訴訟

(5)非會員之苦作惜人有要求主付惜不1)金之憎利 i

(6)在多酷的實棚中，非會員之苦(學惜λ有情禁止其著作植使用-

2 袋，僅聾合管理

1995年，祖國法練車一在揭示矗輯性揖合管理(QbligulO ry CoJl ective 

Managementl肯式，依其專屬權及協議授惜之基礎管理由製憎﹒即著(乍僧人雖

可自顧棋定是否加λ仲介團體.(!!著作惜λ在法律上(擅自E通過仲介團體主瞳

其祖利﹒肚為保護利用人之立場， f:夜未加λ仲介團體的著作悔人無極直揖對

利用人撞出侵權訴訟﹒法國實施此制度，規定必讀是文化部認可的仲介團體

才能和利用人進行協注矗﹒

SI，協扭扭懂

非協議授構制(Non-Voluntary Licensing)之下，著作情人與團體之關保非

基肚真的關暉，而是基居法律之現定﹒所詞法律，除7圍內法律之現定 ， 也

但括「伯恩位約 J (Berne Convent ion)第9臨第2點(包二Á)及「興貿且有關之

智鹽財產惜協定 J (TRIPS)第 13輝(祉二六)等國際法組定﹒在非國講授惜制之

下，著作!&λ的同意是不需要的，但他們有惱利鹽取其腫得的憎利壺，因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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車E雅雯 III即重到幢仲介團個之按1逼使用與措手 11金分配做式 '" 
立法賦予慢印盟製惜仲介圖偷一重要角色即其必須調直利用著作之情形，向

利用人敢團體曲敢情和l壺，並將其分配給著作惜人(ii..=..的﹒

既然不須著作惜人的控措許可，而是基酷法律規定，因此非國講授權主

階「法律授檔 J (Iegal J凹陷e)(l主二八1 • 

非恤議控悔?可細分為「法定投幅 J (statu lOry 1icense)& r 強制扭惜」

(compulsory 1icense) 0 

法定按慣乃 f法律所規定在 定條件下，欲和l閉著作之人，主付由有權

聞機關所制定的使用報酬值，回l視為有著作情λ之授權，而訶使用該著作之

制度﹒ J (ii二九)i!l'J酬針對數育單位的祖即行為實施法定授槽，司法部扭愉

Copyright Agency Li mited(CAL)代表著作僧人行使法律所賦予之植利，並由著

作憎法陸訣定惜和l金之層組(位三十) • 

強制授機關Jm仍「保留著作惜人有談則使用報酬的惜利，個鹽1言無法連

成協議時，曲曲行政或司法(民事庭草特別的管轄抽)機關決定報酬數額的制

宜。 J 他三一)瑞士於 1993年將法律扭惜納λ著作權法，規定收取權利章之權

利值可避過團軍!1i可的團體 pro Litteris來執行﹒法律授橘範圈涵蓋學校、圍暫

館、位共機關、組印店、服輯輯、工商單界等，權利金寶率並朱規定肚法律

中，而是由團體與使用者團體協商，並提史由聯邦著作權推闡平IJ用仲裁垂且

會(Federal Arbitration Commiss ion for the Exploitation of Copyrights)核可

(社三~)﹒

法傳授惜也可利用課稅的方式進行，個因裡印機、家用揖音機及揖Iti機

之哲明與普及，使用者司經島地重製他人著作，蹲監著作情λ惜益矗重聖

徊，而法律對著作權λ噩製惜之臨陣現定無法有斂地防制此個λ重製行為 ，

肚是德國 西班牙等國紛紛立法蜈定(社三三) ，針對1Ii製他人著作之機械草媒

介課聞稅壺， 13自稅金之時輝消費者，個人重製行為時仍揖且睡一定費用

並凰定(草有著作情管理團體得收取該等悅金之恤，再將其分配予苦{柯圈人，

而個別著作情人並無收取權(位三四) • 

我圍著作惜法並朱蜈定懂得由著作檔仲介團體收取使用懼和l盒並分配

立，且著作植仲介團體臨例亦規定不得拒絕具備量單位所定會且賞梅之著作財

產總λ關調λ會('主三五) ，且會且I'!與仲介團體訂立管理盟約 ，將其著作財產

權宣由仲介團體甘理。主三的﹒由此可見，祖國著作惜人與團體間之關係，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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里也立酷盟約上，為協話躍投惜制﹒

