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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FPI簡介

IFPI (INTERNATIONAL FEDERATION OF THE 

PHONOGRAPHIC INDUSTRY)係代表全球唱片業之非營利性組
織，以維護唱片產業權益為工作宗旨

IFPI國際總會1933年設立，註冊於瑞士，秘書處設於英國倫敦

國際IFPI代表包括世界知名之UNIVERSAL, WARNER, SONY以
及AVEX INC. ( JAPAN) 等分布於59 個國家、1,300餘家唱片公
司

在56個國家地區設立IFPI分支機構

• 在比利時布魯塞爾、香港及美國邁阿密分別設有歐洲、亞洲
及美洲區域辦公室，並在中國北京設有代表處

• IFPI亞洲區總部設於香港，並在香港、新加坡(RIAS)、韓國
(RIAK)、馬來西亞(RIM)、泰國(TECA)、印尼（ASIRI）印
度（IMI）等地均設有地區辦公室



RIT簡介

1986年5月5日成立，同年7月1日經由行政院新聞局核准，

並在台北地方法院完成法人登記

台灣唱片業的代表機構，國際唱片業協會IFPI的成員之一

原名「財團法人國際唱片業交流基金會」(英文名稱「IFPI

MEMBERS’ FOUNDATION IN TAIWAN」，簡稱台灣IFPI)

自2008年11月1日起更名為「財團法人台灣唱片出版事業基

金會」(英文名稱變更為「RECORDING INDUSTRY 

FOUNDATION IN TAIWAN」, 英文簡稱RIT) ，仍為國際

IFPI在台灣之代表

RIT12家所屬唱片公司音樂產品在台市占率超過80%

RIT保護錄音著作權、本國與國際唱片業者之交流及合作

等設立宗旨及工作方針維持不變，並將繼續加強推動



RIT所屬唱片公司

公司名稱 主要藝人
母公司
國籍

台灣索尼音樂娛
樂股份有限公司

蔡依林、鄧紫棋、周興哲、A-Lin、莫文蔚、許茹芸、
江美琪、魏如萱、戴愛玲、王若琳、J.Sheon、Matzka、
張立昂、楊士弘

美

杰威爾音樂有限
公司

周杰倫、袁詠琳、楊瑞代、浪花兄弟
台

華研國際音樂股
份有限公司

S.H.E、陳嘉樺、田馥甄、任家萱、林宥嘉、郁可唯、
F.I.R.飛兒樂團、炎亞綸、文慧如、閻奕格、動力火
車、王儷婷、周蕙、陳小霞、林愷倫

台

華納國際音樂股
份有限公司

蕭敬騰、林俊傑、劉鳯瑤、李佳薇、謝和弦、陳勢
安、ERIKA劉艾立、獅子合唱團、小宇、潘瑋柏、李
榮浩

美



RIT所屬唱片公司

公司名稱 主要藝人
母公司
國籍

愛貝克思股份有
限公司

呂薔、孟耿如、瑞瑪席丹
日

滾石國際音樂股
份有限公司

周華健、陳昇、張震嶽、黃鴻升、MC HOTDOG、曹
格、陳零九、賴銘偉、賴慈泓、李權哲、萬芳、趙
詠華、孫盛希、李婭莎、新寶島康樂隊、
頑童MJ116、八三夭831、玖壹壹、原子邦妮Astro 
Bunny

台

福茂唱片音樂股
份有限公司

庾澄慶、范瑋琪、韋禮安、畢書盡、李玉璽、陳彥
允、孫子涵、吳汶芳、朱興東、嚴堡丹、王笠人、
知更

台

種子音樂有限公
司

張與辰、阿杜、李雨、劉思涵、林明禎、黃雅莉、
郭修彧、郭書瑤、陳冠希、戴佩妮、汪小敏

台



RIT所屬唱片公司

公司名稱 主要藝人
母公司
國籍

環球國際音樂
股份有限公司

張學友、蔡健雅、蕭煌奇、艾怡良、梁靜茹、伍佰、
楊丞琳、羅志祥、張惠妹、梁文音、孫燕姿、大嘴
巴、李千娜、王心凌、李玟、梁靜如、張靚穎、蘇
打綠、陳奕迅、吳建豪、王大文

