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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己的法令自己關心訂定—「文化藝術工作者及事業著作權辦法草

案」座談會】座談紀錄公開版。 

這是由民間主動發起的公民座談會，針對文化部依據行政程序法規定於政府公

報正式公告之「文化藝術工作者及事業著作權辦法草案」所舉辦跨域的論述和

建議提出。這座談的定位是，一方面是履踐「文化基本法」所規定公民參與法

制的立法精神，同時也是要實現「文化藝術採購辦法、「文化藝術獎助及促進

條例」中對於尊重文化藝術價值與保障文化藝術工作者及事業著作權。 

 

我們的信念是倡議與推展更有善於藝文發展的法制環境。藝文法制的建立，需

要與時俱進，隨著社會公眾的需要和問題，而不斷調整。這是長久性且持續性

的法制工作。因此，我們決定將本次座談會紀錄公開於網路，提供建議，也可

讓有興趣者可以接續研究或是接棒推展。 

 

文化藝術工作者及事業著作權的保障，絕對需要自己的權益自己爭取。如何可

真實具體有效的保障？不會因為有法條文字就會自動被保障，需要能夠主動去

利用法律規定，以此作為在洽談合約的主張或是爭取權益的理由根據，及交涉

的論據。並且把握珍惜可以參與相關立法和提出建議的機會。 

                                            廖凰玎律師 20211016 

 

座談時間：2021 年 9 月 18 日(六) 13：30-17：00  

主辦單位：社團法人臺灣文化法學會、社團法人台灣視覺藝術協會、臺北市藝術 

          創作者職業工會 

協辦單位：STUPIN 藝術家工作室駐村平台 

活動地點： 台北國際藝術村 幽竹廳 (台北市北平東路 7 號) 

與會者：廖凰玎律師(臺灣文化法學會理事長)、陳育青常理(紀錄片工會)、郭奕

臣藝術家(視盟副理事長)、謝毅宏秘書長(藝創工會)、蔡淳任研究員(表盟) 

蔡科俊理事長(TMTA)、王怡蘋教授(北大)、陳曉慧教授(台科大)、盧建誌助理教

授(政大)、李佩昌律師 (臺灣文化法學會理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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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場次：解讀「文化藝術工作者及事業著作權保障辦法」草案 

講者：廖凰玎 律師 / 臺灣文化法學會理事長 

簡要紀錄：于恩庭 

 

 

                                           

A. 第一章【總則】：§1-§7，適用至第二到四章： 

§4：「應保障」的概念仍無法處理實務常見以契約排除著作人格權保障，常見的

文字為「乙方不得主張著作人格權」，利用契約來約定不得行使著作人格權的問

題。這部辦法所採行政監測機制，並無法真實反應「應保障」這條文「應」字的

法律效果；換言之，缺乏法律效果規定，致使辦法草案§4 成為宣示性文字。建

議應該朝向「應協助文化藝術工作者主張著作人格權」，並有相關行政管理上之

法律效果規定，真實貫徹落實本辦法之立法精神。 

 

B. 第二章【藝文採購】：§8-§10： 

§8：著作財產權授權以非專屬授權為原則，專屬授權為例外。＞但例外事由約定

過於廣泛，尤其是三、「共享文化」等公益考量的例外事由，幾乎囊括所有機關

法人適用本辦法此例外規定的機會，故反使原則（非專屬）變為例外。這是典型

例外變成原則之弊端。 

§9：原則：履行該案採購契約之廠商或實際創作人為著作人，例外：機關法人為

著作人。＞同樣例外事由約定過於廣泛，尤其是二、「國家重大政策或主要業務

內容之參考」，恐怕沒有單位願意承認所承辦業務非為重大政策或主要業務，造

成幾乎所有情況都會落入例外範圍中，故一樣反使原則（非專屬）變為例外。同

樣是典型例外變成原則之弊端。 

§10：以機關法人為著作人者，廠商或實際創作人若「基於教學、研究、著述、

內部訓練等正當目的」，機關法人得同意 其利用著作並再授權他人利用。＞與著

作權法§44-§63 合理使用的條文過於接近 ，沒有具體實益性，沒有必要在此辦法

重複約定。 

 

