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請政府不要歧視唱片產業 
 

請政府公平對待錄音著作 
 

一、前言：我們遭受法律不公平待遇 

1. 我們 35 家唱片公司很努力在台灣經營唱片產業，我們的音樂產品在台灣的市

占率超過八成。 

全世界的華語產品，曾經有超過八成也是來自我們，來自台灣。 

著作權法中所謂的「錄音著作」指的就是我們的音樂產品。 

2. 台灣的著作權法有幾項條文對唱片產業存在著歧視且不公平的規定，甚至還增

修新條文要削弱唱片產業的權利。諸如： 

行政院通過的修正草案第 26條。 

行政院通過的修正草案第 26條之二（新增條文） 

行政院通過的修正草案第 29條之二（新增條文） 

3. 我們懇請政府能重新審慎思考這些條文，讓我們的法律待遇能與其他文創產業

立於公平同等的基礎，不再歧視甚至傷害我們。 

二、 法律給予唱片產業的保護比不上對鋼管舞、日本 AV 片的保護  

1. 著作權法修正草案第 26條及第 26條之二全文及簡述： 

(1) 修正草案第 26條： 

2021年 4月 8日行政院通過之著作權法第二十六修正草案 

著作人除本法另有規定外，專有公開演出其語文、音樂、或戲劇、舞蹈著作之

權利。 

表演人專有以螢幕、擴音器或其他機械設備公開演出其表演之權利。但不包括

將表演重製後再以螢幕、擴音器或其他機械設備公開演出。 

錄音著作經公開演出者，著作人得請求公開演出之人支付使用報酬。 

(2) 修正草案第 26條之二： 

2021年4月8日行政院通過之著作權法第二十六條之二修正草案 

著作人除本法另有規定外，專有再公開傳達其著作之權利。 

表演人不適用前項規定。 

錄音著作經再公開傳達者，著作人得請求再公開傳達之人支付使用報酬。 

(3) 法條中的「專有」指的是，必需事先取得權利人同意才能使用；法條中的

「請求支付使用報酬」指的是，任何人都可以先使用，不必事先取得權利

人的同意，只要事後支付使用費即可。 

(4) 法條中的語文（指文字）、音樂（指作詞、作曲）、戲劇、舞蹈都是「專有」

權利，必需事先取得同意才能使用，但錄音著作不必事先取得同意，只能

事後「請求支付報酬」。 

(5) 利用人支付給我們這 35 家唱片公司的「報酬」是由經濟部智慧財產局所

審訂的。 

2. 我們的意見： 

(1) 我們不理解，為何我們的錄音著作不能和語文、音樂、戲劇、舞蹈一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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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何人要使用必需事先取得我們的同意？ 

