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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法院議案關係文書
院總第 553 號

（中華民國41年9月起編號）
中華民國110年12月15日印發

委員提案第 27693 號

案由：本院委員黃秀芳、湯蕙禎等 19 人，基於著作權集體管理團體
向其會員收取管理費，應善盡善良管理人之義務，會員有權
知悉其著作被利用情形，爰提案會員得請求其所屬集管團體
提供其授權管理著作使用清單之權利。又因目前著作權集體
管理團體條例要求著作權集體管理團體制定概括授權之單曲
費率，將嚴重傷害音樂創作產業，導致著作權利人退出集體
管理團體，集體管理團體恐將因此而瓦解，爰提出「著作權
集體管理團體條例第十四條及第二十四條條文修正草案」。
是否有當？敬請公決。
說明：
一、目前國內有五個依法設立的音樂著作權集體管理團體。台灣音樂產品銷售市場雖已大幅萎
縮，然數位音樂產品仍方興未艾，音樂使用權利金及使用報酬現已成為相關著作權利人的
重要收入來源。
二、集管團體係由著作財產權人組成、依本條例許可設立，管理著作財產權，訂定使用報酬率
及使用報酬分配方法，據以收取使用報酬、定期辦理使用報酬分配，並以管理人之名義與
利用人訂定授權契約之業務，其中「使用報酬分配方法」，不同的集管團體各自有不同的
制定權限，有透過會員大會決定，也有透過董事會決定。
透過集管團體與利用人訂定授權契約，在實務上遇到一些問題需要解決，例如：電視、廣
播等單位因為大量使用、或是以拆營業額方式向電視台、廣播電台收取費用，鮮少能向著
作財產權人清楚交代使用內容。集管團體向會員收取管理費，應善盡善良管理人之義務，
爰提案會員有請求其所屬集管團體提供其授權管理著作使用清單之權利，清單內容包含授
權對象、使用方式、收費金額等具體內容。
三、著作權集體管理團體條例第二十四條第二項第二款規定著作權集體管理團體應訂定「概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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授權單一著作單次使用金額」之使用報酬率。依經濟部智慧財產局之立法說明，此為我國
集管條例所特有，外國並無此種計費方式，目的係為使利用音樂比例較低之利用人，得以
較低之金額取得授權。然此項規定實不符音樂利用之實際情形，將扼殺台灣的著作權集體
管理制度：
1.各著作權集體管團體現已就不同性質的利用情形訂定不同的使用報酬率
以各音樂利用人之利用情形觀之，除單場次之音樂利用方式外，無論廣播、電視、網路
、小吃店、門市，均係反覆且大量利用音樂著作。縱使廣播、電視、網路等利用人，或
有因經營型態之不同，致音樂使用量不同，然各集體管理團體就不同性質的利用，均已
設有不同的使用報酬率，已符合此制度所欲達成之「利用音樂較低之利用人，得以較低
之金額取得授權」精神，是以「概括授權中之單一著作單次使用之金額」制度實無存在
之必要。
2.要求著作人以每首音樂同等價值授權將嚴重傷害音樂創作產業
著作權集體管理團體以概括授權為原則，目的在簡化授權成本，並以最快最有效方式完
成授權，並鼓勵利用人多多利用所管理的音樂著作，因此，加入集管團體的權利人必須
容忍自己的創作與他人創作同等價值。惟實務上，每一著作之商業價值如何，並非等價
，例如天王級歌手所創作的詞曲與一個初出茅廬的詞曲作者之創作，二者的市場價值絕
對差異很大；又各著作之市場價值亦會因音樂的流行度及時間變更而有不同，若強逼著
作人以同等價值授權，將造成音樂相關著作商業市場的嚴重破壞，更扼殺著作人求新求
好之創作動力，對我國音樂文化發展，實係有百弊而無一利！
3.使用人無法提供確實的使用清單
單一著作單次使用之概括授權制度，其前提需利用人能夠確實提供正確之使用清單，然
實務上多數利用人對於所提供之詞曲使用清單之正確性均無法保證，甚至無法提供使用
清單，集體管理團體也根本不可能去耗費龐大人力、物力逐一查核。更何況尚有為數眾
多的網路廣播電台、無線有線電視台、MOD 以及各式網路、門市店面等集體管理團體無
法查核之利用情形。沒有確實的使用清單就無法計算使用報酬以及分配。即便利用人可
提供使用清單，各集體管理團體尚須耗費相當人力與物力來確認清單內容的正確性。粗
估每個集體管理團體光就廣播電台每年至少需花費二、三百萬元台幣的費用。此筆費用
非集體管理團體所能負擔，只得轉嫁給利用人，對利用人而言也非絕對有利，此顯與原
本係為降低授權成本而設置著作權集體管理之立法目的背道而馳。
四、綜上所述，單曲概括授權制度之規定，將導致著作權利人紛紛退出集體管理團體，集體管
理團體恐將因此而瓦解，如此一來，我國推行十餘年之著作權集體管理制度勢將毀於一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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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應非主管機關所樂見！爰建議將此不符利用實務之概括單曲授權制度規定廢除，以維
護並健全之音樂使用授權制度，並保障音樂相關著作權利人之正當權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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著作權集體管理團體條例第十四條及第二十四條條文修正草案對
照表
修