C. 第三章【藝文補助】：§11-§14： 

§11：與辦法§8 一樣的文字和過於空泛的問題。此外，「採購」與「補助」在本質

廖凰玎整理繪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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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並不相同，前者類似買賣（採買權利方）、後者為鼓勵性質，何以在著作財產

權授權控管上卻套用一樣的規範？應該視事物本質予以不同規範的處理，設計更

具輔佐補助功能目標之機制。 

 

D. 整體評論： 

這部辦法缺乏「法律效果」規定，淪為宣示性居多。此外，無法建立實質舉報及

申訴管道之配套，讓這部辦法實質可產生的效能有限。實際上遇到問題與困境的

藝文工作者，還是無法真正得到在個案中相關真實協助，通常又只能走向放棄簽

訂契約的選項。 

 

 

第二場會議紀錄    

主持人：廖凰玎律師（臺灣文法學會理事長） 

會議紀錄：林希庭 

 

一、 陳育青常務理事（紀錄片工會） 

今天參加，希望讓這個法案上路前可以更完備、豐富。 

過去學生時代沒有著作權的觀念，作品被徵件後，學生也不知道作品去向。

有朋友曾在大型醫院附近看見自己學生時代的作品，心裡感到非常複雜。 

 

今天，我代表紀錄片工會發言： 

1. 紀錄片工會是由紀錄片工作者自法自組的工會，因為常年感受不平等，

會與其他工會、藝術工作者進行倡議；也會透過工作坊教育公眾。 

藝術家遇到著作權問題會前來工會求助，像是作品被徵件、採購後沒有

標示姓名、被加上不當利用、被要求做合約以外的事情。工會會請法律

專家，或是請資深、有話語權的藝術家前輩出面斡旋，但是非常希望能

建立良好制度，保障所有的藝術家。 

2. 藝術家常為生活需要接政府案件。如果看到不符合法令規定的徵件、採

購條件，前往與公部門溝通時，大多會得到這是過去慣例的回應，藝術

工作者很難撼動。創作者為了維繫創作能量，或是為了生存，不得已要

跟公部門合作，像是不斷地打怪，不斷重複，一定要等到自己夠大牌，

才有能力跟別人談條件、幫後進談條件，但這是非常人治的情況。 

3. 看過《文化藝術工作者及事業著作權辦法草案》（以下簡稱「草案」），

希望草案可以成為火車頭，讓各界可以在看自身切身相關法規有什麼需

要留意、調整的地方。 

常常在實際情況中，有些條件（編：徵件、採購案）是「知情同意，所

以參加」，也就是說如果不同意，就被排除在外。是不是在「同意」與

「不同意」之間，有溝通的可能？一位不同意條件的藝術家，有機會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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映他不同意的想法，並有後續參與的可能。 

4. 常見到「獎金等於買斷」的情況，希望可以更細緻一點，給獎金是一種

認同，並不等於讓與所有的權利，讓獎金歸獎金、授權歸授權。 

5. 曾遇見採購方的工作者願意協助藝術家，告訴議藝術家如何樣做會更容

易，給他們一些建議，希望看見更多這樣的人。 

 

二、 郭奕臣副理事長（社團法人台灣視覺藝術協會） 

今天我代表社團法人台灣視覺藝術協會。 

近年來有許多節慶是的藝術慶典，大家可能看到的是台面上風光，而台面下

可能有許多大家未見的法律問題。 

文建會時期華藝網、最近馬世芳事件，近幾年來有許多藝術家受侵害的情況

發生，很希望台灣生態，可以同時重視甲方、乙方的權益。我已經創作快要

20 年的藝術工作者，都還是會遇到著作權又全部讓出去的事情，那何況是

剛剛開始工作的新稅藝術家？ 

藝術節慶在台灣越來約多，是很棒的事情；而藝文工作者有時候為了參與藝

術節慶徵件，可能會支出許多成本，但如果受到一次侵害，就會受到非常大

的影響。 

 

三、 謝毅宏秘書長（臺北市藝術創作者職業工會） 

現在的藝文工作者對於簽署合約、專屬授權常常不清楚，台面上可以看到的

事件只是冰山一角，藝術工作者要發聲是不容易的。 

很高興的地方是，藝術圈需要透過修法來改變制度，一部法令可能會談到著

工作權、著作權保護、社會保險、急難救助等，每部分後面都有許多細節規

範，非常重要。 

 