法

豐華唱片股份
有限公司 顏力妃、卓義峰、左左右右、孟庭葦、陳大天、范

逸臣、鄧福如、張清芳

台

相信音樂國際
股份有限公司

五月天、劉若英、丁噹、嚴爵、家家、蕭秉治、白
安、宇宙人、亂彈阿翔、MP魔幻力量

台

風潮音樂國際
股份有限公司 笵宗沛、張永智、黃慧音、吳金黛、董運昌、林海、

黃雅詩、游學志

台



2018年全球唱片市場

全球收入成長：+ 9.7%
 在付費串流音樂的推動下，串流音樂總收入增加了34.0%，佔

所有收入將近一半

 拉丁美洲連續四年成長最高

 亞洲及澳大拉西亞合併實體和數位成為第二大區域市場

串流音樂收入佔全球總收入的47%

付費串流音樂收入成長：+ 32.9%

實體收入：-10.1%

下載收入：-21.2%

亞洲地區前五名依序為日本、南韓、中國大陸、
印度、台灣

＊依據IFPI 2018年全球音樂報告



台灣唱片市場世界排名
年度 亞洲排名 世界排名

2018 5 25

2017 5 26

2016 5 24

2015 5 25

2014 5 27

2013 5 27

2012 7 28

2011 6 28

2010 6 29

2009 4 28

2008 5 30

2007 3 28

2006 5 28

2005 3 23

2004 4 25

2003 5 27

2002 4 23

2001 4 22

2000 3 18

1999 2 16

1998 2 16

1997 2 13



台灣唱片市場
台灣唱片市場收益

單位: 新台幣百萬

年度 實體銷售 數位銷售
公開使用 影音同步播送

合計 成長率
權利金 權利金

2018 512 1,706 32 2,355 -4%

2017 615 1,531 101 50 2,449 7%

2016 861 1,463 100 24 2,298 20%

2015 851 963 108 1,922 2%

2014 984 794 103 1,881 -1%

2013 1,155 647 99 1,901 2%

2012 1,296 476 96 1,869 -10%

2011 1,638 345 94 2,077 -1%

2010 1,775 249 78 2,102 0%

2009 1,781 258 65 2,105 2%

2008 1,722 277 66 2,064 -14%

2007 2,156 248 2,404 -3%

2006 2,326 154 2,480 -29%

2005 3,514 3,514 -25%

2004 4,675 4,675 -3%

2003 4,821 4,821 -14%

2002 5,591 5,591 -10%

2001 6,194 6,194 -27%

2000 8,537 8,537 -19%

1999 10,573 10,573 -7%

1998 11,310 11,310 -8%

1997 12,268 12,268 



文化部106 年流行音樂產業調查

台灣流行音樂產業歷年產值占比與成長率變化



台灣唱片盜版率
年 實體盜版率 網路盜版率

1997 17% 
1998 25% 

1999 35%
2000 40%
2001 48%
2002 47%
2003 42%

2004 36%
2005 26%

2006 28%
2007 22%
2008 22%
2009 20%
2010 15% 89% 
2011 12% 88%
2012 11% 85%

2013 10% 83%
2014 9% 85%

2015 8% 86%

2016 7% 83%