正

第十四條

條

文

會員應與集管團體

現

行

第十四條

條

文

會員應與集管團體

說

明

一、新增第三項及第四項。

訂立管理契約，將其著作財
產權交由集管團體管理。

訂立管理契約，將其著作財
產權交由集管團體管理。

二、集管團體管理著作財產權
，訂定使用報酬率及使用報

會員有依使用報酬之收
受及分配方法，請求分配使

會員有依使用報酬之收
受及分配方法，請求分配使

酬分配方法，據以收取使用
報酬、定期辦理使用報酬分

用報酬之權利，並有繳納管
理費及會費之義務。

用報酬之權利，並有繳納管
理費及會費之義務。

配，並以管理人之名義與利
用人訂定授權契約之業務，

會員有請求其所屬集管
團體提供其授權管理著作使

其中「使用報酬分配方法」
集管團體各有不同的制定權

用清單之權利。
前項使用清單內容包含

限與規定。
三、集管團體與音樂著作之著

授權對象、使用方式、收費
金額等實際被利用情形等。

作財產權人或專屬授權被授
權人訂立專屬授權管理契約
，為其管理著作財產權中之
公開播送權、公開演出權、
公開傳輸權等，並以集管團
體名義與利用人訂立個別授
權契約或概括授權契約，收
受使用報酬分配予本會管理
其音樂著作之著作財產權人
或專屬授權被授權人。
四、實務上透過集管團體與利
用人議價，例如：電視、廣
播等單位因為大量使用、或
是以拆營業額方式向電視台
、廣播電台收取費用，鮮少
能向著作財產權人清楚交代
使用內容。集管團體向會員
收取管理費，應善盡善良管
理人之義務，爰建議會員有
請求其所屬集管團體提供其
授權管理著作使用清單之權
利，清單內容包含授權對象
、使用方式、收費金額等具
體內容。

第二十四條 集管團體就其管
理之著作財產權之利用型態

第二十四條 集管團體就其管
理之著作財產權之利用型態
委 80

一、本法第三條定義概括授權
契約指集管團體與利用人約

立法院第 10 屆第 4 會期第 14 次會議議案關係文書
，應訂定使用報酬率及其實
施日期；其使用報酬率之訂

，應訂定使用報酬率及其實
施日期；其使用報酬率之訂

定，集管團體將其管理之全
部著作財產權授權利用人在

定，應審酌下列因素：
一、與利用人協商之結果或

定，應審酌下列因素：
一、與利用人協商之結果或

一定期間內，不限次數利用
，利用人支付使用報酬之契

利用人之意見。
二、利用人因利用著作所獲

利用人之意見。
二、利用人因利用著作所獲

約。
二、著作權集體管理團體條例

致之經濟上利益。
三、其管理著作財產權之數

致之經濟上利益。
三、其管理著作財產權之數

第二十四條第二項第二款規
定著作權集體管理團體應訂

量。
四、利用之質及量。

量。
四、利用之質及量。

定「概括授權單一著作單次
使用金額」之使用報酬率。

五、其他經著作權專責機關
指定應審酌之因素。

五、其他經著作權專責機關
指定應審酌之因素。

有鑑於各著作權集體管團體
現已就不同性質的利用情形

前項使用報酬率之訂定
，如為概括授權者，應訂定

前項使用報酬率之訂定
，如為概括授權者，應訂定

訂定不同的使用報酬率，要
求著作人以每首音樂同等價

一定金額或比率之計費模式
。

下列計費模式，供利用人選
擇：

值授權將嚴重傷害音樂創作
產業，又實務上多數利用人

第一項之使用報酬率，
就利用人為文化、教育或其

一、一定金額或比率。
二、單一著作單次使用之金

對於所提供之詞曲使用清單
之正確性均無法保證，甚至

他公益性之目的而利用著作
者，集管團體應酌減其使用

額。
第一項之使用報酬率，

無法提供使用清單，集體管
理團體也根本不可能去耗費

報酬；其利用無營利行為者
，集管團體應再酌減其使用

就利用人為文化、教育或其
他公益性之目的而利用著作

龐大人力、物力逐一查核。
此筆費用非集體管理團體所

報酬。
著作權專責機關就各集

者，集管團體應酌減其使用
報酬；其利用無營利行為者

能負擔，只得轉嫁給利用人
，對利用人而言也非絕對有

管團體所管理著作之實際被
利用情形，得進行調查。

，集管團體應再酌減其使用
報酬。

利，此顯與原本係為降低授
權成本而設置著作權集體管

第一項之使用報酬率，
應公告供公眾查閱，並報請

著作權專責機關就各集
管團體所管理著作之實際被

理之立法目的背道而馳。
三、依經濟部智慧財產局之立

著作權專責機關備查，其公
告未滿三十日者，不得實施

利用情形，得進行調查。
第一項之使用報酬率，

法說明，此為我國集管條例
所特有，外國並無此種計費

；使用報酬率變更時，亦同
。

應公告供公眾查閱，並報請
著作權專責機關備查，其公

方式，目的係為使利用音樂
比例較低之利用人，得以較

集管團體依前項規定公
告使用報酬率時，應說明其

告未滿三十日者，不得實施
；使用報酬率變更時，亦同

低之金額取得授權。然此項
規定實不符音樂利用之實際

訂定理由。
集管團體就特定之利用

。
集管團體依前項規定公

情形，將扼殺台灣的著作權
集體管理制度。爰建議刪除

型態未依第一項規定訂定使
用報酬率者，利用人得以書

告使用報酬率時，應說明其
訂定理由。

本條第二項第二款「單一著
作單次使用之金額」之規定

面請求集管團體訂定之；於
訂定前，就其請求訂定使用

集管團體就特定之利用
型態未依第一項規定訂定使

，並修正移列本條第二項第
一款規定至本條第二項本文

報酬率之利用行為，不適用
著作權法第七章規定。

用報酬率者，利用人得以書
面請求集管團體訂定之；於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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訂定前，就其請求訂定使用
報酬率之利用行為，不適用
著作權法第七章規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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