間、授權便用

←但幢對最

各國法11'對個人回即使用行為多已納入古理使用之範圈，因社團印重製

惜仲介捌個扭備使用的對象，多針對使用單大的團體機楠，主盟軍1型包括

(1.五三七)

t 各組教育構關

2 政府及地區性之位共行政機關

3 工問盟"

4 政府經扭扭即的團體

5 教會團體

6 聘單協會

7 位共及研究團首飾

8 文化體悄

9 研究團體

<0裡印店及其他具有祖師聞之位共場合

針對不同的授惜對象丑不同程度的使用行為，祖印軍~憎仲介闡憫宜制

定不同的授槽方式及規定 而在成立初期，過議將扭構對象先限定於一特定

類型團體，大部分歐淵國家的裡印盟製惜仲介團體選擇自教育機關閉措施

行，部分非淵團軍員可以裡叩店為主，待單間運作者上軌道之佳，再連者推l自

至其他想型團組﹒

位授權方式

種印盟觀幢仲介團體的授權方式，有二大額型 ， un概括按惜(b l anket

license)與個耳rJjt揖惜(transaClionallicense) • 

1 概誰提權

使用者主付固定的年賢，撞得仲介團制授俏，在一定期間內，木限攻酷

地利用該國間管理的著作目峙中全部草特定頹月1) ﹒個聲國著作權宣續中心

(CCC)的年監控槽服務(Annual Authorizatíons Service, AAS)及其間著作惜授惱

局(CLA)的單個使用服務(Colleclive User Service) ，均屬肚肚揖肯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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頭雅愛做印盟~憎仲介團"之按隨使用與權利金分配 Z式 429 

到外，德國苦作個法所規定之強制按峙，亦品揖!1i授惜的組型式，其

使用備和l童的價收敢跟有二種方式(註J三八)

(1 )肚晒回植即設備時，位體器設備祖駐能刃，如且大裡印覽，謀面稅

全﹒

(2)Z理由使用悅，位裡印資料類型，怯耳計算， 1果價稅金﹒蚵祖印駐科

曲，每頁鞭取0.05馬克 祖印其他類型著作，每頁收取0.02 馬克﹒

2 個別也提祖

祖叩重製惟仲介闢闖將其管理立「特定J 著作財產惜授ltI利用人利用，

利用人i在質際使用悄j缸，主付使用憎利盎﹒個美國著作憎空揖中4已岫句空品記

錯服務(Transactional Reponing Service. TRS)~英圍著作柚侵憎局的空品使用

計制(Transaction User Scheme)均屬之﹒

除前述二JJí外，仲介團體也可位特定的需求，制定特別的按惜方式，如

美國著作抽空換中心研擬的學衛授liiii輯(Academic Permission Service 

APS) ，扭惜學校附近之也EIJ店草學校教學中心，自取先取得認可之著作目錄

中，以文輯、摘要等方式製作教學論銷社五九) • 

3 使用權利舍之計算

著i午 1劇中介團開授權利用人使用時，都會扭扭室裝革固定金額向利用λ啦

取惜和l盒，而世頁計算是最常使用的背式，扭扭標準也會做國悄而有所蓋

揖﹒不論選擇何輔經營型態'"授惜方式，應考盧到(位四十)

(1 )著作類型依圖自期刊報紙、墉譜等， më不[ãJ使用費'"盟章

額

(2)使用盡類型 個輯有犧關敢府睡1觸及工聞單界，通常使用程度不

間，應n定不閑自學或金額 ﹒

我圍著作惰仲介團體臨倒第 23條規定，仲介團體應做使用報酬率及著作

樹產做目錄，騙造使用報酬收費'1< ' ~I於閑文化、韓宵耳其他'"益性之目的

而利用著作之情形， I!I肋插其使用報酬，互利用人如無營利行的書，仲介團

體應酌岐其使用報酬，並應將酌輛車們收之間準明定社使用報酬瞌睡表﹒

因此惜利企立計算方法，宜考盟各種狀況可制定周祥的咄時i去則， I其使

冊書畫閱且過行，以攝少仲介聞組與使用者之間的蠅不I1金糾紛 就仲介國總

而言 ，也可避免個東分別H耳之人力、物力，進而峰(區管理l1i本的主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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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聖極契約