在藝術圈，常見到「例外變成原則」的情況，政府機關很多理由都可以變成

例外條件，「例外」就是我們很在意的地方。 

這次草案是從無到有，是要先有一個 60 分的東西，之後再逐步優化；或是

要一步到位，直接研議成最理想狀態？ 

 

藝術家作品被公部門利用時，公部門常會參考「中央機關及學校稿費支付標

準」支付報酬（編：最新為 107 年版本，圖片使用最高 1,080～4,060 元／

張），但這是 107 年訂定的，可能不符合現在的合理價格。標準也並不符合

所有類型藝術作品合理價格，藝術作品可能有油畫、雕塑、表演劇本各種類

型，而藝術家沒有談判空間。 

工會最在意的，就是對於藝文工作者的保障、補助，但勞保、勞退、職災、

社會保險，不是目前文化部重視的。 

劇場表演者、藝術家、藝術行政、技術人員等，都在工會會員範圍內，工會

https://wpc.stu.edu.tw/wp-content/uploads/sites/5/2020/02/%E4%B8%AD%E5%A4%AE%E6%94%BF%E5%BA%9C%E5%90%84%E6%A9%9F%E9%97%9C%E5%AD%B8%E6%A0%A1%E5%87%BA%E5%B8%AD%E8%B2%BB%E5%8F%8A%E7%A8%BF%E8%B2%BB%E6%94%AF%E7%B5%A6%E8%A6%81%E9%BB%9E-1071218%E4%BF%AE%E6%AD%A3.pdf
https://wpc.stu.edu.tw/wp-content/uploads/sites/5/2020/02/%E4%B8%AD%E5%A4%AE%E6%94%BF%E5%BA%9C%E5%90%84%E6%A9%9F%E9%97%9C%E5%AD%B8%E6%A0%A1%E5%87%BA%E5%B8%AD%E8%B2%BB%E5%8F%8A%E7%A8%BF%E8%B2%BB%E6%94%AF%E7%B5%A6%E8%A6%81%E9%BB%9E-1071218%E4%BF%AE%E6%AD%A3.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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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有以演出情境的方式，教育會員們如何簽約、如何談判溝通。 

 

四、 蔡淳任研究員（表演藝術聯盟） 

最近協助處理一些著作權爭議問題，跟公部門最常打交道的是徵件比賽、劇

本徵件、典禮上的表演、大型場館自製節目。 

 

我們遇到的問題： 

1. 地方縣市政府買節目（像是藝術節慶），會先委託給活動公關公司統籌

辦理，公關公司基於履約需要，會要求藝術家先相關權利轉讓給地方政

府。如果是現成作品，就比較好處理；但如果是特別製作的作品，就比

較多爭議。 

2. 大型場館比較有經驗，爭議比較多的是在館場自製節目。 

台灣目前沒有場館可以從無到有製作節目，劇本、演員身體表演、舞台、

服裝、道具設計……非常複雜，必須要對外合作。館場大多是採限制性

招標，所以也不會對外公開採購。館場自製節目對外合作是怎樣的行為

呢？算是採購？補助？還是其他類型？ 

草案較少談到：節目製作完成後再次利用。會不會發生簽約時就綁定後

續館場可以再利用？ 

 

我也提出問題：如何決定藝術作品的價值？有可能作品完成後價值大幅增高，

有可能調整價金嗎？ 

 

五、 蔡科俊理事長（台灣流行音樂產業技術發展協會） 

協會包含頂尖流行音樂工作者，編曲、錄音師、演唱會視覺導演、演場會動

畫師等等。 

目前著作權有對價的，是詞、曲的預付版稅（詞 12,000 元／曲 18,000 元），

以及發行後的費用（可能由 MÜ ST、ARCO 等集體管理團體，依照使用量給

付）；講到這裡就很心酸，編曲家就沒有這些分配的權利，編曲家一開始的

編曲費是比較高的，但是發行之後就沒有後續了。 

 

草案第 4 條很重要，徵件機關有責任保障藝術家的著作人格權。 

 