2017 7% 80%

2018 (1-8月) n/a 72%



打擊盜版
盜版樣態從實體演進到數位

• 黑膠唱片/卡帶CD/燒錄光碟電腦數位檔案

盜版通路從門市攤販演進到網路

• 唱片門市、夜市盜版攤販/良心桶投幣

• 郵購/EDM 、快遞、宅配

• 網路下載/串流試聽、P2P/BT檔案交換、部落格、
論壇

網路已成為音樂產業新興通路,取得音樂的管道增
加且更快速方便

• 缺乏市場秩序，網路音樂已經失控

防治網路侵權為當前反盜錄工作重心



打擊盜版

網路盜版類型

•網站、論壇、部落格下載

• P2P交換

• CYBERLOCKER

•串流/UGC平台直播

• STREAM RIPPING/串流盜版

•網路盜版經營模式 – 使用者免費或付費

•收入來源 - 會員費及廣告費

•現今侵權內容幾多源自境外



打擊盜版

暴力事件
• 1990年執行長李瑞斌先生因取締盜版而被砍傷。顯示不
法之徒氣燄囂張並向公權力挑戰。

• 1998年7月三名工作人員於在台中執行取締勤務時遭盜版
業者以三輛轎車圍困，一人被毆重傷

• 1999年8月，盜版業者四輛轎車封鎖台中港警所警局門口，
雙方僵持八個小時後，工作人員由警方護送到機場搭機北
返

• 2000年5月，工作人員在高雄市三民一分局遭盜版業者恐
嚇、圍堵及破壞車輛

• 工作人員多次於台中、桃園等地夜市現場遭盜版業者圍困
之事件

• 歷年來擔任IFPI董事長之唱片公司更屢次被盜版業者電話
恐嚇，發片抵制等不法情事



重大網路侵權案例

中山大學MP3盜版案
 1997年4月在中山大學破獲第一個MP3盜版案件，
也是全世界IFPI的第一個MP3案件

成大事件
 2001年4月11日台南地檢署接獲檢舉搜索國立成功

大學學生宿舍勝利一舍

- 查扣分屬14名學生的十四台個人電腦，內含將
近18000首MP3歌曲以及其他視聽檔案或電影、
電腦軟體、遊戲軟體

- 在多台查扣電腦中發現有架設FTP的軟體
「SERV-U」，顯示涉案學生自己有架設FTP網
站並且透過此站散布音樂檔案



重大網路侵權案例

成大事件
 台灣IFPI於2001年5月23日提告14位架設FTP網站之
學生

 2001年8月17經台灣IFPI、BSA與MPA等權利人代表
接受教育部作出之三項承諾：

﹙1﹚涉案學生登報道歉

﹙2﹚學校依校規處分涉案學生

﹙3﹚儘速制定校園網路使用規範

 台灣IFPI撤回告訴，地檢署並予裁定不起訴處分，本
案終結

 教育部2001年12月26日核定「教育部校園網路使用
規範」

 教育部設立「校園保護智慧財產權諮詢小組」，RIT

為委員之一



重大網路侵權案例

KURO & EZPEER案
 收費P2P檔案交換平台: KURO NT$99元/月; EZPEER

NT$100元/月

 KURO號稱有50萬會員;會員費年收入NT$5億9400萬

 EZPEER 30萬會員；會員費年收入NT$6億6000萬

 2001年合法唱片銷售金額約NT$62億、2002年約56億、
2003年約NT$48億

 2003年12月起訴

 2005年6月一審判決EZPEER無罪、9月KURO有罪

 2006年達成和解協助轉型合法服

 2006年9月KURO與唱片業達成和解，並推出合法
數位音樂服務KUROOM

 2006年6月EZPEER與唱片業達成和解，並獲得唱
片公司授權，推出合法數位音樂服務EZPEER+



重大網路侵權案例

KURO & EZPEER案
 KURO及EZPEER二個違法事實相類似卻因現行法不

夠周延，導致出現KURO有罪、EZPEER無罪不同裁
判結果

 EZPEER案付費者（會員）有罪、收錢者無罪 → 不