至少一些傷風敗俗的不良場所，我們能「事先」拒絕他們使用。 

(2) 我們不理解，為何法律對唱片產業的保護遠不如對鋼管舞、日本 AV 片的

保護？完全無法瞭解政府立法的用意？ 

(3) 不管是傳統唱片公司或是近幾年盛行的獨立樂團，所製作的音樂產品都是

錄音著作，也是文化部全力輔導支持的旗艦產業；卻被經濟部所訂的著作

權法視為「低等次等」著作，給予次級待遇，我們完全無法接受。 

(4) 我們請求錄音著作（音樂產品）與語文、音樂、戲劇、舞蹈一樣，享有「專

有」的權利。 

3. 我們的訴求： 

(1) 修正草案第 26條修正如下： 

行政院修正草案 我們建議的修法條文 說明 

第二十六條 

著作人除本法另有規定

外，專有公開演出其語

文、音樂、或戲劇、舞

蹈著作之權利。 

表演人專有以螢幕、擴

音器或其他機械設備公

開演出其表演之權利。

但不包括將表演重製後

再以螢幕、擴音器或其

他機械設備公開演出。 

錄音著作經公開演出者，

著作人得請求公開演出

之人支付使用報酬。 

第二十六條 

著作人除本法另有規定外，

專有公開演出其語文、音

樂、錄音或戲劇、舞蹈著作

之權利。 

表演人專有以螢幕、擴音器

或其他機械設備公開演出其

表演之權利。但不包括將表

演重製後再以螢幕、擴音器

或其他機械設備公開演出。 

錄音著作經公開演出者，著

作人得請求公開演出之人支

付使用報酬。 

1.第一項增列錄音。 

2.第三項刪除。 

(2) 修正草案第 26條之二修正如下： 

行政院修正草案 我們建議的修法條文 說明 

第二十六條之二 

著作人除本法另有規定

外，專有再公開傳達其著

作之權利。 

表演人不適用前項規定。 

錄音著作經再公開傳達

者，著作人得請求再公開

傳達之人支付使用報酬。 

第二十六條之二 

著作人除本法另有規定外，

專有再公開傳達其著作之權

利。 

表演人不適用前項規定。 

錄音著作經再公開傳達者，

著作人得請求再公開傳達之

人支付使用報酬。 

如行政院修正草案第

二十六條第一項規定

修正增列錄音著作，

草案本條第一項規定

不須修正，第三項規

定則應予刪除。 

三、為何又提新增條文歧視削弱唱片產業的權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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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著作權法修正草案第 29條之二全文及簡述： 

(1) 法條全文： 

2021年 4月 8日行政院通過之著作權法第二十九條之二修正草案 

第二十九條之二 

下列規定於已固著於視聽物之錄音著作，不適用之： 

一、 第二十二條第一項之重製權。 

二、 第二十六條第三項及第二十六條之二第三項之請求支付使用報酬。 

三、 第二十八條之一第一項之散布權。 

四、 第二十九條第一項之出租權。 

(2) 本條為新增條文，所謂「視聽物」指的是有畫面的任何產品，諸如：電影、

戲劇、短片、廣告片、動漫、遊戲、伴唱產品等。 

2. 我們的意見： 

(1) 這是台灣獨創的條文，全世界找不到相同的條文。 

(2) 可以被「固著」（即重製）於視聽物的著作，可能是一幅畫（美術）、一張

照片(攝影)、一篇詩詞(文字)、一段舞蹈，為何特別新增一項條文來限制

錄音著作（我們的音樂產品）？這再次的證明，我們又被歧視，又被不公

平待遇，又被視為「低等著作」了。 

(3) 進一步而言，給予唱片產業與其他文創產業公平同等的待遇，對國家有害

嗎？何必新增條文來欺負唱片產業？ 

(4) 我們與電影、戲劇、短片、廣告片、動漫、遊戲、伴唱產品等「視聽物」

業者，早已有多年形成的多樣性市場合作機制，本條完全破壞現有市場機

制，完全不符合市場實務現況，立法目的何在？ 

3. 我們的訴求：刪除修正草案第 29 條之二。 

四、經濟部智慧財產局堅持成見，我們多次溝通建議無效 

1. 我們在智慧局召開的 2020 年 2 月 25 日「著作權法部分條文修正草案公聽會」

及 2020 年 5 月 5 日「著作權法部分條文修正草案溝通會」中極力表達意見並

分別以電子郵件及正式書面呈報智慧局表達建議，皆未獲採納。 

2. 智慧局說法： 

(1) 錄音著作的原創性不足。 

(2) 台灣對錄音著作的保護高於國際標準。 

3. 我們的意見： 

(1) 說錄音著作的原創性不足，正足以證明智慧局完全不瞭解音樂產業，完全

不瞭解錄音著作的創作過程。 

(2) 從詞曲作者完成作詞跟作曲到消費者聽到的歌曲，這中間歷經許多人在不

同階段投入很多的心力，這個充滿創意的過程複雜且辛苦。一首長度 3分

鐘的歌是幾百個小時幾十個人的創意結晶，但智慧局完全無知。 

(3) 提到國際標準，試問智慧局，何謂國際標準？各國對錄音著作保護力度有

強有弱，智慧局若拿保護強的國家比，台灣「低於國際標準」；智慧局若

拿保護弱的國家比，台灣自然「高於國際標準」。 

亞洲的泰國、馬來西亞、香港對錄音著作的保護都高於台灣，台灣的唱片

產業比前三者都強，難道不值得加強保護嗎？ 

(4) 我們完全不理解經濟部智慧局的修法認知及結果如何產生？是徵詢誰的

意見？音樂產品市占率超過全國八成的我們，事前完全不知情，草案公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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後，才知錄音著作「再次」被歧視，給予不平等待遇。 