最大問題是，編曲、錄音師、演唱會導演這類型的工作者，草案沒有規範作

品發行之後的收入，實務上也空窗。（日韓相關領域都有慣例作法，未來可

以參考） 

目前台灣有一些音樂人的作法，會以「共同創作」來處理，製作人、編曲家、

每位樂手、歌手等共同創作，自行協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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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 吳介祥教授（國立彰化師範大學） 

目前沒有看到公部門是自我節制自己的權限，所見的都是承辦人員姿態高。

有了草案後，可以讓公部門有所遵循。 

 

可以的作法是，事前評估藝術品的使用範圍、方式、時間，然後作出具體合

理的約定，不應該統一要求藝術家簽署放棄著作人格權、授權公部門可以製

作衍生商品。 

 

具體個案契約可以落實好的合作，像是順暢的付款流程、增加開發或利用時

保有彈性（例如：銷售成績達到某種程度時，雙方可以另外約定合作條件）。 

 

七、 王怡蘋教授（國立臺北大學） 

草案的母法是文化藝術獎助及促進條例第 14 條，文化部很努力想要積極輔

助藝文活動、保障藝文工作者，但著作權法、簽訂合約都很複雜，現實情況

是，大家不確定未來會怎麼使用作品，或是會發生哪些事情，所以最安全的

方式就是一開始就統統都拿來。現實上也不存在一種範本可以提供所有藝文

工作者使用，建議藝文工作者在簽約合作時可以諮詢專業者。 

 

草案第 9 條1提到「徵件時，可以將機關約定為著作人，但是廠商必須是自

然人。」因為著作權法規定出資人可以約定出資人或創作人是著作人，而實

務上都會約定出資者為著作人（這是著作權法第 12 條2的問題）。 

如果認為自然人才可能擁有著作人格權，那怎麼可以解釋說可以約定法人是

著作人呢？ 

草案第 9 條，就會很怪，我認為是著作權法既有規定，未來或許可以透過修

訂著作權來處理；而這草案不應該規定，可以留給法院解釋。 

 

草案第 4 條3談著作人格權，但有兩款限制：「可以約定適當方式簡化著作人

                                                      
1
 文化藝術工作者及事業著作權保障辦法草案第 9 條：「 

I 機關或法人辦理藝文採購之成果，以履行該案採購契約之廠商或實際創作人為著作人，但有下

列情形之一者，得約定以機關或法人為著作人:  

一、 該成果與機關、法人安全或 執掌之保密資訊有關。  

二、 該成果屬於機關或法人之國家重大政策或主要業務內容之參考。  

II 前項但書情形，以履行該案採 購契約之廠商係自然人者為限。」  

 
2
 著作權法第 12 條：「 

I 出資聘請他人完成之著作，除前條情形外，以該受聘人為著作人。但契約約定以出資人為著作

人者，從其約定。 

II 依前項規定，以受聘人為著作人者，其著作財產權依契約約定歸受聘人或出資人享有。未約定

著作財產權之歸屬者，其著作財產權歸受聘人享有。 

III 依前項規定著作財產權歸受聘人享有者，出資人得利用該著作。」 

 
3
 文化藝術工作者及事業著作權保障辦法草案第 4 條：「 

https://law.moj.gov.tw/LawClass/LawSingle.aspx?pcode=J0070017&flno=12
https://gazette.nat.gov.tw/EG_FileManager/eguploadpub/eg027136/ch05/type3/gov46/num8/images/Eg01.pdf
https://law.moj.gov.tw/LawClass/LawSingle.aspx?pcode=J0070017&flno=12
https://gazette.nat.gov.tw/EG_FileManager/eguploadpub/eg027136/ch05/type3/gov46/num8/images/Eg01.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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姓名、名稱」，這裡的「適當方式簡化」不夠清楚。 

「表示顯有困難，或不違反社會使用慣例」，就可以約定不標示，透過約定

讓事情簡便，但是要說明清楚是哪些情況下可以約定。 

這裡應該要說清楚什麼情況下可以省略不標示，以免未來執行時產生問題

（公部門執行時會扣著法案文字）。 

 