合邏輯

 KURO & EZPEER法院終局判決
 KURO：智慧財產法院98年度刑智上更(一)字第48號有罪判決

三名被告共同以意圖營利而以重製之方法侵害他人之著作財產權為
常業，分處6~9個月有期徒刑，均併科罰金NT$75萬元，緩刑四年

 EZPEER：智慧財產法院99年度刑智上更(二)字第24號有罪判決

吳姓負責人擅自以重製之方法侵害他人之著作財產權為常業，處有
期徒刑柒月。緩刑參年



重大網路侵權案例

KURO & EZPEER案

KURO的反擊

2003年5月間，KURO遊說立委提案著作權

法第51條之一著作權補償金制度修正草案

- 要求網路使用音樂不必事先授權

- 權利金數額由國家訂定

提案及聯署立委共45位

結果：修法失敗



重大網路侵權案例

KURO & EZPEER案

著作權法第51條之一著作權補償金制度修正草案

Ⅰ除已訂定個別授權契約者外，以網路科技提供服務播送音樂或供網路使用

人上傳、下載或交換網路音樂檔案之業者，就其服務所利用或與其服務有關

之音樂著作或錄音著作，應就其服務收入提撥一定比例之補償金支付予著作

財產權人。

Ⅱ以網路科技提供網路音樂服務之業者，已依前項規定支付補償金者，視為

該案業者及使用其網路音樂服務之人已取得相關音樂或錄音著作之著作財產

權人授權。

Ⅲ 第一項所載補償金之提撥比例或提撥金額、有權收取單位或機構、得參與

分配之著作權人或著作財產權人、分配方式、分配金額等，由主管機關定之。



重大網路侵權案例

KURO & EZPEER案
歌手的反擊 - 黃立成麻吉「報應」歌詞

為我們台灣的音樂默哀 這首歌獻給謀殺台灣音樂的著作權法第五十一條之一和所

有的幫兇 邱XX 秦XX 劉XX 蔡XX 王XX 張XX 杜XX 許XX跟另外三十七個立委 還

有判兇手無罪的王XX法官

VERSE 1

有兩個沒種的兄弟 一個叫KOORO 一個叫EZP  表面上正常 暗地到處偷東西

偷了台灣最國際的玩意 現在混到當大哥覺得了不起 敢光明正大的買廣告騙你

一百萬人不知道買到贓東西 還覺得價錢賣的真是便宜 付錢的人不知不覺就當了

共犯 每次都偷一個人叫鄭老闆 鄭老闆公司倒閉沒錢週轉

鄭老闆員工失業沒錢吃飯 誰還要繳稅養那些沒有用的官

我看不到誰在保護智慧財產 音樂快斷氣了都沒人要管 KOOROEZP很爽 大家都慘

https://vlog.xuite.net/play/aFhOaEdnLTk1MzMwOS5mbHY=/%E9%BB%83%E7%AB%8B%E6%88%90-%E5%A0%B1%E6%87%89


重大網路侵權案例

KURO & EZPEER案
歌手的反擊 - 黃立成麻吉「報應」歌詞

VERSE 2

張惠妹蔡依林跟周杰倫 李玖哲和王力宏都是被害人 這一天他們找上黃立成

他找白道幫忙 找黑道談判都不成 只好去找總統 可是總統又飛去哪個小國訪問

政府不知道是太笨還是聾了瞎了 抓棒球抓綁架就是不抓他們 然後還頒獎鼓勵有

創意的盜版人 他們一定收買立偉才敢這麼屌 沒法律就幫他們創一條

有政府的幫忙誰都別想告 有政府的幫忙音樂更快倒 有人不吭聲有人逃 但是我們

會站出來做圈子的驕傲 音樂快斷氣了誰該負責任 KOOROEZP報應一定會發生

CHORUS

你最好小心 你可能死於非命 相信這個世界有報應

不要以為你永遠都可以逃得掉 報應會到 只是來的時間晚或早

不要以為你永遠都可以逃得掉 報應會到 只是來的時間晚或早

https://vlog.xuite.net/play/aFhOaEdnLTk1MzMwOS5mbHY=/%E9%BB%83%E7%AB%8B%E6%88%90-%E5%A0%B1%E6%87%89