仲介團體與利用λ之授槽里約能否頤利軍訂，為仲介團體曾迪之重要關

鈍，因此，個問建立-~完善之首約制度，使他利用λ站崗捏睛，官為仲介

國何智置之首要工作。

利用人與仲介幽鬧情商謹訂授槽里的前，睡先確認自己所欲利用的苦

作，其誼作額耳'I為何且所欲利用著作之權能，以便直擇適古之仲介固體進行

授抽'11宜，並骷洽談前，先向仲介團體直詢所故利用的著作是否在該國個管

理區圍之內﹒考I畫自己車所團團體利用著作之態樟&fll用時間之長短，還揮

草署概括授權里約抑'"個馴化按摘盟約(拉回一) • 

不論直擇何樹授惚方式，授惜里的內容主憫 ， 均li!明確自己做(i1田二)

1 授幢幢印之出版品巨著作頸型

2 不同額型出服品之禮用JlI&使用限制

3 倍干盒計算布法，個按百計算

4 著作惜法所規定之古理使用範圍

5 個印貴的計算方謹，大多數都以統計調查的方式估算快定﹒

我國著作權法草 37條第 l 項規定，著作財產惜λ得授惜他人和l閑著作，

其授植利用之地爐、時間、內容、利用有法草其他頭頂，位當事人之約定

其約定不明之部分，推定為未授植﹒因此授權宙約時，的保縷自身之惱益，

應譯細檢視與約內容是否包含下列主要單項(紅四三)

l 著作肘產權人之姓名'"名稱及其著作名稱-

2 授惜利用之苦作財產權﹒

3 授惜利用立地域 期間1&利用肯法-

4 使用報酬之計算方法及其金額﹒

5 使用報酬之給付方法﹒

6 違約責任-

7 訂的年、月、日﹒

苦誼醫扭扭授惜與約時，除睡敝明上多'1之前三明至軍七項外 ， 並睦"明

授惜利用λ在一定期間內，不恨之史世使用仲介圖偷所哲理之全部著作lt矗幢

(釷田間) • 

伍JIIl利宜之分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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竅，但整 做卻重要3繼仲介團體之授帽使用與糧和l金分配做式 '" 
著作惘。l'介團體重勤工作之一 ，是代表著作惜人，但峰扭構內容及著i乍

彼實際利用之情形，向極投惜λ驅散桶和l章，扣除行政管理主出且提橫共同

基金佳，怯 定的原則擇權，位'!'古理的分配于各個關之苦作情λ ﹒有關肚

惜，'JJi分配l之工作，將肚下節詳祖說明﹒

五、權利金分配

理想的付自略是每個著作惜λ其著作每在被使用峙，即可收到權利企﹒然

而，直在管理旦實輯上有其困難之曲，因而有其他的因醒之迺﹒

←4置利童分配275;;主

一做而言 ，著作惜仲介團體與利用人之間的扭權國宜，都會規定植授惱

λ有矗輯提供其利用惜現的本目制宜訊桔仲介團體， 1'，介團體再位置些賣料來

分配備和IJ~主﹒做 IFRRQ的調查報告，其會且現在執行惜利童的分配，有下列

1i式(祉"Ji)