第 8 條的 1、3 項4可以包含很多內容，立法理由中提到「宣示」兩個字，但

不清楚，條文有拘束力嗎？ 

第 10 條5說到藝術工作者有「正當目的」就可以使用，那麼正當目的的舉例

足夠嗎？ 

 

八、 陳曉慧教授（國立台灣科技大學） 

1. 第 10 條應該至少要包含學術出版（因為，可能會被認定是要是用第 2 項營

利之規定）、學術升等。 

 

2. 第 4 條第 1 項強調甲方應保障乙方之著作人格權，甚至第 2 項本文規定應表

示著作人之姓名、名稱都是很好的。但是，著作權法上的姓名之表示，可以

選擇表示本名、別名、不具名，而第 2 項但書的第 1 款，規定「簡化」是可

以簡化到零嗎？也就不經著作人同意而不具名嗎？又或者「簡化」是簡化為

                                                                                                                                                        
I 機關或法人辦理藝文採購、補助或徵件，應保障著作人之著作人格權。  

II 機關或法人利用藝文採購、補助或徵件之成果，應以適當方式、位置表示著作人之姓名或名稱。

但有下列情形之一者，不在此限： 

一、約定以適當方式簡化著作 人之姓名或名稱。  

二、約定依該著作利用之目的 及方法，於表示顯有困難， 或不違反社會使用慣例者，得省著作

人之姓名或名稱。  

III 機關或法人辦理藝文採購、補助或徵件之成果，如尚未公開發表者，機關或法人得依個案性

質及利用之需要，約定適當之公開發表內容及方式。 

IV 機關或法人辦理藝文採購、補助或徵件，應尊重著作人行使著作權法第十七條規定之權利。」 

 
4
 文化藝術工作者及事業著作權保障辦法草案第 8 條：「 

I 機關或法人有利用藝文採購成果之需求者，以約定取得著作財產權之非專屬授權為原則。但有

下列情形之一者，得約定由機關或法人取得部分或全部著作財產權，或約定取得專屬授權： 

一、該成果係專為機關或法人之需求而採購。 

二、該成果涉及機關或法人執 掌之他人隱私或個人資料。 

三、 其他基於保障人民參與、閱 覽、利用及共享文化等公益 考量。 

II 機關或法人依前項約定取得非專屬授權者，應就得否再授權他人利用併為約定。 
5
 文化藝術工作者及事業著作權保障辦法草案第 10 條：「 

I 機關或法人就藝文採購之成果，取得著作財產權或專屬授權者，得同意履行該案採購契約廠 商

或實際創作人，基於教學、研究、著述、內部訓練等正當目的，利用該著作，並得將被授與之權

利於所受授權範圍內，再授權他人利用。  

II 前項履行該案採購契約之廠商或實際創作人基於營利目的而為前項之申請者，應於申請時一併

載明授權期間、授權區域、權利範圍、利用目的、方法、授權金或其他回饋計畫。 

III 機關或法人認為前二項申請之利用目的、方式或其他授權內容違反辦理藝文採購之目的或政

策者，得拒絕授權。」 

 

https://gazette.nat.gov.tw/EG_FileManager/eguploadpub/eg027136/ch05/type3/gov46/num8/images/Eg01.pdf
https://gazette.nat.gov.tw/EG_FileManager/eguploadpub/eg027136/ch05/type3/gov46/num8/images/Eg01.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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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經著作人同意之其他姓名寫法，例如將王怡蘋老師的名字，簡化為王 O

蘋、或王 OO、或蘋？本款其實可以刪除。因為重點應該放在讓著作人行使

著作權法第 16 條之權利時，和機關或法人協議，如何之姓名表示方式為第

4 條第 2 項本文所稱之「適當」。而不能讓機關或法人未經著作人同意，即

任意簡化，使著作人無法依據著作權法第 13 條第 1 項主張推定，嚴重影響

訴訟上推定為著作人之利益！ 

 