重大網路侵權案例

KURO & EZPEER案

 立委提案修正著作權法

 著作權法第87條第一項第七款：「七、未經著作財產

權人同意或授權，意圖供公眾透過網路公開傳輸或重

製他人著作，侵害著作財產權，對公眾提供可公開傳

輸或重製著作之電腦程式或其他技術，而受有利益

者。」

 著作權法第87條第二項：「前項第七款之行為人，採

取廣告或其他積極措施，教唆、誘使、煽惑、說服公

眾利用電腦程式或其他技術侵害著作財產權者，為具

備該款之意圖。」

 2007年6月14日立法院三讀通過P2P條款-著作權

法第87條第一項第七款及第二項



重大網路侵權案例

 FOXY案

 免費中文介面P2P檔案交換軟體

 FOXY每日同時使用使用者約30萬

 初期主網頁伺服器架設在美國，後為逃

避官司，流竄多國

 2009年4月起訴

 2010年3月一審判決FOXY有罪

 2010年8月8日關站

 2010年11月二審智財法院終審維持一審

判決



重大網路侵權案例
 NOW.IN案
未經合法授權提供超過20個網路音樂頻道24小時免費
播放各類音樂作品，全世界各地網路線上收聽

曾多次接獲國外著作權利人警告卻仍繼續違法經營
NOW.IN所造成損害

有超過10萬多人註冊會員，每日最高可達10萬人次訪
客，並曾有1萬多人同時上線的紀錄。
 利用未經合法授權之音樂經營自身事業，每月賺取來自廣告收入之不

法獲利新台幣數十萬元

 嚴重打擊國內辛苦經營的合法線上音樂業者以及合法廣播電台業者

被告父母寄陳情函予總統府及行政院

2012年3月2日RIT會同台南市調處搜索台中及金門兩處，
NOW.IN網站關站

2012年5月RIT與NOW.IN達成和解

2013年5月金門地檢署緩起訴處分



重大網路侵權案例

 2017年兔兔音樂台案

首件利用YOUTUBE平台進行音樂直播案件

2017年6月RIT提告開始偵辦此直播網路音樂

電台。

新北地方法院檢察署2017年11月緩起訴處分，

期間一年，被告並向國庫支付新台幣5萬元整

其他中小型音樂台聞風關站



打擊盜版

維權活動大事紀

• 1987年舉辦「第一種聲音-中華民國反盜錄演唱

會」，活動當日並於中華體育館前當場壓毀十

萬卷盜版、仿冒錄音帶

• 1988年強力清除侵權B版唱片公司

• 1990年發行選輯卡帶「站在我這邊」II~「天天

唱的歌」為宣導著作權意識及籌募反盜錄基金

• 1992年 321打擊盜錄請願遊行

http://www.rit.org.tw/images/1_About_us/%E5%A4%A7%E4%BA%8B%E8%A8%981987_%E7%AC%AC%E4%B8%80%E7%A8%AE%E8%81%B2%E9%9F%B3-%E9%8C%84%E9%9F%B3%E5%AE%A4_%E6%9C%80%E5%84%AA%E5%8C%96%E7%9A%84%E8%B3%AA%E9%87%8F%E5%92%8C%E5%A4%A7%E5%B0%8F.mp4
http://www.rit.org.tw/images/1_About_us/321%E9%81%8A%E8%A1%8C3.jpg


打擊盜版

維權活動大事紀

• 1993年起至2000年協助海關審查「平行進口」

產品

• 自1993推行SID CODE(來源識別碼)，並與CD

工廠簽定審核合約，協助版權保護

• 1999年9月1日舉辦「終結盜版、捍衛正版」誓

師大會

• 2000年與大成報合作「校園巨星」演唱會系列

活動宣導「不要跟盜版商成為共犯」

http://www.rit.org.tw/images/1_About_us/%E7%B5%82%E7%B5%90%E7%9B%9C%E7%89%882.jpg
http://www.rit.org.tw/images/1_About_us/%E5%A4%A7%E4%BA%8B%E8%A8%982000_%E5%A4%A7%E6%88%90%E5%A0%B1-%E5%AE%A3%E5%B0%8E%E5%BD%B1%E7%89%87%E4%B8%8D%E8%A6%81%E8%B7%9F%E7%9B%9C%E7%89%88%E5%95%86%E6%88%90%E7%82%BA%E5%85%B1%E7%8A%AF_%E6%9C%80%E5%84%AA%E5%8C%96%E7%9A%84%E8%B3%AA%E9%87%8F%E5%92%8C%E5%A4%A7%E5%B0%8F.mp4