(5) 智慧局應思考如何加強保護文創產業，而不應拘泥於法律思維，爰引一些

保護力道偏弱的相關國際公約（例如：修正草案 29 條之二的立法理由說

明），純粹滿足法律論述而不符台灣產業需求甚至有違政府鼓勵扶植文創

產業之企圖及美意。 

(6) 政府應思考的是，唱片產業需不需要扶植？需不需要保護？而不是「符不

符合國際標準」，法律不應成為限制或阻礙一個產業發展的絆腳石。 

五、台灣位居全球華語音樂優勢的領導地位是否要拱手讓人 

1. 台灣的文化部近年來全力輔導扶植國內音樂產業走向國際，多項計劃逐步執行

中，企圖以國家隊打國際仗。 

2. 經濟部智慧局此時此刻不圖補強對唱片產業的保護，反而壓制削弱唱片產業的

保護力度，造成政府不同部門政策方向衝突，實非國家之福。 

3. 中國大陸著作權法對錄音著作的保護多年來皆低於台灣，但近年正急起直追。

2020年新修的著作權法已新增列對錄音著作的多項權利保護。 

4. 當中國大陸持續提高對唱片產業的保護，而台灣卻反其道而行，修法削弱唱片

產業的保護，此消彼長，台灣唱片產業的國際競爭力何在？優勢何在？ 

六、 結語：請政府去除歧視與傷害，給予我們鼓勵與支持 

1. 政府扶植文創產業，要公平同等對待各個產業，要百花齊放，不能有差別待遇，

更何況已經有堅固基礎有競爭優勢的唱片產業，絕對不能被視為「低等著作」

刻意削弱壓制其發展，反而應更加重視，要給鼓勵才是正道。 

2. 我們多年持續爭取修改第 26 條未果，現今又新增第 26 條之二條及第 29 條之

二，舊弊未除又增新害，我們完全不知政府的施政重心為何？修法目的為何？ 

3. 文化部非著作權法權責機關，使不上力。經濟部智慧局仍然堅持己見，一意孤

行。我們訴求無門，失望沮喪之際，爰斗膽陳情求助政府更高層能傾聽我們的

心聲，支持我們的產業，接納我們的建言。 

4. 如果政府肯認台灣的唱片產業值得永續發展，請幫助我們，支持我們！ 

   

    台灣唱片出版事業基金會及台灣錄音著作權人協會聯合所屬 35 家唱片公司： 
上揚國際股份有限公司 

上華國際企業股份有限公司 

大禾國際傳媒有限公司 

大旗製作股份有限公司 

可登有聲出版社有限公司 

台灣索尼音樂娛樂股份有限公司 

台灣滾石音樂經紀股份有限公司 

好意思文化有限公司 

艾迪昇傳播事業有限公司 

何樂音樂有限公司 

亞神音樂娛樂股份有限公司 

杰威爾音樂有限公司 

星夢娛樂股份有限公司 

映象國際多媒體股份有限公司 

相信音樂國際股份有限公司 

美妙音樂股份有限公司 

音韶文化事業有限公司 

風潮音樂國際股份有限公司 

時代創藝企業有限公司 

海蝶音樂股份有限公司 

喜瑪拉雅音樂事業股份有限公司 

最愛音像有限公司 

華研國際音樂股份有限公司 

華納國際音樂股份有限公司 

貴族唱片股份有限公司 

愛貝克思股份有限公司 

瑞星唱片股份有限公司 

瑞影企業股份有限公司 

群石國際有限公司 

滾石國際音樂股份有限公司 

福茂唱片音樂股份有限公司 

種子音樂有限公司 

擎天娛樂事業股份有限公司 

環球國際唱片股份有限公司 

豐華唱片股份有限公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