1 有明權使用 實佩峙的權利金分配工作

(1 )位實際使用悄酷分配

即使用者詳細冒己做每祖祖輯使用的著作資料，提供全體健的實訊，著作

惜仲介團體以且實際裡塵控使用之情悟，時收得之權利盒分配站著作惜λ ﹒

此育法雖可通車確地進行惜不企分配之工作﹒但實i植授權者而宮，因:品

攝詳細記錯使用資訊，可能造成其負擔 男一井面對著作權仲介團總而言，

為7記錄且盟理還些使用資訊，將包車蓋全行臨管理成本增加﹒

美國著作惜宜棋中心:，(ccq的學備投惜服醋、巴西(Associacào Brasileira 

de Dereitos Reprográficos. ABDR) 英國(COpyrighl Licensing Agency, CLA)的概

悟授惜與且時空換服輯(CLA Rapid 口earance Servi凹， CLARCS)均踩用此法﹒

使用者價到使用時，攝回甜的使用著作之著書旦出版明、裡印頁數、祖印份

盟等相關資訊，裡印重製幢仲介團體恨攝著作惜λ訂宜之惜不'1金計算方式，

位每在使用記揖收取權利壺，並開立1&攝噩噩票，以此作為權利企分配的位

據(組四六) • 

(2) 值抽樣調查結果估計使用情形分配

控授惜恤定訂定的使用者λ膛，抽悍調查其中2%-5'?忌，在一定期間，

由還些樣本報告其實際使用情形﹒分配權利童時，則棍悽樺本推{古全體的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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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情形加以分配。以丹賽為例 ， 在所有投惜立學校中直直 5%作抽樣調查﹒在

調宜的 1 2個月期間 ， 還些體本學校須向仲介團體COP芋DAN報告所有的間印

賣料， COPY-DAN再將遭些資料的著書 、 出版閉 著作品帽、類型、裡印宜

在及組頁數等資訊量錄自全資料曲 ， 做為丹配的位路('主凹的﹒

(3) 位可得到!tJi占訊分配

賈施強~I)授惜的組即重製抽仲介間體多採聞此眩 ， 因其無法從利用人

11取得明確的使用悄彤，即假設市面上誼通的著 it都可能被取得 ， 進而幢

幢印利用，且將撞到某 特定的程度，因此由著作惜人向仲介團體暨錄其出

脹的著作 ， 以頁;;:、柵數或巷期等資目l來(午1萬分配惜利童的位路。

盟國及瑞士之作者旦出版商，揖各自向其盟軍之間印盟製植仲介間體 VG

Won ' Pro Li tteris量組其也版之苦作﹒德國 VG Won以調直方式，取得不開種

類(如科學文獻 、期刊、小說等)的出版品在不同地點(如學校 團曹飽-搜印

店等)的回印置 ， 再值比例計算惜利壺 ， 如科學lIí團暫且期于1)的作者依其量錄

立圖曹冊世班主章程頁;;:計算惜利壺 ， 出版商則位國自印刷噩噩期刊的禮期數

lHT費計算惜利壺﹒瑞士 Pro Li tte ri s 則將每噴著作植其出版類型、個臨巨頁

數 ，計算點數(points) ， 以做嚼著書旦出版商備和l企分配立位接﹒自瑞士立規

定出版年超過25年以上之苦作不列λ考量 ， 除非其再服(註四八) • 

2 挂有明穆的使用資訊時

偉挪威 芽關等國家，並未蒐m明確的使用情形，而是以調直方式取得

相關資訊﹒仲介閉租借協定內容 ， 於特定期間內，針對使用者進行抽調樺

宜，使用書時本通常設定ftS%左右，而調查期的長短不 ，撞 8')、時至4過

不等 抽揖調查扭數不著的謹以抽樣調查結揖估計使用情悍的調查扭曲頻

蟬，多半每隔4-5年 夢:(缸回九) .腔調宜結果，取得不同類型資料且不同磁

軍1出服品的裡印置，並以此估計悟和l童﹒由此可妞，惱和l童的計算與植利用

資料之苦作幢人輩作品並誼有直揖關聯，但仍可以附揖肯式將權利童分配予

個別著作植λ 通常由仲介團體將情利金質付手著作惜λ團體，個圖暫出服

商協會、作家協會等，由其決定個何分配給個別作軍旦出版詢。革者將權利

章運用於位共建設之上，使苦作惜人間接壺益，如書作推廚利用活動 宜導

過行著作僧運動等﹒

t庸作值人間極利盎封配一一害者與出版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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萬美雅雯 他印盟製憎仲介燭"之授續使用與權利金分I!è俱Å "3 
著作人完成著作挂即享有著作財產槽，若著作財產情人為作軍竄出版

商， ftl)仲介團體只須將咱不1)企分配給作者竄出版商 但著作財產植傅全部'"