打擊盜版

維權活動大事紀

• 2000年反盜錄「K計劃」成立我國第一支專責打

擊盜版的「掃蕩盜版光碟行動小組」

• 2000年8月31日晉見總統痛陳盜版危害並呼籲政

府有效解決盜版問題，正式提出專責警力要求

• 2002年2月台灣盜版唱片告別式記者會(中天新

聞畫面)

http://www.rit.org.tw/images/1_About_us/%E5%A4%A7%E4%BA%8B%E8%A8%982002_%E5%8F%B0%E7%81%A3%E7%9B%9C%E7%89%88%E5%91%8A%E5%88%A5%E5%BC%8F-%E4%B8%AD%E5%A4%A9%E6%96%B0%E8%81%9E%E7%95%AB%E9%9D%A2%E8%A8%98%E8%80%85%E6%9C%83%E6%9C%80%E5%84%AA%E5%8C%96%E7%9A%84%E8%B3%AA%E9%87%8F%E5%92%8C%E5%A4%A7%E5%B0%8F.mp4


打擊盜版

維權活動大事紀

• 2002年4月4日404反盜版大遊行(中視新聞畫面)

四大訴求

專責警力

光碟管理

盜版公訴

網路管制

• 2004年邀集知名歌手拍攝受害人篇反盜版廣告

(A & B)，並於各大電視台播出

http://www.rit.org.tw/images/1_About_us/%E5%A4%A7%E4%BA%8B%E8%A8%982002_404-%E4%B8%AD%E8%A6%96%E6%96%B0%E8%81%9E%E7%95%AB%E9%9D%A2%E9%81%8A%E8%A1%8C_%E6%9C%80%E5%84%AA%E5%8C%96%E7%9A%84%E8%B3%AA%E9%87%8F%E5%92%8C%E5%A4%A7%E5%B0%8F.mp4
http://www.rit.org.tw/images/1_About_us/%E5%A4%A7%E4%BA%8B%E8%A8%982002_404-%E5%AE%A3%E5%B0%8E%E5%BD%B1%E7%89%87%E5%8F%97%E5%AE%B3%E4%BA%BAA_%E6%9C%80%E5%84%AA%E5%8C%96%E7%9A%84%E8%B3%AA%E9%87%8F%E5%92%8C%E5%A4%A7%E5%B0%8F.mp4
http://www.rit.org.tw/images/1_About_us/%E5%A4%A7%E4%BA%8B%E8%A8%982002_404-%E5%AE%A3%E5%B0%8E%E5%BD%B1%E7%89%87%E5%8F%97%E5%AE%B3%E4%BA%BAB_%E6%9C%80%E5%84%AA%E5%8C%96%E7%9A%84%E8%B3%AA%E9%87%8F%E5%92%8C%E5%A4%A7%E5%B0%8F.mp4


