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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中) 

集中管理乃基於權利保護立場所生，同時可因應利用人需求，提供簡易迅

速授權手續。而一健全的著作權之集中管理制度，有賴於有效的著作權集

中管理之紛爭解決機制，而該等紛爭多集中於對利用人及著作權人關係最

密切之使用報酬費率。我國關於著作權仲介團體條例廢除使用報酬審議之

修正草案，由於使用報酬得否經由自由市場長期之檢驗或者完善之著作權

紛爭解決機制來調整，仍有疑義，所以目前立法論尚有未定。如暫不以廢

除使用報酬審議制為前提，現行之紛爭解決機構-著作權審議及調解委員會

及其相關運作規定是否為適格之處理機關？我國未來著作權紛爭解決機構

其樣貌為何？尤其考量到未來可能廢除使用報酬審議制之情形下，應賦予

其何種效力，方得達成主管機關刪除審議制之美意？本研究欲就先進國家

已歷經多次修改之制度中，找尋可供我國修法參考之可行制度。 本文第一

章為導論，介紹本文之研究動機、目的、方法與範圍；第二章則就著作權

集體管理之制度與起源定義作一介紹並藉由現行多數著作權集體管理之型

態之類型釐清著作權集體管理之概念；第三章就日本、美國及我國著作權

集體管理法制與著作權集體管理團體現行法制作一介紹﹔第四章進一步針

對美日及我國的著作權紛爭處理機制做說明，並就目前我國所面臨之問題

加以說明；第五章欲透過對主要國家有關著作權爭議解決機制的作法及替

代性紛爭解決機制之介紹，進一步予以分析、檢討，提出我國制度設計之

參考。第六章為結論，提出我國未來著作權集體管理之紛爭解決機制之建

議及廢除使用報酬相應之配套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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