部分!l!與他人"'~!他人共有，當著作財產憎由作者與出版商共有，構和l金亦

應共草，因肚仲介閣總開咱不1)企分配興著作財產惜λ時，將會面臨著作與出

服商之間的分配問題﹒

1 欖利企張學配依據

(1)國家法tn

{在國家著作權法律n定著者與出版者!自!權利企分配原則執行，個比利

時的 Reprobel依ltfl)時著作權法第 61 蟬規定「著書/出版者祖祖律規定，以

50150均分權利金﹒」羅馬尼臣的Fondul Literar ~羅馬尼亞著作織法第 109臨

「祖印作品之情利童出 Fondul Lilerar收揖管理，暉通過柵欄的仲介團體均等丹

配興作者及出服者﹒ J (位五十)

(2) 仲介團體之規定

位所屬仲介團體之規定來執行悟和l壺分配之工作﹒如冉斃的 CQPY

DAN' 規定所收取到的情和l壺，著者與出版商位50的。之比例平分(註且一) • 

(3) 費11協訂

就大多"情況而宮 ， 在仲介團體與個別著作惜λ盟與華作僧人團體的

協定之中，均有構和l童分配的相關規定﹒作者與也版商三者間分配比惘，國

與國之間!不盛相同，而以5α50之分配比例為最常且﹒有時會考量其他因素，

如出版頭型、資料類型 著作惜擁有構等，而有所調盟﹒例如德國 VG WOrt 

規定非小說作品，不抽圖自革期刊，均以呵呵之比剛分配給作者及出版者

而小說作品，分配比例則是 70%給作者， 30%給出版商<'主五二) .而挪威

KOPINOR位出版品的組頰區分，訂定出作者與出版商惜利盒分配的比酬，個

主 1 所示(üJi三) • 

除7作者與出版商之間的權利企分配外，作者與作者之間、出版商與出

版圖之間1亦有進一步之惜利盒分配，扭扭製報紙上非小說之文章所版f!l之權

利童自新聞記者及報紙國輯共同分萃，其作者問l 、出版商的惜利企分配說做

到著作的頭型及個蹦分析結果而定 資料類型旦出版品極頓均是惜利童分配

的重要指標(社1i四) .總指而宮﹒ KOPINOR之植手1)企分配較偏重扭著者，足

見其重視清者對肚創作之自獻相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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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挪威KOPINOR 所打作者典出版商權利企分配比M

多快 源(出版品) 作者 出版商

被科會 大學 曲% 40% 
其他機揹 50% 50句也

非 '1可甜散文I~品 中 IJ'4! 75% 25% 

大學 60% 40% 
其他纖悄 70% 30% 

百科全書及其他參考位資料 50% 50% 
原著小說 75% 25% 
小扭扭 60% 40% 
會知資料 大學 75% 25% 

其他慨捐 50% 50% 
歌'lY民~!鑫 甜甜歌飼 50% 50% 

其他 。0'也 40% 

報紙 70% 30% 
學師、人文及其他1胡刊 6'"島 40% 
耳鬥性山間品、月I~團刊、連載祖車等 70% 30"已
政府山脈品 75% 25% 
出版性出暇的其他資料 詞句也 50% 

英團CLA 對於科學也1間干的祖印使用惱和j章， f乍看興出版商之間的多.}ðè

比闕，以著作權所有抽為考jft. 倘若出版商可提出 . 1根本期刊植袒印文章煽

動的 90% 以上之苦作財產植蟬有情報明，目l 插手1I金全世付予出版商 否則，

桶和l畫之75% 付手也值商，男25% ~II~品作者所有 ﹒對峙科趾期刊以外的出版

品，作者聞出臨間的悔不'1盒分配比如提5肘。(訟JUi)﹒

2 分配的途徑

繪制l金之分配可通過著作值人屆會.~其他中間右，直接持配予著作情

人﹒飢而)J;1:大CANCOPY 若作者及出版高智昂會員 ， 恤利金可直接付手作

者旦出版者﹒若作者為非會且峙 ，作者分悍的部分ßII先{門，出版商，出版商

闊前古約規定付予著書﹒其國CLA 其下的二個會員間體 作家搜捕管理協會

(Authors' Licensing and Collccting Soc叫y Li mited , ALCS) 、出版商授懦協會

(Thc Publishcrs Licc的ng Socicty, PLS) 各自代表所有的作者及出盟問 CLA 

將收悍的惱和憧付予ALCS且PLS 'Pl經由他們將悟和l金分配予各個作者旦出

版商(;主五六) • 

E防麗的描摹過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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植手1I盒分自己的頤拿過期 ，沒有一定的撥開1111鈍 ，目前仲介團體揮間的過