打擊盜版

維權活動大事紀 – 智慧財產局推動

IWL – Infringing Websites list

移除侵權網站廣告

- 2017年8月TIPA與台北市廣告代理商業同業

公會(TAAA)簽署合作備忘錄

 TIPA每二個月提供侵權網站名單、廣告

業者停止對這些網站投放廣告，阻斷盜

版金流

- 2017年11月TIPA與台灣廣告主協會(TAA)簽署

相同內容合作備忘錄



打擊盜版

維權活動大事紀– 智慧財產局推動

IWL – Infringing Websites list

阻斷侵權網站金流

- 阻斷侵權網站之會費、廣告收入及其他收入

- 要求台灣第三方支付業者停止代收境外侵權

網站相關費用

- 台灣現有近8000家第三方支付業者，洽商有

困難，目前尚在努力中



打擊盜版

法制面

 光碟管理條例 - 2001年制定公布

 保護智慧財產權警察大隊 - 2003年1月1

 著作權法§100光碟盜版公訴 – 2003年

 著作權法§98-1良心桶沒入 – 2003年

 著作權法§87-1-7 P2P條款 – 2007年

 著作權法第六章之一章網路服務提供者之
民事免責事由 – 包括三振條款及C & D-

2009年

 著作權法§87-1-8 OTT條款 – 2019年



打擊盜版

C & D LETTER 統計數字

2018年 2019年1-4月

侵權鏈結數量 12935 6024

侵權通知數量 12935 6024

移除率 100% 100%



成功的合作經驗---TANET的自我管理

 TANET是TAIWAN ACADEMIC NETWORK台灣學術
網路之簡稱

 教育部於1990年7月所建立的全國性教學研究網路

 校園內教職員及學生可免費使用

 主要目的是支援全國各級學校及研究機構之教學研
究活動，並促進資源分享與合作

 頻寬被大量使用於與學術及教育無關的侵權活動

 教育部於2007年成立保護校園智慧財產權跨部會諮詢小組

 TIPA台灣智慧財產聯盟成員均獲邀為諮詢委員

 TIPA成員發現有侵權內容即通知TANET移除或為其他
適當處理

 2008年11月底教育部宣布TANET上使用P2P軟體採「原則
管制，例外開放」- 須專案申請才開放



和平的啟動
音樂擁抱科技但科技不能傷害音樂

唱片業並非反對數位新科技而是反對利用數位科技
從事侵權行為

音樂產業與網路服務業者建立商業合作機制的四個
條件：

須事先取得合法授權

須建立有效管理機制

 有授權的才能交換

 未經授權歌曲不能交換

須能提供透明資訊
 於固定週期提供會員下載次數、會員人數等資訊

須能提供合理的權利金分配機制



和平的啟動

合法授權

KKBOX

MYMUSIC，前身為由EZPEER合法轉型的EZPEER+

OMUSIC(全音樂)，現更名為FRIDAY MUSIC，全世界

第一個唱片公司入股的音樂平台

中華電信「放心播」(FUNPLAY)音樂服務

引進境外音樂平台APPLE ITUNES、SPOTIFY

YOUTUBE



和平的啟動

KKBOX

 2004年創立

 提供加密媒體檔 (DIGITAL RIGHTS MANAGEMENT, 

DRM)音樂串流及下載服務

 全球最大的華語音樂曲庫- 2000 萬首曲目

 服務地區包括台灣、香港、日本、新加坡、馬來西亞

及泰國

 日本第二大電信廠商 KDDI、HTC、主權基金新加坡政

府投資公司 (GIC)相繼投資入股



和平的啟動

MYMUSIC的轉型崛起

 由EZPEER轉型為EZPEER+合法音樂串流服務，

再轉由台哥大經營並更名為MYMUSIC

OMUSIC (現更名為FRIDAY MUSIC)