3. 建議修改第 8 條第 1 項但書第 2 款：「該成果涉及機關或法人執掌之他人或

個人資料」，以及立法理由二（二）的例子：「例如藝文採購係委託研究某一

藝文發展政策可能對國民之影響，並由機關提供一定之個資供作數據分析，

此時，除以保密條款進行限制利用外，宜由機關或法人取得著作財產權。」

理由是：如果成果僅是以集合、統合資料方式呈現，例如文化部歷年公布之

國人閱讀電子書之比例，雖然可能後面使用了個人資料，但是成果之呈現並

沒有出現任何個人資料，則完全沒有必要使機關或法人剝奪了著作人之著作

財產權或取得專屬授權。 

固然，機關或法人交付個人資料，必須要簽署個人資料保密條款，執行者也

必須遵守保密條款，機關或法人甚至可以在保密條款中，和執行者明確約定

最終結果如何呈現。沒有任何必要一定要剝奪成果之著作財產權或取得專屬

授權。 

此外，要提醒的是，學術界、科技部科技部對研究人員學術倫理規範

（108.11.21 修正）第 5 點：「研究資料與結果的公開與共享：研究人員在有

機會確立其優先權後，應當儘速公開分享其研究資料與結果。用國家研究經

費所蒐集之資料，應公開給學術社群使用。」都強調 open science or science 

open，我國政府也積極推動 open data。因此，關於成果所涉及以政府經費

蒐集之資料，反而應該要在本要點中，強調公開之必要。 

 

4. 第 16 條規定有「營利」性質者應約定較高之獎金、報酬或權利金，是一個

適當的規定。但是，對於「營利」並沒有具體的定義，特別是各機關或法人

都會在契約文件中寫「推廣」。 

推廣並不一定是非營利的！請特別注意。舉例來說，機關或法人支付經費請

電視節目大力宣傳文化部正在舉辦的某活動，因電視是有廣告的營利行為，

則這種推廣未必就是非營利。因此，不僅是本條，未來要落實本辦法中很多

關於「營利」、「非營利」之區分規定，主管機關必須要再提出更明確的指引，

告訴各機關或法人「營利」是什麼。 

 

5. 第 11 條第 1 項但書第 1、2 款，分別規定了「重大利用需求」、「重大公益考

量」。其中關於「重大利用需求」的舉例，在理由第二（一）點，提到「例

如法人補助新銳藝術家進行藝術創作並約定共製數場藝文演出時，為協助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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乏資金與資源之新銳藝術家推廣其優秀作品，故約定取得一年期間之專屬授

權及分潤方式。」 

奇怪的是，既然是要幫助缺乏資金與資源的新銳藝術家去推廣，為何還要拿

走他們的專屬授權、甚至分走他們的利潤呢？看起來似乎有趁火打劫的意味？

當然，我們也想到這大概可能是要說，要由國家代理他們去參加國外的影展，

為了和外國的廠商簽約，所以要取得權利、以及收取代理的報酬。那麼，這

裡就是藝術代理的問題。如果機關或法人補助之目的，就是為了要達到提高

國際影展中我國作品之參與數、得獎率之目的，那麼這並不是本條項所稱之

「重大利用需求」，而是必要手段，機關或法人應該在補助辦法當中，明確

說明申請補助者有參加國際影展之義務，如何參加，是否均應由國家或指定

何機關或法人來代理，代理條件如何、如有其他經費來源時如何處理等等之

細節，以使有意申請補助者瞭解、做出正確要不要申請補助之判斷。上述情

況，實不應任意使用因為機關或法人有「重大利用需求」，卻不在補助辦法

中說明各種代理之必要性與條件，以證明取得著作財產權或專屬授權與補助

目的間有手段、目的之必要性、相當性，就直接規定由機關或法人取得著作

財產權或專屬授權。 

 

6. 第 11 條第 3 項規定：「第一項規定應預先載明於補助要點或相關資料中，必

要時並應預先諮詢相關業者、團體或專家之意見。」其中規定事先要「諮詢」，

但諮詢程序沒有規範在本辦法程序專章也就是「第五章保障著作權之相關作

業程序」，建議補充。因為，第一項但書是規定，因重大利用需求、重大公

益考量而得約定取得專屬授權、全部或部分著作財產權。今假設機關或法人

以不相當之大錢補助了重要、重大之情事，卻不取回權利或取得專屬授權，

在很多情況下，難免有偏袒執行廠商、浪費公帑之譏？甚至有可能進一步圖

利廠商之疑慮？因此，既然規定必要時要諮詢，為了保護廠商、也為了保護

執行公務之人員，就諮詢之程序，包含什麼情況下要諮詢、如何諮詢、向誰

諮詢、程序如何、沒諮詢又會如何，全部在第五章寫清楚，讓各機關或法人

易於遵循，並使人民相信此重大、重要之補助行政行為之透明性、公正性。 

 