期，有每年、每半年、每季‘每月等，或何更坦、更餌酷的過期﹒但分配惜

手1I壺的週期過晨 ，國內革國外之苦作僧人都眉於產生負面的印鼠，因lIt

lFRRoam至少每年執行一明惜和l盒分恆的工作(1.i.Ji..的﹒我國著作惜仲咐團

體體倒也明訂幢利盒定期分ðè之酷刑 • un至少每年一次(1i1;./、) • 

四分配言，臨的處理

1 . 團體典著作權人間

雖然大多的祖印重製櫃仲介團閉在λ會契約以牌文規定植手壺的分配做

撮聞方式，但草創乍袖人對於懼和I童的分自己時有爭議 ， 各國對著作僧人與仲介

團體r.，之辭紛處理，並未另訂出事規曲之，而是由揖現有之民，~n法律，草書

目設置特別扭判庭車仲扭暨員會 ， 加以解樹益JVL) ﹒

為解誼會員興仲介圈閱間的可息說，我國扭著作惜仲介團開悍恢現定仲

介團開應設立申訴委員會﹒躍由體會誼會且 社會位正人士班學者專家中，

盟任五人以上為申訴要旦成立嘲訴書員會 ，位置章程處理會員興著作惜仲介

團體品位學說 申訴書晶會之甜揖由哥們乍慣仲介國帽通知申訴之會員，並

由宜!Jl會于予以執行﹒若申訴之會員或直2宮會有興班時 ， t;再艘巨育體會說控之

(拉夫十) • 

2.1事作僧人之 r~- 著者Jl(1ll版商

惜和l金分配比酬是著作植人之間聶常見的學I~間姐，面對層出不謂的爭

論某件，仲情個限量本身亦應制定揮全體化處理辦t捏，以為排解箏站立依歸﹒個

KQPINOR 為解決植利企分西èJ'J可飽肚年盟會議中遭遇出六名聲自組成眉

立的償新l金分配妥且會 ，蹲門處理權利金封面世甘臨街單輛，由其召開會員大

會，現古所有的會員團體，協商草書開出版商間們惜利童分E甘.1題 再各別

興著看團體、出眼高團體，協厲害者興著書悶、出版商與出版商品喃啊值利企

分配問題，右均久主盟共識，特將窗前惜利盒分配協論I'l'個f宜的，協商朱建

揖彼時，祖訓盒分配置且會即指~iî二位香且出面調解 ，通常一位跨出版間，

另一位為作軍﹒右胸解未能有結果，悟和l金分配置員會將全體閉會訣定採悶

悶種多Mc方式 ，決議之間由鹽方國桐樹對其爭議之處起行口頭讀文字說明﹒

若盟fj 方對祖議結果不滿:e ﹒ 可再失訴~KOPINOR 的內部仲紋庭敘快

(j主六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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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外國著作懂人之悟利金由配