 七家RIT唱片公司直接與台灣第三大行動電話

公司遠傳(FET)在2010年9月合資設立一數位音

樂平台



和平的啟動

大陸音樂網站化敵為友

百度之先告後合

 2005年9月UNIVERSAL、WARNER、

SONY聯合控告百度侵權，要求損害賠償

 百度敗訴後獲唱片公司授權，但限大陸地區

 2014年騰訊/QQ跟進與唱片公司簽署授權協議

 2016年授權阿里音樂

 2017年授權網易雲



取得RIT唱片公司
在台灣合法授權的數位音樂服務

服務名稱 網址

APPLE MUSIC https://www.apple.com/tw/music/

EMOME https://www.emome.net/

FAR EASTONE https://www.fetnet.net/

HAMI+MUSIC https://hamimusic.emome.net/

HINET FUNPLAY http://funplay.hinet.net/funplay/index.do

ITUNES https://www.apple.com/itunes/?cid=OAS-US-DOMAINS-itunes.com

KKBOX https://www.kkbox.com/tw/tc/index.html

MTV http://www.mtv.com/

MUZIU http://www.muziu.com.tw/wind/00.html

MYMUSIC https://www.mymusic.net.tw/ux/w/main

FRIDAY MUSIC http://omusic.friday.tw/

SPOTIFY https://www.spotify.com/tw/

TAIWAN MOBILE https://music.taiwanmobile.com/twm/

T STAR http://rbt.tstartel.com/web/web/index.jsp

YOUTUBE https://www.youtube.com/?gl=TW&hl=zh-TW

https://www.apple.com/tw/music/
https://www.emome.net/
https://www.fetnet.net/
https://hamimusic.emome.net/
http://funplay.hinet.net/funplay/index.do
https://www.apple.com/itunes/?cid=OAS-US-DOMAINS-itunes.com
https://www.kkbox.com/tw/tc/index.html
http://www.mtv.com/
http://www.muziu.com.tw/wind/00.html
https://www.mymusic.net.tw/ux/w/main
http://omusic.friday.tw/
https://www.spotify.com/tw/
https://music.taiwanmobile.com/twm/
http://rbt.tstartel.com/web/web/index.jsp
https://www.youtube.com/?gl=TW&hl=zh-TW


新的戰爭開始

2015年網路侵權行為與態度的調查研究

Sycamore 2014 Taiwan.mov
Sycamore 2014 Taiwan.mov


新的戰爭開始

一、新型態侵權實體物的網路銷售

- 盜版USB產品

1. 特色

 曲目量大 – 至少3000首/個，等於300張

CD

 售價不貴 – NT$ 300~1600/個

2. 產銷方式

 境外製造 網路訂購 線上付款

快遞送貨(不經海關查驗)



新的戰爭開始

一、新型態侵權實體物的網路銷售
- 盜版USB產品

3. 現行挑戰

 蒐證困難、查緝不易

4. 建議方案

 擴大光碟公訴範圍至數位產品

 公訴 - 公權力介入（著作權法第91

條、91條之一）

 金流物流的管控

線上付款及快遞送貨的管理



新的戰爭開始

二、境外侵權網站長期入侵台灣

1. 現況
 網站 (WEBSITE)、論壇(FORUM)、部落格

(BLOG)提供侵權產品下載
 雲端儲存大量侵權產品提供下載(CYBER-

LOCKER)

2. 現行挑戰
 境外網站 - 不知被告
 無法假處分 無解

3. 建議方案

 2013年智慧財產局網路邊境管制修正草案

 2018年鄭運鵬委員境外侵權假處分修正草案
 比照外國(40餘國)以司法或行政方式解決



新的戰爭開始

三、新型態數位侵權- STREAM RIPPING

1. 透過網站將原來只能STREAMING的內容

轉為下載

2. 舉例說明 - 將YOUTUBE串流影音進行轉

檔後提供下載儲存

3. 現行挑戰

 境外網站 (EX. YOUT.COM)，無法可管

 後續使用無法追蹤影音來源，蒐證困難



新的戰爭開始

OTT的侵權

法制面 – 著作權法修正

2019年OTT條款 – 87條第一項第八款

八、明知他人公開播送或公開傳輸之著作侵害著作財產權，

意圖供公眾透過網路接觸該等著作，有下列情形之一而受有

利益者：

(一)提供公眾使用匯集該等著作網路位址之電腦程式。

(二)指導、協助或預設路徑供公眾使用前目之電腦程式。

(三)製造、輸入或銷售載有第一目之電腦程式之設備或器材。



新的戰爭開始

最迫切的期待

比照全世界40個以上國家，採用行政或司

法手段解決境外侵權網站入侵台灣



報告完畢

請指教！

Q&A

robin@rit.org.tw

(M)0922911845

mailto:robin@rit.org.tw