7. 機關或法人利用成果要標示著作人姓名，是好的規定。 

目前，在外國有著作人對利用 Creative Commons 著作之利用人，漏未標示

姓 名 ， 提 起 訴 訟

（ https://blog.ericgoldman.org/archives/2019/04/photographer-sues-for-failur

e-to-provide-creative-commons-required-attribution-philpot-v-wos.htm）。而機

關或法人如果沒有在利用著作時，附加未來利用人也必須標示著作人之標示，

將使公眾變成受刑事或民事訴訟威脅之提款機。 

特別是目前在立法院的著作權法修正草案第五十條還規定：「中央或地方機

關或行政法人為提供公共資訊之目的，以其名義公開發表之政策說明資料、

https://blog.ericgoldman.org/archives/2019/04/photographer-sues-for-failure-to-provide-creative-commons-required-attribution-philpot-v-wos.htm
https://blog.ericgoldman.org/archives/2019/04/photographer-sues-for-failure-to-provide-creative-commons-required-attribution-philpot-v-wos.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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調查統計資料、 報告書或其他類似之著作，得利用之。」則大量民眾未來

將可自由利用上述政府資訊。但很多這類資訊，都是政府藝文委外採購、徵

件之成果。假設台北市政府委託 A 攝影師製作台北市觀光折頁，宣傳台北市

之觀光，可能成立著作權法修正草案第 50 條所稱：「以台北市政府名義公開

發表之政策說明資料」。此時，台北市政府固然依據本辦法有義務標示 A 之

姓名，但如果同時沒有明確註明各種情況下之利用，除非符合著作權法第

16 條第 4 項之例外，民眾都有義務要標示 A 之姓名，則民眾依據著作權法

草案第 50 條自由利用折頁，比如眾多台北市民將圖、文貼在自己無閱覽限

制之 FB、IG 上，對全世界表示自己所居住的都市有多麼、多麼棒、適合觀

光，但均未標示 A 之姓名，則這些大量的民眾，都可能成為受民、刑事訴訟

要脅的提款機。 

建議，本辦法應規定，機關或法人必須在徵件辦法中對於著作人向公眾行使

著作人格權之範圍，有明確之限制，或者如果不予限制，必須強制規定機關

或法人應明確註明利用人必須標示著作人姓名、應如何標示、不必標示之例

外情況，使民眾易於遵守，以免陷人民於訴訟提款機之危險中！ 

 

九、 盧建誌助理教授（國立政治大學） 

重視藝文工作者的契約協商能力 

台灣藝文市場的現況乃為著作權授權常沿用契約範本，然而，雙方卻對於契

約內容，無法律上專業能力理解條款的影響並衡量利害得失。基於此市場發

展的沿革，關於藝術家簽訂契約的權益保障，政策重點應在於藉由文化機關

的教育服務或法律諮詢提供足夠的資源，協助藝術家與團體在締約時能具有

充分的法律上知識基礎，藉由其本身專業的能力判斷且提出契約條款的要求

與確認。在此面向上，未來立法和政策應在於確保締約者具有平等的協商能

力(Bargaining Power)，而避免藝文工作者在締約時落於弱勢的地位。 

 

避免定價影響市場的競爭功能 

本辦法對於合理之對價、報酬或權利金的規定，何謂「合理」涉及未有確切

範圍的概念解釋，將來政府若因爭議需介入市場以訂定價格的標準，將對藝

術創作市場的競爭功能造成相當程度的負面影響。未來政府應避免藉由此辦

法規定，恣意介入市場授權價格的訂立。方能於尊重市場供需法則的基礎下，

免於因政府介入所造成的價格鎖定效應，造成藝術授權市場更大的傷害，更

使市場無法維持競爭功能，對於藝術創作交易的整體經濟，帶來無可回復的

損傷，而貶損藝術創作所應具有的真實文化上價值與經濟效益。 

 