僻7<$:圍著作僧人權益之外 ， 外國苦作植人之恬不1I亦不容忽視 ， 而對胎

悟和l盒分配之賀科單單興1i法的直要性 ， 各個團體看法不 ，如何適當地處

理外圍著作1M人的植利金分配問趟 ， 方法之一起通過圈閱側的合作與協商，

以訂定平等互盟協定之攝制來進行 ， 而協定內容主要有三大型項 ， 即幸剖乍財

p!i個目錄之空姐使用與情利金主付﹒

為協助組叩m劉備仲介國側侖且憫之協商工作頤和l進行. JFRRO有一尊

門之律師工作4妞，很幽IFRRQ 挂牌規髓，建立臨定的校式 ， 包古A 型與B

型 ， 提供會且參考 ， 各會員可再IIX本眉之法律臨士 ， 做適度的皓訂。

A 型1ï:q~協定但涵7雙方組叩盟軍且憎仲介團體的苦 1年財置惜自晶質個使

用且悔不'I童的轉手缸位π二) • I哪國KÜPINOR 興英國CLA 軍nA 型Ii!ll圖定 1

回憶示KOPINOR可授權哪國人使用 CLA擁有的哥哥作目蟬 ， 並帳單植字刊金 i

而遭且不1I用 CLA 書作所啦!斗之搞不1I金則必割開1$1古CLA ， 由其多〉配予鉗圓的

著作情λ 臣之亦然﹒

忌， 揖而， 是乞也印由製憎仲介團體 ， 特別是於成立胡間的個髓 ， 輯偏於

時也 當立B 型E自協定﹒興A 型惘鞋. B 型li!ll協定也包括7位此鹽方宰割棉布置憾

固蟬的空揖使用 ， 且同意桶和j金牌悟，但實質上並無幅利金牌悟之!liJ('字

( '主 πJ己) oIlJlJ'來蹺，挪國 KQPINOR 與丹麥COPY-DAN 董訂8 型E盟協定，

即表在慨攝使用丹麥之著作所雌惜之惜和l章，原來必須時明與COPY-DAN 進

行分配工作，但若將此單悟和l盒視為抨麥境內使用挪蹋人之著作必須主付站

KOPINOR 的帽利金，曲直相缸，雖揖並無實質的隔不1I金禪讓之動作 ， 但P鍋，

論而言 ， 雙方均遭'"惜和l金轉讀之J::I乍﹒

JIt外 ， 各團體也可視需求草特別悄況，揖定其他類型的協定方式及內

容 ， 如挪威的 KÜP1NÜR '除7上述A型興B型儡定抖，另件還體展出三醋 ，

此一路授權協鼠，右鹽方即將籤署互盟協甘，但細節尚未協商完成，便可考

盧先笛盯此揖協績，內容包括雙1i團體聖祖使用著作財產權自峙 ， 並有按槽

使用及收取楠制企之晒干'I社六四) • 

其二為祖利金轉移協議 ， 在特定國家 ， 組印Ili製冊仲介間開l量管用特區

1Il仰之苦作 或其分配開系尚未體主， KÜPINÜR 視附況簽署協議 ， 將蠅不'I盒

u1按輔悟予的關之苦作人協會或出闢間協會通常與挪戚其他柵欄鷗個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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買主種安 '"印2間，直仲介團恤金梭，僅使用與阱'1的}但模式 '" 
作執行〈拉夫ÁI 。由Jlt看來，此型協定宙約之對象，多站著作λ協會竄出版商

恤會，與前述三瞳臨定對象為祖製檳仲介聞組有所蓋其﹒

六、結ZE

組即重製權仲介團體在國外已有成熟的嘴腿，國內至今值有音揖著作情

團體，仍幌裡印盟製植仲介團體的成立﹒在今日社會多元化體展之情形下，

利用他人之著作，已成為生活中無可避免之務。面對各種著作續rJ祖且 ， 明確

取得著作惰的授個是i東路自己最好的方說，而因躍著作懂人酷lI!輛大 著作

利用類型多樣 按榴程序也雄化的tí'i形，做印軍製幢仲介團體實有其成立之

必聾牲，因其代理著作權人管理著作財產槽，搜捕和開人合法和l閉著作 ， 雌

盟、分配(史問惜不'1章 ， 一方面他著作個人之經濟利益獲得實現 ， 另一肯面提

供利用人合法利用著才乍之管道(祉六六) 故個生組印盟製惜仲介團體，庸置聾

作值人~l著作和l閑人間惜利 JJj突平樹立主要任葫﹒

再者， r授權使用」、「使用者付費」三大理念 ， El!>時興所圈 ，也是也

印盟製植仲介團體任務之酷心/II!;岩，睡及早培聲使用者建立正值觀章，譜曲

搜叩盟製惜叫中介團體之運作及推行 ， 使得以措冒著作恤保睡之工作﹒

附註

社- 1fIl!芬，著作權法的發展巷，這至于新興間是溫 文化創新興商業契機 著作

機法論文集(1任北市月日，民國83 年)，:g68 .