多元文化與社會正義的倡議 

音樂、電影、舞台劇、文學、美術與舞蹈等藝術類型，皆因表現形式有所分

野。基於本辦法之實施，政府應立於藝術自由所蘊涵的公平基礎，對於傳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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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當代甚或前衛的藝術類型，於政策與立法上給予不同視角且實質的支持，

更本於社會正義的精神，提供藝術創作者更寬廣的表現場域，而不應未顧及

藝術發展和市場的本質，強加既定且僵化的認定標準，而使藝術背馳於其獨

特的表現形式與發展脈絡。 

 

十、 李佩昌律師（臺灣文法學會理事） 

1. 如何使採購機關樂於善用這個辦法？ 

政府是用納稅人的稅金來辦理採購，有促進藝文發展的公共任務，所以不能

只談市場機制。文化部擬訂這個辦法來呼應藝文界需求很好，但是，似乎沒

有看到蘿蔔（獎勵）或棒子（考核），該如何促使機關願意善用這個辦法，

而非只是宣示效果，是重要課題。 

 

2. 藝文採購、補助和徵件不應該混淆： 

藝文採購、補助和徵件被混淆，是一個老問題。 

雖然這個辦法在規範上區隔藝文採購、藝文補助和藝文徵件，但從這些條文

和說明裡，還是會看到補助或徵件潛藏採購的影子。 

 

3. 藝文採購以外的政府採購： 

藝文採購以外的政府採購，不論是勞務或財物採購，也可能涉及藝文標的或

著作權，是不是就沒有本辦法的適用？ 

 

4. 姓名表示權的內涵宜回歸著作權法 

根據著作權法規定，著作人行使姓名表示權，可以使用本名、別名或不具名。

本辦法第四條，則提到姓名的簡化與可省略的情形，反而造成解釋上的疑義，

是不是應該回歸著作權法的規定。 

 

5. 第五條建議增列讓與 

第五條約定著作財產權的歸屬或授權利用，是不是應該要增加約定著作財產

權的「讓與」？ 

 

6. 採購前就應該具體載明使用計畫 

第八條載明採購以非專屬授權為原則，取得權利或專屬授權為例外。建議在

例外的情形下，辦理採購前就應該具體載明使用計畫的內容，才不會輕易讓

例外變成原則。 

 

7. 保密需求與著作人約定的關聯性應該釐清 

第九條規定，有保密需求或國家政策參考之情形，可以約定以機關為著作人，

但又載明這種情況下必須廠商是自然人。這樣會有一個疑問，難道廠商是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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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的情形，就沒有保密、國家政策的需求了嗎?（或者，這其實是著作人格

權約定的問題？）。 

 

8. 對廠商的授權 

第十條，第一項限於教學、研究、著述、內部訓練等正當目的，可以回頭授

權廠商，立意良善；但第二項又說基於營利目的，可載明條件和回饋計畫來

申請前項之授權。 

建議不論是營利或非營利，申請程序及文件都應該齊備，供機關個案審查。 

 

9. 有重大利用需求或使用目的應辦理採購 

第十一條，補助有重大利用需求，要載明具體內容，看似合理。 

問題是，有重大利用需求或重大公益考量，是否應該辦理採購？是否變成了

以補助取代採購？第十五條之徵件，如果機關或法人有使用目的，是否應該

辦理採購購藏或取得授權？ 

 

10. 政府徵件的非營利目的可能排擠廠商的營利 

第十六條將營利或非營利之利用徵件是否獎金報酬或權利金較高，但政府的

非營利，可能反而排擠了創作者或廠商營利使用的可能。 

 

11. 停止利用應該更謹慎 

第二十二條可能會有問題，如何認定「有相當的事證」就「應」停止利用？

例如這次金曲獎的年度歌曲爭議，「聽到覺得很像」算不算有相當的事證而

應停止利用？實務上，可能爭議不小。 

 

12.  機關應進用具備智慧財產知識的人員 

這次文化藝術工作者及事業著作權保障辦法草案，可以見到文化部的用心與

美意，但如果要真正落實，應該要有獎勵或考核機制，機關也要有足夠的法

務（特別是具備智慧財產知識的）人員來協助，避免流於簡化、制式處理，

真正達成本辦法的初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