位二 Elsc Lie. "Un3uthorired Reprographic Reproduclion of Copyright Works : A 
global ovcrvicw of statistÎcal survcys CIC吋'( 1996). hllp:llwww.kopinor.noldokumcnlban l<l 

foredraglcngcI96.I.hlml 

u三 John 叫lly Rudol帥 'The Role , [mportance and Possibilit ics of C叫 lecting

SocÎc lÍes Îrl a Digilal Age." (1 996), http://www.kopinor.no/dokumenlbanklforcdrag/ 

engjw!96-1.html 
ii四 畫畫忠信 〈著作惱仲介團體除伊l間述〉 月旦均與學 34 Wk民國87 年}

http:// www.copynghlnotc.orglpaper/paC間5.doc ﹒

位五 n有中華民國著作僧人協會 中"'ßè回音樂著作f討回仲介協會中語音

樂研制種人聯合體會 昀單民國音樂舊作人聯盟 中華音機胡幽仲介鷗會等 . 這些

團租用於「耕作總仲介簡體條酬」脂行的依「人民團體法J Ili成立之社團法人 。並
非司當作 1護法監「著作懂仲介團體條倒」所研乏司FI作備仲介團體﹒

但六 割孔中 〈論德國舊作憎仲介剛憫之贊同法制及其對我國之啟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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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np:lfwww.m的 a.gov.l叫-ecobooklm的 cmal891 1 faLhlm

社七“WIPO Report Co l1ective Administration of Copyright and Neighboring 

Righ紙"C叩'yrighr， (Nov. 1989): 3口
社八同1i四.

1且It. Bonus Prcsskopia : IFRRO SlalU S report 2000-200 1. hup:lfwww.b-pk 

s‘:l1i Icslenglish.hlml 

社十 Tarja Koskinen-Olsson & Paul Greenw∞kd ， "I FRRQ General Papers 1lI 

RROs and IFRRQ," (1997), http://www.i fl悶。rg/papcrsl間_ifrro.hlml

社十一同社+ ﹒

社十一:.. "Direclory of IFRRO Memb也rs CIC," hllp:ffwww.ifrro.orglmembers/lI1dcx 

hlml 
社+三 架"'1'1 ' r著作檔飯個甘用及其立法之研究J 東海大學注律學研究所

聞士論對民國82 句句 頁 18-20 • 

社十四 間僧，.， . r著作附Æti續投I1契制之研究J . 文化大學法w學研樂于11磁t

Iól鬼民隘制惘，買 1 54 • 

U十五 DavÎd S叫acore-Guinn ， Collecrive AdminiHrtlfion of Copyriglrl!i a/rd 

Neighboring Riglrrs (B05100、 Mass. : Liule. Brown and Co. , c l993.). pp.194-196 
社十六同社十五。頁1 87 • 

社十老同社+六 .

位十人同社+五﹒頁195 • 

社十九同，主+Ã 'J{ I96 • 
a二+ 同註+六 .

位二- Tarja Koskinen-Olss個& Paul Greenwookd. "IFRRO Delailed Papers 1 

Di叮叮cnl m剖lels of RRO opcral昀nmp缸瓦t間 (1997) , http:l，川w 叫π'o.org/papc叫01"叫

html 
位二二向註十回頁58.

社二三向社二一 ﹒

位二四阿拉二一 -

U二Ã r准併盧興他人著作之特殊情節(個公平利用) . 由各聯盟國以國內法

定之 但不得違反著作正常利用原則 並不得有過當損密警作僧人法益↑育事 ﹒ J

http://www.m曲剝開 gO\l.t叫copyrightlcopyrighUa叫copyrighUaw_2_I ，asp

社~六 「會員處是專層憎所寫限制攻關外之規定 '1!1J不違反舊作之正常利

用，且不主於不合~Ut貝脅著1>惱人之合法惱益之特殊悄彤自由 ﹒ J ' http://www 

moeaipo.go\l.tw/copyrightlcopy討 ghUa叫copyrighUaw_2_9_2 瓜p圳

軍主主七 同社十五，頁 111

位二八同社十三，頁 1 1 0 • 
拉二九同社十回 JtS8 . 

a三十同"二一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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蔡雅受續開2區別扭仲介固體之授繼使則與憎利甜于自E綴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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